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

让我们一起构建智慧的地球

Pioneer 加速获得洞察，
改进决策过程
主动发现潜在业务风险和机遇
Pioneer 西弗吉尼亚联邦信用合作社 (Pioneer)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智慧就是...

20 世纪 40 年代的卡诺瓦县教师信用合作社。Pioneer 目前拥有近

通过日常的仪表板向决策者提供切
实可行的洞察，帮助主动发现风险
和机遇。

的 13000 名会员提供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1.5 亿美元的资产基础。该机构为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附近六县

不同于传统银行业主要为自己的股东谋利，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机
Pioneer 无法快速洞察主要的财务指标，
例如债务拖欠和投资组合的信用质量。
因此难以及时处理拖欠的贷款，难以推
出战略以改善投资组合的信用质量。决
策者依赖于手工收集的信息，而这些信
息在到达决策者手中时往往已经为时过
晚，这使得企业很难提高财务业绩，为
会员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利用基于
IBM® Cognos® TM1® 的业务分析解决
方案，Pioneer 能够自动实现财务报表的
创建和管理，将高技能的员工从繁琐的
手工财务数据收集中解放出来，并能够
提供接近实时的洞察。该解决方案提供
了一个日常仪表板，强调对决策者来说
非常关键的财务指标，使他们能够理解
并优化 Pioneer 的存贷款组合。

构，目的是为他们的会员提供增值服务。然而，这两种类型的组织
都希望通过最大程度地提高内部效率来改进财务业绩，同时实现客
户群或会员的不断增长，提高服务水平。对 Pioneer 来说，实现这
些目标取决于能否帮助决策者及时获得高质量的数据。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Dan McGowan 道出了原委：“我们确
实没有真正的分析功能，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为管理层及时
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运营方面，我们依赖手工
报表，这要花掉大把时间和精力进行准备，而且这样的报表永远都
在回顾过去。”

快速实现结果
为了能够从全新角度深入洞察财务和客户信息，McGowan 建议采
用 IBM Cognos TM1。“商业智能就是及时、有意义的信息，”他
说， “我知道我们可以使用 Cognos TM1来汇总数据，把数据转
变为切实可行的洞察。”
Pioneer 使用 Cognos TM1 开展的首批项目之一就是财务报表创
建。要创建这些报表，会计经理以前需要将巨大范围的总帐试算值
（例如薪酬和福利、利息收入、利息支出等）输入到电子表格中。
这是很费工夫的过程，而 Pioneer 认识到在这方面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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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构建了数据立方体，用于保存收入报表与资产负债表的试算表
值，”McGowan 说，“现在，每到月底有了数据的时候，我们只

业务效益

需将数据自动加载到 TM1 系统。因为我已经构建了所有对帐和汇
•

汇总多角度的财务数据，以便能够及时
提供运营和法规报表，提供有关 Pionner
财务状况的关键洞察。

总点，只需要点击操作即可生成财务报表。通过消除手工步骤，我
们解放出了一位业务娴熟的会计经理去完成其他工作，为 Pioneer
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

•

提供每日欠款报告，五个月内帮助
Pioneer 将 贷 款 拖 欠 基 点 从 147 减 到
37，达到历史最低。
提供对并购机遇的深入洞察，为高层提供
“假设”案例，模拟与其他信用合作社合
并后的潜在财务收益

每日仪表板
Pioneer 受美国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的监管，要求每季度提交运
营报表。此报表不仅包含财务报表，如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还包
含不断增加的外围运营数据。“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监管机构提
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得不分割数据，以便分解资产负债表
中的某些元素，并挖掘越来越深入的详细信息，” McGowan 说。
“这给信用合作社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专业
知识来出具这样的报表。而 TM1 能够编制监管报表，使我们的工
作变得容易多了。我们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使用了该软件能力的冰山
一角。”
Pioneer 使用 TM1，从三个不同的系统汇总数据，并提供 称为
“Today’s Pionner Status”(TPS) 的仪表板，向高层管理团队汇报
昨天哪些指标发生了变化。“我们关注的事情中，有一项叫‘份额
状态'，在我们信用合作社圈子里，也把这叫做存款，通过这个指标
我们可以知道每天进出了多少资金，影响了多少帐户，”
McGowan说。
“通过使用 TM1，我们还可以提供月变化量、年变化量和运行 30
天的变化量。报表显示存款组合的构成，以及相关的加权平均利
率。

