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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会员精细化管理，再造品质化营销
上海创为- 孩子王营销系统解决方案
传统零售在电子商务等新型模式的冲击下，遭遇了强劲的挑战。孩子

概述
需求
为了帮助孩子王实现向数据驱动型零售

王作为一家为 0-14 岁儿童提供一切成长所需要的供应商，以 5000 平
米以上综合购物中心的门店经营为主。面对超过 1 千万的会员，营销
行为被动盲目，亟待通过对会员精细化、差异化营销，达到拉动销售

商的战略转型，上海创为通过数据挖掘精

的目标。作为专注于分析海量数据的业务分析软件实施服务商，上海

确预测客户的需求，打造对会员精细化、

创为通过 7 年时间，帮助孩子王建立了整合的营销分析支撑平台，并

差异化的营销方案制定，带动门店销售增

在此基础上建设了完整的战略、分析、执行三层级管理机制。针对会

长。

员群体，通过数据挖掘，实现了精细到个体的资产化精确评估和需求

解决方案

预测分析，实现了营销个性化定制，同时增加会员的店面体验，并增

上海创为基于 IBM Cognos Analytics，

强对渠道和品牌的控制力。此举对亟待创新的传统零售行业有着非常

Planning Analytics 和 SPSS Modeler，

深刻的启示意义。

帮助孩子王建立了整合的营销分析支撑
平台，同时建立了战略、分析、执行三层
管理机制。实现了有数据支撑的战略决策
和营销行动转化机制，并可对营销行动进
行高效的监控与分析。

优势
实现会员分类分级，精准营销。
ROI 提升 30%。

整合的营销分析支撑平台，将战略有效转化行动
整合的营销分析支撑平台，首先与业务和管理系统、财务系统集成，自
动完成经营计划、预算、预测的编制及汇总，同时对企业业绩实时监控
分析，并及时评估修正。在此基础上建立战略分析库，提高战略分析和
决策水平，并分解下达战略规划重要指标。平台收集企业全景信息，通
过全角度分析，建立有数据支撑的战略决策和行动转化机制、并对行动
进行高效的监控和分析。
该平台收集企业全景信息，通过全角度分析，建立有数据支撑的战略决
策和行动转化机制、并对行动进行高效的监控和分析。同时建立报表、
分析、行动三层管理机制，通过 IBM Cognos Analytics，Planning
Analytics，和 SPSS Modeler，实现了从预测、计划／预算到监控分析、
营销方案制定，到精准营销及模型再调优的完整闭环。将传统数据分析
的结果转化为营销的行动目标。打通战略、分析、执行，并逐步优化各
环节以提升整体业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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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会员生命周期的精确资产化模型

解决方案组件

该模型对现有的会员结构和各生命周期的销售、收益进行评估、分析。

●

IBM Cognos Analytics

通过实际的会员转化、流入、留出的趋势评估出一家门店或渠道的准确

●

IBM Analytics Planning

营销能力。各门店或渠道的评估结果汇总帮助高层制定精准的有数据支

●

IBM SPSS Modeler

撑的战略目标。再将战略目标下发，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使得一线
经营人员能够做到有目标有依据，有的放矢的高效工作。
构建完整业务链的的 BI 分析管理系统
让不同层次人员清楚准确了解自已职能范围内的工作状态和目标完成
程度、风险以及风险改进情况。完整的业务监控体系和强大的分析工具，
对重要 KPI 进行监控，快速发现问题及问题深层原因，即使通知相关人
员以积极应对。
建立供应商营销活动效果计算分析模型
建立供应商营销活动效果计算分析模型，通过对历史营销活动，以及各
供应商所给的营销方案和政策进行影响结果分析，秒级便得到不同营销
政策对营销活动的影响和提升的结果。可以与供应商准确预估出新方案
和政策下带来的提升能否满足战略目标的要求，制定出合理的可达成自
己目标的营销活动。
构建会员分析预测模型
制定营销方案后，构建整体会员的标签体系，建立会员价值、会员粘度、
会员异动等模型，对会员打分，形成不同的营销矩阵。针对不同群体制
定不同营销策略。通过构建会员聚类、会员偏好、会员交叉销售模型，
深层次了解会员群体属性和行为特征，推荐不同产品。通过构建不同的
分析、预测模型，构建出完整实用的营销会员筛选工具，快速分析和定
位目标群体，进行差异化的营销活动推送，可以大幅提高预测准确率。
新店投资预测模型
将新店开设的所有流程环节进行管控，借助大量的历史真实数据的演算，
并由此预测所有环节的成本和收入情况，评估出准确的投资的风险和收
益。同时根据可信的预测得出预算，在开店的具体流程和进度中协调所
有相关部门进行管控和分析。

