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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farma
为药店解锁切实的竞争优势
如何提升客户忠诚度是许多药店一直以来都难以实现的目标，因为他们

结果

大都依赖于无预订的散客交易，而且捕获的有关购物者的洞察力也非常
有限。为了帮助药房加强客户关系并获得竞争优势，Evolufarma 基于

• 140 家

IBM®Cloud™ 构建了一个功能强大的 CRM 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能

药店依赖于 Evolufarma 的解决方案，

够检测客户需求并发掘交叉销售机会。

而且整个公司也在不断快速发展。
• 提升

业务挑战

通过相关产品推荐提升交叉销售机会和

许多药店都依赖于无预订的散客交易，但如果他们无法了解客户，他们

忠诚度。

会错过向客户推荐相关产品、交叉销售商品、培养忠诚度的宝贵机会。

• 1周

转型

借助云交付模型，仅用了 1 周时间便将
解决方案部署到了新的药店。

Evolufarma 构建了一个在 IBM® Cloud™ 上运行的高级客户关系管理
(CRM) 解决方案，帮助药店在客户需求和销售模式方面获得颠覆性洞
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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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故事

转型故事

找出改善空间

寻找线索

任何称职的商人都知道，若想有效地为客户服务，首先必须

Evolufarma 开发了专为药店而设计的最先进的客户关系管理

了解客户。但是，其他行业都已经开始利用大数据和分析，

(CRM) 系统。借助 Evolufarma 的解决方案，药店可以通过客

现在还增加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借助这些可获得对其客

户细分等方法更深入地了解其客户群。

户群的清晰认知，而药店基本上并未涉足这一领域。在西班

作为 CRM 解决方案的补充，Evolufarma 还构建了可与现有

牙尤其如此，药店都是独立经营个体，而且该行业一直在新

ERP 系统无缝集成的商务网站和移动应用，以帮助药店实现

技术采用方面犹豫不决。

销售渠道的现代化。随着数字渠道的引入，药店可以推出新

西班牙初创公司 Evolufarma 看到了推动药店利用新技术获

服务；例如，支持客户在线预订商品，以便随后收集数据。

取竞争优势的机会。正如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Luis Arimany

另一个例子是，当药店提供免疫接种等服务时，他们可以推

所说：“与其他行业相比，药店行业就像是在倒退。药店严

出数字渠道计划，并支持客户在线预约服务时间。

重依赖于无预订的散客交易，并且很少捕获店铺访客的信

Evolufarma 还为药店配备了强大的商业智能系统，该系统可

息，导致他们对客户群认知非常有限。”

以在药店层面和国家层面上跟踪营销、客户活动、库存水平
和产品销售情况，以提供深刻的洞察力。举例来说，

“因此，他们错失了了解客户需求、推荐相关产品、促进交

Evolufarma 可以告诉药店全国范围内目前最畅销的产品及其

叉销售的宝贵机会；最重要的是，他们也错失了为客户提供

平均零售价格。商业智能解决方案还能向药店展示他们与竞

优质服务以促成重复业务的机会。为此，我们开始着手构建

争对手的销售绩效对比情况。

解决方案，旨在帮助药店获得竞争优势。”

Luis Arimany 继续说道：“我们近期通过交叉销售平台对我们

“实践证明，IBM 是一个强大、可靠的合作伙

的产品进行了提升。现在，当药剂师扫描产品的条形码时，

伴，在我们推动企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为我们

会向他们显示经常出现在同一购买交易中的另一件商品的图

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片，以便他们向客户推荐。举例来说，如果顾客购买了抗生
素，药剂师可以向其推荐减轻副作用的药物。”

- Luis Arimany，Evolufarma 首席执行官

“药店还可以使用统一平台为病患提供医疗建议。举例来说，
在药剂师扫描某一包药物时，他们可以向病患说明服用剂
量、间隔时间以及是否需要空腹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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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提供 Cloudant，我们只需进行一次点

采用云模型

击即可完成新数据库的设置，”Daniel Santiago Luengo 继续

为 了 部 署 其 解 决 方 案 ， Evolufarma 使 用 了 IBM Cloud

说道，“Cloudant 还配备了一个可以跟踪所有修订的强大系

Kubernetes Service 来配备、管理和统筹安排一系列独立的

统，因此我们可以获得清晰的审计轨迹。”

容器化服务。Kubernetes 有助于消除应用部署和服务器管
理方面的复杂性：Evolufarma 可以简单地指定其解决方案

在基于对象的存储和文件系统存储方面，Evolufarma 依赖于

中每个组件的具体要求，而且 Kubernetes 会自动充分利用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这是一种可扩展的云存储服务，

