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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C（灵犀）零售银行智能营销解决方案 
                                  涵盖精准获客、活客、留客和营销智脑四大子方案。 

 

 
 

 

随着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深

化，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互联网金

融的加速兴起，净利差和净息差不断

呈现收窄势头，长期高度依赖存款利

率率差获取利润的银行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种形势下，银行瞄准零售业务进

行积极战略转型。 

 
以零售为王牌的招商银行 2017 年年

报显示，零售业务税前利润达 484.15

亿元，同口径较上年增长 7.35%，占

业务条线税前利润的 56.83%；平安银

行 2017 年年报显示，零售业务营业

收入 466.92 亿元，同比增长 41.72%，

在全行营业收入中占比为 44.14%；零

售业务净利润 156.79 亿元，同比增

长 68.32%，在全行净利润中占比为

67.62%。 

 
很显然，零售业务已成为银行收入及

利润的增速器，规模增长速度迅猛。

“不做零售业务，将来没饭吃”在银

行业已成共识，但如何做好零售业务

已成为各家银行首要深思并践行的课

题。 

 

索信达数据 Link-C（灵犀）零售银行

智能营销解决方案，涵盖精准获客、

活客、留客和营销智脑四大子方案，

覆盖了行内行外、线上线下、存量增

量、头部尾部等全维度的数字营销场

景、渠道和设备。 

 

 

 

 

 

我们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将大

数据、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先进

技术与零售银行业务流程有机融

合，通过全流程智能化改造，帮

助零售银行业务人员实现对客户

深入洞察、存量客户激活、线上

线下获客、产品交叉销售等方面

的全方位提升，在 AI 时代实现策

略制定和执行的智能化。 

 

 它能帮助您： 

  客户活跃度提升 50%以上。 

  挽留客户流失成功率提升 75%

以上。 

  事件营销比传统数据库营销效

果提升 10 倍以上。 

  营销活动点击率提升 2 倍以

上。 

  沉睡客户唤回率平均提升 5 倍

以上。 

  新客户获客量增加 2 倍以上。 

  客户交易转化率提升 30%以

上。 

 

关于索信达数据 

  零售银⾏数字化转型引领者，是

中国⾦融⾏业主要的⼤数据+AI

技术和产品提供商。公司成⽴于

2004 年，现有团队规模 400 余

⼈。主营业务：智能营销和风控

反欺诈。包含精准获客、活客、

留客和营销智脑、信⽤评分、风

险管理、申请/交易反欺诈业务应

⽤解决⽅案咨询及落地实施。 

  索信达团队参与建设了国内最成

功 的 零 售 银 ⾏ 数 据 营 销 闭 环 系

统、机器学习系统、深度学习系

统、反欺诈系统、⼈⼯智能⾦融

平台、⼈⼯智能⾦融实验室等多

个⾏业标杆项⽬，能够提供完整

的商业⽀持。 

  专注金融 IT 服务十多年，索信

达数据具备较深的行业沉淀、

深刻的金融业务理解和市场需

求洞察能力。擅长基于金融业

务应用场景，开发出显著提升

行业及业务竞争力的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团队在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广发银

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光

大银行等拥有超过 70+成功的大

数据业务应用服务案例。 

 



 
 

数据驱动、以客户为中心的 

营销流程 

 
 

索信达通过一个集成的营销平台，提供

了一个以数据驱动、以客户为中心的营

销流程。这是一个基于最佳实践的流程，

可以满足您的营销部门所有发展阶段的

需求。 

 