智慧的金融

高速获取切实可行的洞察
更透彻的感应和度量

IBM Cognos TM1 汇总了核心运营及财务系统的多维度数据，
以提供及时的运营和监管信息

更全面的互联互通

解决方案自动完成了诸多财务报表，为整个机构中不同的用
户组提供度身定制的日报及仪表板

更深入的智能洞察

通过预测，深入洞察贷款拖欠情况，帮助 Pioneer 将欠款基
点从 147 猛降至 37，这是公司历史新低，而实现这个目标仅
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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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供有关贷款组合的同类信息。CEO 和 COO 认为这是自发明切片

解决方案组件
软件
•

IBM® Cognos® TM1®
•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面包以来最棒的的事情！”
在充满挑战的经济形势下，信用合作社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利润压力，
对这些关键数字的日常监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Pioneer 认
为，TPS 报表可以帮助经理将注意力集中于支撑企业利润的核心业务
上，即放贷和吸储。

“ Cognos TM1 提供
的深入洞察帮助我们
将贷款拖欠情况降到
历史最低水平，再怎
么强调这一成就都不
过分。”

历史性的成就
引进 Cognos TM1 之前，Pionner 的收款团队只能每月一次收到贷款
拖欠报告。这意味着，帮助会员解决潜在财务困难的初步行动最长可
能会晚 4 个星期。该机构现在对那些已经或即将拖欠的贷款实行日报
制度。
“Cognos TM1 提供的深入洞察帮助我们将贷款拖欠情况降到历史最

— Dan McGowan，Pioneer 执行副总
裁兼 CFO

低水平，再怎么强调这一成就都不过分，”McGowan说。“2010 年
10 月，我们的拖欠款达到了 147 个基点，而 Pioneer 已经没有人记
得 100 基点以下是什么时候了。而到 2011 年 2 月底，我们下降到了
37 个基点。我们的 COO 把这归功于 Cognos TM1 提供的每日报表，
这帮助收款团队能主动帮助会员履行信用承诺。早期干预意味着不再
有那么多的贷款成为坏账，也让我们比其他机构显得更友善。”
“Pioneer 还使用 Cognos TM1 按信用等级分析贷款组合，使机构能
够日常跟踪所付出的努力成效如何，从而提高投资组合的整体信用水
平。”

发现新机遇
Pioneer 是一家积极进取的机构，知道存在与其他信用合作社合并的
重大机遇，籍此可以创造新的规模经济，从而为所有成员降低成本，
实现更大的交易。为了分析并购机遇，Pioneer 目前将 7500 家信用合
作社的季度财务报表下载到 Cognos TM1 存储库中。
McGowan说，“将我们拥有的这些信息加载到 Cognos TM1 后，就
可以很方便地把我们的财务信息与和其他任意合作社组合的财务信息
并排比较，看看能否合并为一个业务实体。经营信用合作社需要相当
高的固定成本，并且合规性成本不断增加，这迫使许多小型合作社寻
求并购合并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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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os TM1是我们用来发现这些并购机会的有力手段。它帮助我

“实施 TM1 后，我们
能够提供更高的服务
水平，赢得全国范围
的赞誉，我真不知道
没有了它会怎样，
TM1 确 实 功 不 可
没！”

们及时获得准确的信息，并进行实时细化，其价值不言而喻。Cognos
TM1 帮助我们根据更好的数据适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使我们的业务
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一个解决方案满足多项业务需求
除上述主要的项目外，Pioneer 还使用 IBM Cognos TM1 作为解决其
他小型业务问题的平台。例如，当员工质疑她病假后机构支付的带薪
休假的薪水 (PTO) 有问题时，Pioneer 意识到，查清事实并不容易。
为了避免法律纠纷，并确保员工拿到带薪休假所应得的全部工资，该
机构对过去两年她的带薪休假应计项目、休假的天数以及余额按工资