可用的硬件资源来保持一切顺利运行。

旨在实现高弹性和安全性。为了控制对象存储中数据的访

凭借 IBM Cloud 的无缝可扩展性，该公司可以快速向上扩

应用层支持轻松共享所有药店所需的数据，同时为每个药店

问，Evolufarma 使用 Node.js 构建了一个自定义应用层，该

展，以支持越来越多的客户。Evolufarma 的首席技术官

特定的数据保留了单独的存储库。

Daniel Santiago Luengo 补充说道：“作为一家初创企业，

Daniel Santiago Luengo 评 论 道 ： “IBM Cloud Object

快速行动并以精益方式运营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云模型对

Storage 为我们的药店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安全、经济高效的

我们来说堪称完美，因为它能够大大减轻系统管理的负担。

数据存储方式，而且允许使用基于角色的策略进行数据访

如果我们需要更多容量、内存或容器，我们只需指定需要的

问。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非常易于使用，可以让我们

内容即可，之后平台便会自动配置相应的资源。”

快速扩展；我们只需提交额外容量请求，IBM 就会为我们提

“我们发现 IBM Cloud 的用户界面比其他平台要好很多，因

供需要的资源。”

为它能够让您以高级别或以非常精细的方式管理资源。它的

“通过与 IBM 的合作，我们获益良多。IBM 的解决方案非常出

界面非常易于使用，而且如果我们确实有疑问的话，IBM 会

色，而且他们的顾问会倾听我们的想法并提供有用的意见和

提供有用的支持和文档来指导我们解决问题。它还使我们可

建议。”

以轻松尝试 IBM Watson® 等技术，并快速将新服务集成到
我们的应用中。”

“IBM 的解决方案非常出色，而且他们的顾问会

Evolufarma 解决方案的数据存储在 IBM Cloudant® 中。作

倾听我们的想法并提供有用的意见和建议。”

为一种 NoSQL 数据库，Cloudant 非常适合管理非结构化

- Daniel Santiago Luengo，Evolufarma 首席技术官

数据，例如来自电子商务网站的信息、产品描述和产品图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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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进展

Evolufarma 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其解决方案的云

良好发展预测

其解决方案部署到药店，并随着业务的增长迅速向上扩展。

交付模型。借助 IBM Cloud，Evolufarma 可以在一周内将

得益于 Evolufarma 解决方案提供的相关产品推荐，药店可

未来，Evolufarma 计划通过推出会员卡功能来增强其产

以促进交叉销售并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药店还可以使用

品。此外，该公司正在探索向制药公司提供数据的模式，以

CRM 系统提醒店员在适当的时间跟进病患，以检查他们的

便制药公司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了解谁购买了药物以及购

健康状况。药店通过证明他们了解客户的需求，可以鼓励重

买了什么药物。

复访问，与客户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并培养忠诚度。由于病患

Luis Arimany 总结说道：“实践证明，IBM 是一个强大、可

可以从任何药店收集其处方药，因此忠诚度是该行业的关键

靠的合作伙伴，在我们推动企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为我们提

差异化因素之一。

供了巨大的支持。我们的客户群正在快速增长，我们对下一

在过去，大多数药店都不会进行营销，而 Evolufarma 使他

步该做什么也有很多想法，我们非常期待未来的发展之

们能够通过电子邮件、网络和移动应用举行极具针对性的广

路。”

告活动。如此一来，药店便可激发客户的兴趣并鼓励重复访
问。
Luis Arimany 继续说道：“Evolufarma 的解决方案可帮助药
店改善所有关键销售指标。平均而言，使用 Evolufarma 技
术的药店的收入增长率提高了 5％。”
“我们已帮助许多客户迅速实现了繁荣发展。举例来说，我
们的一位客户在两年前从零开始创办了一家在线药店，现在
该药店每月的营业额已超过 40,000 欧元。”
Evolufarma 目前为 140 家药店提供服务，而且其客户群正
在快速扩大。事实上，该公司是西班牙发展最快的企业之
一，目前正在开展一项价值达 110 万欧元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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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volufarma

采取下一步行动

Evolufarma 提供了高级解决方案，帮助药店更好地了解

如欲了解有关 IBM Cloud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IBM 代表或

客户的需求并提升忠诚度。该公司创立于 2013 年，目前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 网站： http://www.ibm.

为 140 家药店提供服务，也是西班牙发展速度最快的年轻

com/cn-zh/cloud/。

企业之一。

查阅更多客户故事或了解有关 IBM Cloud 的更多信息

解决方案组件
•

Cloud Object Storage

•

Cloudant SaaS

•

IBM Blue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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