深化客户洞察  
要想知道客户将来会做什么，您必须首 

先要了解他们在过去都做了什么。索信

达解决方案使您能够管理客户数据，理

解客户的行为模式，包括好的客户和 

·管理高质量的客户数据：通过访问几 

乎所有数据库，来建立一个以客户为 

中心的数据存储库，在运营系统和营 

销系统之间迁移数据、清理数据，以 

确保决策建立在正确数据的基础上。 

 
·预测客户行为：使用多种分析技术， 

包括客户价值分析、市场购物篮分 析、

客户利润率、响应模型分析、流 失预

测分析和信用评分等等。 

 
·客户细分与特征刻画：基于客户的历 

史行为、利润贡献度及全生命周期价 

值。 

·制定和优化客户细分策略：利用客户 

洞察，来决定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精 

力和资源，向每一类细分客户开展销 

售或营销活动，这些营销活动贯穿客 

户的整个生命周期。优化每次客户沟 

通活动的投资回报。 

 
·高效地发展客户：通过实施高效、一 

致和及时的跨渠道沟通活动。 

 

持续提高营销绩效           

要想让您的营销部门像一部性能优异的 

机器一样高速运转，拥有一个随时可以 

调整的闭环营销流程是非常重要的。 

    

客户的行为模式，包括好的客户和坏的 精 心设计与客户的互动 

客户。 通过深刻了解客户的态度、 行 

索信达解决方案提供了计分卡、报表和底 

层的分析功能，在营销活动中加入问责 

为、利益和风险，您就能够让您的营销 

部门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这包含以下 

几个步骤： 

客户想要一种被公司理解的感觉，并且 

希望能够得到始终如一的对待。组织良 

好的营销活动， 需要多个渠道的协调 

和同步。索信达解决方案为您精心设计

全面、多渠道的营销沟通战略提供有力

支 持，可对所有资源进行优化，帮助

您实 现业务目标，使投资回报最大化。

这包 含以下几个步骤： 

机制，并且全部营销流程与绩效具有可 

见性。这样您就可以在营销过程中，当 

有变故发生时，及时调整营销活动。这 

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运营活动的全面评估与报告：使营销活 

动符合公司战略和目标，提高营销、销 

售与服务的绩效，改进问责机制。 

 
·对直接营销和间接营销的投资回报进 

行优化：通过持续监控、预测和优化 

您的大规模营销、定价、促销及其他 

活动。 

 
·持续学习与改进：通过整合式营销平 

台和闭环营销流程。 
 

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流程 

 
 

“如果没有索信达提供的智能营销平台，我们就无法将营销活动建立在洞察客

户行为的基础上，它使我们每年的营销活动更加高效。” 
 

                                                                                                   招商银行 客户关系管理部门（CRM）负责人 



 

支持最佳实践方法的能力 

 

 
无论您的需求是通过计算客户生命周期 

价值来获得客户洞察力，使用营销活动 

管理解决方案来开展更加高效的客户互 

动，还是在营销活动中加入问责机制， 

索信达营销智能解决方案都提供了最全

面 的功能予以支持。 

 

 

在线洞察帮助您从电子商务渠道获得最 

大收益，并从在线互动活动中提取客户 

洞察。 

 
信用风险分析和评估功能，帮助您更加 

准确地开发和跟踪信用风险评分。 

 

精心设计与客户的互动 

 
营销活动管理产生更实用、更智能和更 

 

 

 

支持能力 

深化客户洞察 有预测性的目标客户清单，使您能够在    

 
 
