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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风险管控
实现智慧营销

高速发展的A公司因缺乏有效的数据整合及业务分析工具，造成无
业务挑战

法准确、及时、一致、全面地了解业务运营与市场发展状况，对业

核心交易转接数据与业务主数据 ( 机

务中的改进机会缺乏科学有效的分析与识别，从而影响到公司战略

构、商户、终端等)没有很好的整合，无

的制订与达成。因此，A公司开始重新审视现有的数据及流程，在

法有效地支持业务部门的分析需求；
缺乏规范的、一致的业务指标定义，导

IBM专家的协助下，通过对数据的整合与业务的分析与优化，找到
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构建集中、一致的数据平台，将海量的数据转

致报表数据不能很好地服务业务部门；

化为财富。

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与平台来帮助中
层经理与业务分析人员灵活、快速地生
成分析报表。

来自数据盲点的挑战
A公司是国内一家跨行支付网络公司和银行卡组织，其客户包括商
业银行、大型商户、持卡人和公共事业部门等。A公司平均每天处
理近2千万笔跨行交易，交易资金达百亿元。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与国际化进程的加剧，信用卡消费的兴起和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逐步
增加，A公司的交易转接金额逐年增加，并且每年以35%左右的速
度增长。
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A公司对数据分析的依赖暴露出其数据治理
的落后状态－A公司的数据管理与利用一直是分散的、缺乏系统性
的，也没有设置专门的数据治理部门和责任人对数据进行分析、提
炼，这直接影响了A公司的业务数据质量。对于依赖信息系统来开
展业务、视数据资源为生命的银行卡组织，分散、不一致的数据源
和数据分析能力欠缺制约了A公司的业务发展：
首先，利益受损。由于在POS消费中，商户的不同性质决定了手续
费率的高低，如餐饮娱乐类的商户的交易手续费远高于公益性商
户。有些商户通过报告虚假商户类别以达到骗取优惠扣率的目的，
损害了发卡行、收单行、A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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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市场推广受阻。中国目前1500万商户中仅有100万左右是A
解决方案

公司的商户，加入A公司网络的银行卡的增长速度和市场占有率不

采用IBM的商务智能参考架构为客户

尽理想。虽然A公司每年在市场推广方面的广告投入很高，却因为

规划数据仓库实施蓝图与商务智能应

不直接面对最终用户而难以衡量广告或营销活动的效益。

用快赢方案；
采用IBM银行业的数据建模方法建立
可扩展的数据架构与数据模型；
运用 IBM 的数据整合方法建立集中

第三，运营风险。A公司平均每天处理近2千万笔跨行交易，交易资
金达百亿元，交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对社会和个人的日常
经济活动影响甚大。所以，A公司非常关注交易的质量分析和入网
机构的异常情况。但A公司现有的数据和分析方法并不能帮助他们

的、一致的数据平台；

快速发现问题出在A公司自身还是出在各家银行交易系统，给公司

运用基于IBM Cognos的BI解决方案，

运营带来一定风险。

建立分析与报表平台和分析应用。

第四，监管使命。A公司身负日常的监管使命，需要定期向监管机
构报送交易的笔数、清算笔数、金额、清算金额等数据，以帮助了

业务收益

解国民经济的消费情况。如果不能确保交易数据的准确与一致性，

逐步理解并接受IBM建议的数据仓库

就可能监管失职。

实施规划与实施方法；
建立了可扩展的数据仓库与商务智能
分析平台，为后续的扩展提供了坚实
基础；
为各业务部门提供了目标明确、业务

为了控制银行卡风险，提高银行卡信息转接处理能力，向客户提供
更加优质的专业银行卡服务，进而打造国际知名的银行卡品牌，A
公司领导认识到，必须利用新的数据分析工具和先进的业务流程管
理，才能克服上述数据盲点，做出更准确的决策，进而达成公司的
战略目标。

急需的分析报表与多维分析。

将信息利用纳入管理流程
2007年，A公司开始频繁接触能提供智能分析解决方案的IT厂商。
经过多次考查与评比，2008年8月，A公司最终选择IBM公司为其
实施业务分析与优化咨询服务。项目立项后，A公司迅速组成了以

IBM顾问 + A公司业务团队 + 项目实施团队为核心的队伍，对A公
司的多个业务流程进行深入考察。IBM专家分析后得出如下诊断：
1．A公司100多种交易类型中，核心交易转接数据与A公司商户的
基本信息及入网机构的业务主数据，没有很好的整合，无法有效地
支持业务部门的分析需求；