全面的精准营销，大幅度提高利润率
BI 分析管理系统与 TM1 结合，实现了企业战略、计划、分析闭环以及
管理数据化。建立统一数据库和经营数据平台,涵盖会员，商品、供应商，
服务、全渠道等，覆盖各项业务模块。其中商品，服务，会员等业务板
块均实现业务预实、趋势分析，专项分析，满足孩子王用户数据分析、
挖掘需求，提升企业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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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创为
上海创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速、稳步发展的专业软件服务
提供商。 专注业务分析领域，专注海量数据处理和分析，企业绩效管
理软件的专业服务，未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布局营销及技术服务网
络，成为最专业的业务分析软件实施服务商。
关于孩子王
孩子王是专业从事准妈妈及 0-14 岁儿童商品一站式购物及提供全方位
增值服务的母婴童行业零售领军品牌。采用电子商务、连锁门店、直
购手册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会员销售占到总销售额的 90%以上。如
今孩子王 217 个门店遍及 18 个省直辖市、105 座城市，服务会员家庭
超过 500 万。
关于 IBM Cognos Analytics
IBM®Cognos®Analytics 旨在确保整个组织的用户能够以前所未有的
便利性自行生成仪表板。它提供功能强大的互动式体验，用户可通过
桌面系统或移动设备查看仪表板。无论用户的专业知识水平如何，
Cognos Analytics 都能帮助他们毫不费力地结合多个数据源，让数据
充分发挥价值。
关于 IBM SPSS Modeler
IBM® SPSS Modeler 是一个从桌面部署扩展至操作系统集成的预测
性分析平台 , 旨在将预测智能融入个人、系统及企业的决策之中。无
论数据位置如何, 或是结构化还是非结构化数据, 您的组织都可使用
SPSS Modeler 进行分析。主从式架构可将分析推回至其来源, 以便进
行执行、减少数据移动和提高性能。借助 SPSS Modeler , 各种用户均
可解决各种业务问题。它提供了从描述性分析到高级算法的各种分析技
术, 包括自动建模、文本分析、实体分析、 社交网络分析、决策管理和
优化。直观的界面为从非技术业务用户到分析专业人士等各种用户而设
计。SPSS Modeler 的短学习曲线使其对新手和高级用户极具吸引力,
因此他们可快速发掘洞察力并实现实际业务成果。
关于 IBM Planning Analytics
IBM® Planning Analytics 由 IBM TM1 支持，自动执行并提高规划、
预算、预测和分析流程。IBM 解决方案以灵活的多维度模型全面展现
您的业务，同时交付所有业务用户可以使用的自助分析。该解决方案
还通过可定制化的规划工作平台自动从您的数据中发现洞察，提供您
所需的速度，敏捷性和远见，从而成就更好的业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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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数据科学产品如何为您提供帮助的更多信息，请联
系 您 的 IBM 代 表 或 IBM 业 务 合 作 伙 伴 ， 或 访 问 以 下 网 站 ：
ibm.com/analytics/cn/zh/technology/data-science/

为何选择 IBM 云？
采用云计算，为竞争优势加上智胜砝码。IBM 云可确保无缝地集成到
公共和私有云环境。基础架构安全、可扩展而且灵活，可提供定制的
企业解决方案，这些都使 IBM 云成为混合云市场的领导者。
立刻拨打 400-0656-183，预约 IBM 云计算专家！有关更多信息，敬
请访问：ibm.com/cloud-computing/cn/zh

关注 IBM 云公众号

访问 IBM 云官网

了解 IBM 数据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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