数据管理从几乎所有来源提取数据，运 

用最适合的数据质量管理技术，确保客 

户信息处于最佳可用状态。 

 
社会化营销活动分析整合分析社会数 

据，让您的企业可以从在线对话和社会 

关系中，获得分析智能，并在此基础上 

采取行动。 

 
客户分析通过响应预测模型、 流失分 

析、客户价值分析及其他分析方法，提 

供描述性和预测性的洞察力。 

 
客户利润贡献度可以下钻到客户或单笔 

交易层次，来进行计算。 

 
预报让您能从客户数据中预先识别未知 

的趋势，帮助您籍此制定决策。 

您的各个渠道中将恰当的产品和服务发 

送给恰当的客户。 

 
电子邮件/电话营销在单一渠道或多渠 

道营销活动中， 提供大规模的多媒

体 讯息功能， 包括电子邮件、 手

机短信 

（SMS）、多媒体信息服务（MMS） 

和手机上网（WAP）等。 

 
事件触发器发送提醒信息，让您掌控接 

触客户的最佳时机。 

 
实时决策管理通过实时提供决策及建 

议，来优化每一次客户互动，改善企业 

的营收、业务发展及客户保有率等。 

 
优化让您在决定向每个客户发送哪种服 

务的时候，同时考虑到联系策略、预算 

和渠道限制及其它种种因素，来最大化 

整体价值。 

持续提高营销绩效 
 

 

 
营销绩效报表提供基于每位用户需求的 

具体营销量化指标，并允许您进行深层 

挖掘，以便深入理解营销绩效及其他潜 

在问题。 

 
营销组合优化帮助您跟踪和改善营销投 

资的效果， 并量化营销活动的投资回 

报。 

 
营销量化指标和记分卡使用预建的营销 

关键绩效指标（KPI），这些指标涵盖 

了业务/财务、营销计划、客户及营销

流 程等多个方面，并结合了营销活动

的最 佳实践。 



解决方案独特之处（核心优势） 
 

索信达 Link-C（灵犀）零售银行智能营销解决方案，是最全面的企业级营销管理解决方案，适用于数据驱动型营销流程。虽然其他

供应商也能提供组件来满足您的部分需求，而索信达在市场中提供的却是一套实现完整的营销闭环的功能。对于您的企业来说，索

信达的独特之处意味着您可以： 

 

  做出更智能的决策 

您可以通过索信达提供的分析工具获得所需的知识和洞察力，做出更智慧的决策，全面了解您的客户。无论是建立预测模型来预

测营销活动的响应率、使用优化技术来最大化渠道投资回报、 对未来的销售进行预报，还是管理和维护您的现有模型，索信达

作为商业分析领域的领导厂商，都能提供相应的分析技术，帮助您做出智慧的决策。 

 

 

  应对更多的营销挑战 

要想建立前面所介绍的“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流程”，只有索信达才能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应对更多营销挑战。在
您制定营销策略和活动来满足您的客户和营销部门的需求时，您完全可依赖索信达的解决方案与技术，以获得成功。 
 
 
 

  帮助您提高营销部门的能力 

索信达 Link-C（灵犀）零售银行智能营销解决方案，针对营销部门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设计，提供各阶段所需的方法和技术。无论

您是需要形成对客户的准确观点，还是关注执行和优化您的客户沟通，索信达都能提供满足需要的解决方案。 

 

 

 

标杆成功案例（部分） 
 

  某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智慧营销平台 

项目实施内容及目标：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技术，打造新一代数据仓库，进行全行零售业务全渠道的数据整合，搭

建营销集市，健全客户画像，开展事件性营销和实时营销，进行全行数据营销活动的统一管理、营销效果评估和优化，实现 

营销闭环，在营销流程上实现多渠道多批次营销的协同管理，在客户互动上实现内容统一接触、专属银行（OneBank）的优质

体验，最终打造以客户体验营销为核心的智慧营销平台体系。 

 

  价值实现 

  实现全行零售业务全渠道整合营销； 

  实现营销自动化、营销优化和营销闭环； 

  实现客户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立体化、多维度的经营与管理； 

  2017 年全行营销活动成功率提升 30%以上，50%以上为成功活动； 

  2017 年全行营销活动数量环比增长 150%； 

  2017 年全行产品推荐电话/短信量下降 85%，反倒实现了 95%的客户命中率； 

  2017 年全行挽留客户流失成功率提升 75%，存款提升成功率提升 15%； 

  获取了大量和丰富的高价值数据资产。 

 
。在营销 

  

 

 

索信达数据公司，免费咨询热线：400	888	0039	

若要联系您当地的 索信达分公司，请访问：www.datamargi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