2．A公司缺乏规范的、一致的业务指标定义，导致统计数据不能很好
地服务业务部门。比如在A公司内部，成功交易笔数、清算笔数及金
额等关键业务指标，在不同的业务部门存在不同的统计方法，以至于
基于同样的交易转接数据，而统计的关键业务指标经常存在差异；

3．A公司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与平台，来帮助中层经理与业务分析
人员灵活、快速地生成分析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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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这些问题后，IBM顾问采用IBM商业智能方法论来指导项目
为什么选择IBM

的实施，依次完成了概要设计、详细设计、建构、测试、部署等环

IBM是业界BI解决方案的领导者；

节。在这个项目中，IBM顾问应用了IBM商务智能参考架构，为A

IBM有许多类似的成功案例；

公司规划数据仓库实施蓝图与商务智能快赢方案。同时，IBM顾问

强大的业务咨询能力与具有丰富实施

还采用IBM银行业的数据建模方法为A公司建立了可扩展的数据架

经验的项目团队；

构与数据模型，并运用IBM的数据整合方法为A公司建立集中的、

IBM在业界具有项目管理的最佳实践。

一致的数据平台。
比如，为了发现高手续费率的商户套用低手续费率的商户，项目通
过分析不同类型商户的交易行为(如每天的交易时段、频次、总交易
金额和平均每笔交易金额等)的不同来发现异常的商户。这样，A公
司可以减少不合理的扣率，提高手续费收入，达到统一规范化管理
商户的政策目标。
针对原来的粗放式商户营销，IBM设计了两组对比分析。一组是商
户营销横向对比分析，对营销的效果、效益进行分析；另一组是商
户营销纵向对比分析，对比营销前后商户的交易增长，分析营销的
效果。这两组商户营销分析为A公司对市场营销考核提供量化的考
核指标，以便A公司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商户营销。

而对于异常交易分析，IBM顾问也设计了两组分析指标，一组是单
信息失败交易的原因码、双信息授权失败交易原因码、双信息结算
失败交易原因码；另一组则分析成交量、成功笔数、失败笔数、交
易成功率。通过分析提炼出对收单行和发卡行的改进建议，提高A
公司整体网络的成功率。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IBM顾问运用基于IBM Cognos的BI解决方
案，为A公司各业务部门提供了目标明确的业务分析报表与多维分
析应用平台。现在，A公司的业务人员只需登陆一个平台，就可以
看到所有运行的数据及多维度分析报表，这样，数据分析与业务目
标得以紧密结合。

四项收益提升管理智慧
随着项目一年多的推进，A公司管理层和业务人员逐步理解并接受了

IBM的建议的商业智能实施规划与实施方法，对IBM业务分析与估
化咨询服务的价值非常认可。A公司从该项目中主要获得四项收益：
识别风险，确保收益。数据仓库与商务智能分析平台帮助A公司识
别不合理的扣率，提高手续费收入，统一规范化管理收据非扣率政
策的目标。同时，A公司对商户的识别及管控能力大大提高，能够
及时了解并找出虚假商户的清单，对其进行侦测及处罚。
智慧营销，有的放矢。借助数据仓库与商务智能分析平台，A公司
可以及时了解并发现市场开发的阻力，并筛选出有价值的客户和商
户，进行针对性的营销，从而提高营销成果，并降低营销成本。
运维预警，优化网络。新的商务智能分析平台可以对日常交易数据
中的异常交易进行单独分析，针对问题环节提炼出对收单行和发卡
行的改进建议，提高A公司整体网络的成功率。
真实数据，实现监管。集中的、一致的数据平台可以确保A公司各项
交易的清算金额、交易笔数等数据真实可信，使A公司在纷繁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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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面前，永远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得以放心完成其监管职责。
总而言之，IBM为A公司实施的业务分析与优化项目，不但增加了

A公司的营业收入，降低了营销成本和运营风险，还提升了客户满
意度，为A公司今后面对国际卡组织巨头的正面竞争，打好了坚实
的业务能力和高水平服务的基础。

IBM，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首选合作伙伴
IBM与我们的客户携手 – 将业务洞察力、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结
合在一起，为客户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提供独特的优势。通过
我们整合的业务设计与执行理念，我们帮助将战略转变为行动。此
外，借助我们在17个行业中的专业知识和在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
全球能力，我们可帮助客户预测变化，并从新的商机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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