— Dan McGowan，Pioneer 执行副总
裁兼 CFO

单逐项进行了手工分析。
“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管理时间来执行分析，如果另一位员工
提出类似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经历一次。”McGowan
说，“我们在 TM1 中建立了一个 PTO 数据立方体，我们的人力资源
总监现在定期向该系统输入 PTO 的所有事件。现在当任何员工提出
要求时，她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发送一份完整的 PTO 报告。”
“这是 TM1 多功能性的一个很好例证。企业通常购买软件来解决有关
管理报表、预算、预测等方面的主要难题，但他们也往往有很多小麻
烦是 IT 解决不了的，因为没有简单的解决之道。在多数情况下，这会
造成严重的人工浪费。通过 TM1，就可以轻松快速地开发新的分析应
用来解决这类问题，而不需要投资新的软件“。
PTO 报表解决方案的价值受到了 CUNA 技术委员会的认可，委员会
在 2012 年向 Pioneer 颁发了技术卓越奖。

享誉全国
事实上，Pioneer 在过去的几年里赢得了众多奖项。 2009 年，Credit
Union Times 将 McGowan 评选为年度最佳首席财务官；2011年，
McGowan 被联邦信用合作社全国协会评选为年度专业人士。2012
年，他被信用合作社高管协会 (CUES) 授予了年度行业杰出领袖的荣
誉称号。在 2009 年和 2012 年，IBM 将他评为信息冠军 – 这个奖项
专门颁发给为全球技术社区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Pioneer 凭借其现有管理层的努力成功扭亏为盈的经历也在美国业界
备受推崇：联邦信用合作者全国协会 (NAFCU) 授予其 2012 年度最佳
联邦信用合作社的荣誉，McGowan 说：“实施 TM1后，我们能够提
供更高的服务水平，赢得全国范围的赞誉，我真不知道没有了它会怎
样，TM1 确实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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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状态报告让我
们从‘石器时代’一
下 子 跨 入 到 21 世
纪。总体而言，通过
使用 TM1 系统，让
我们在商业智能能力
方面跻身信用合作社
的佼佼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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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高层主管和其他层面提供价值
Pioneer 首席运营官 Trevor Hyre 这样评论：“在 Dan 实施 IBM
Cognos TM1 之前，除了每月来自核心系统的报表外，我们没有好的
办法来分析欠贷信息。这显然远远不够。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拖欠贷款
的笔数和金额，还需要发现有可能出现问题的贷款，进行早期主动干
预，以便为会员提供帮助。每日状态更新为我们汇总了这些信息，但
真正的价值在于每天都通过 TM1 Web 将底层详细信息传递给我们的
收款团队，让他们可以细化信息，确定优先事项。”
Pioneer 的首席执行官 Dana Rawlings 这样总结：“每日状态报告让
我们从‘石器时代’一下子跨入到 21 世纪。刚开始在这里担任首席
执行官时，我发现拿到手的往往是几天或者几周前的信息，有些还是

-Dana Rawlings，Pioneer 的 CEO

支离破碎的。”
“在 Dan 实施 TM1 系统之前，我们没法明确知道每一天的状况。而
现在我们做到了，这极大地帮助了我和我们的高级经理做出决策 – 这
可以通过可衡量的有形实际结果来证明。总体而言，通过使用 TM1
系统，让我们在商业智能能力方面跻身信用合作社的佼佼者行列。”

关于 IBM Business Analytics
IBM Business Analytics 软件提供由数据推动的洞察，帮助企业智慧
地开展工作，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种全面的产品组合包含有关商业
智能、预测型分析、决策管理、绩效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解决方案。
Business Analytics 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并直观呈现不同领域
（例如客户分析）的趋势及特点，可对业绩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可
以比较不同的案例，预测可能的威胁和机遇，对资源进行规划、编制
预算和开展预测，平衡风险与预期收益，满足监管要求。通过广泛应
用分析，企业可以调整战术和战略决策，以实现业务目标。
更多信息

要获取进一步信息或联系销售代表，请访问： ibm.com/business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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