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度计划的未来
打造新一代客户奖励计划

在这个新科技爆炸、客户期望值飙升的世界里，以消费积分为基础的标准化客
户忠诚度计划将很快露出它们的真面目：无差异化，利用率低，赔本买卖。
零售企业通常认为，忠诚度计划提供的数据足以证明其成本的合理性：它可以为商业
决策提供数据出售给供应商，以及用于组织有针对性的活动。然而，进一步推敲会
发现，这些额外的好处往往都无法实现，也无法证明忠诚度计划投资的合理性。我们的
分析显示，消费型忠诚度计划——该计划向客户返还其消费价值的1%作为奖励——
能给价值百亿的零售企业造成每年3,000万-6,000万美元的利润损失。运作计划的成本也
相当可观，而且这些成本可能永远都无法通过利用数据而产生的收益来弥补。
即使您的忠诚度计划与图1中显示的不同，我们依然认为，零售业的最佳忠诚度计划
可以做得更加出色，而且，确实有进行快速改善的必要。
我们在本文的前半部分将阐述变革案例，后半部分则将说明零售企业在客户忠诚度
计划方面需要进行哪些思考。
•• 第一部分：变革案例
− 新的竞争者扰乱市场，挑战现有秩序
− 客户期望发生改变，他们希望从忠诚度计划中获得不一样的东西
− 以合适的方式运用合适的技术，有助于以新颖、创新的方式的满足客户需求
•• 第二部分：现实世界中的正确管理方式
− 采用灵活的技术方法，零售企业控制整个忠诚度生态系统，但并不约束其中的
每一个要素
− 以创业公司的心态对忠诚度价值主张进行长期投资

第一部分 | 变革案例
新的竞争者扰乱市场
压力的来源，在于新的、颠覆性的市场进入者正试图夺走一度被零售企业视为理所应
当拥有的客户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零售企业需要找到与客户保持密切关系的新
方式。零售企业作为客户关系所有者的地位正在被撼动。无论是纯线上运营零售竞争
对手、直接对客户进行销售的生产企业，还是支付服务提供商和数字钱包，众多企业
如今都努力与客户建立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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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颠覆竞争者有以下三类：
•• 亚马逊、ASOS（英国）、天猫等线上运营零售商正在利用其拥有的用户的详尽信
息，试图与他们建立紧密且私人的联系。相比传统的线下零售商，他们之中的多数
正在通过建立客户关系管理（CRM）项目更好地发挥这项数据上的优势
•• 各品类的品牌与生产商（无论是宝洁等快消品公司还是Gucci、Fendi等时尚奢侈品
牌）都在试图通过线上的社交化信息渠道与销售渠道来抓紧客户。他们通过线上的
信息和销售渠道直接终端客户接触，这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客户关系、管理优化客户
各方面的品牌体验
•• 支付服务提供商和数字钱包，如支付宝、微信钱包等，也在试图与客户建立直接的
联系。微信“红包”在微信中的病毒式扩散正是此类竞争者迅速扩大影响力的最好
证明
若不做出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他业者的加入，零售企业的客户忠诚度将会不断
降低。因此，忠诚度计划改造并非某种过气的风潮，而是持续生存和未来成功的基础。

图1: 典型忠诚度计划的经济效益
一家价值100亿美元的零售企业的忠诚度计划现金利润投入，忠诚度计划提供收益的
1%作为积分。
忠诚度计划带来的销量提升
按百分比计
3.0

-1,300万
美元

-600万
美元

200万
美元

900万
美元

1,600万
美元

2,300万
美元

2.5

-2,300万
美元

-1,500万
美元

-800万
美元

-100万
美元

700万
美元

1,400万
美元

2.0

-3,200万
美元

-2,500万
美元

-1,800万
美元

-1,000万
美元

-300万
美元

400万
美元

1.5

-4,200万
美元

-3,400万
美元

-2,700万
美元

-2,000万
美元

-1,300万
美元

-600万
美元

1.0

-5,100万
美元

-4,400万
美元

-3,700万
美元

-3,000万
美元

-2,300万
美元

-1,500万
美元

0.5

-6,000万
美元

-5,300万
美元

-4,600万
美元

-3,900万
美元

-3,300万
美元

-2,500万
美元

0

10

40

50

20
30
未使用的奖励积分
按百分比计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
2,700万-6,000万
美元损失

通常来说，忠诚计划难以直接带来现金利润的回报。如图1所示，客户未使用的奖励积
分越多（横坐标向右），或者忠诚度计划带来的销量提升越多（纵坐标向上），忠诚度计
划就越挣钱。零售企业要通过忠诚度计划获得越多的现金收益（图中右上方的情况），
该计划要么能够为企业带来高的销售提升（事实上对单纯的忠诚计划而言是非常困难
的），要么只能希望大量的用户不使用奖励的积分（这也不太可能）。以上都使得忠诚度
计划较难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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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期望在改变
事实上，客户不只是想要获得更多奖励；他们更希望同他们选择进行互动的公司保持
一种不一样的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忠诚度计划正在从零售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交易型
交换变成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持续关系（图2）。
许多公司都开始对忠诚度计划为客户提供共同福利的方式进行更新。我们要指出的一些
重要趋势包括：
•• 增加独家促销，摒弃积分
•• 非金钱奖励和象征归属感的福利，如英国维特罗斯（Waitrose）食杂超市的免费
咖啡、宜家（Ikea）的儿童看护和冷冻酸奶
•• 提供秘密菜单，如In-N-Out Burger为忠诚客户提供秘密菜单，该菜单上的特别供应
的汉堡包只有在忠诚客户知道如何点单时才会被提供。通过这样做，与客户建立起
一种特殊的情感纽带 (图3)
•• 慈善奖励和积分，如美国克罗格超市（Kroger）的社区奖励，或英国宠物连锁店家中
宠物（Pets at Home）的动物慈善计划
•• 提升购物体验的服务，如尼曼（Neiman Marcus）的购物应用将购物、博客、活动和
忠诚度积分管理结合在一起
•• 更加广泛的生活方式应用，如沃尔格林（Walgreens）的计步奖励计划（Steps）
图2: 过去和现在忠诚度计划的特点
基础内容

旧世界的奖励

新世界的吸引力

公式化交易

关系和归属感

评估方式

透明标准，没有决定权

让惊喜收获和判断发挥作用

时间范围

现在和将来

对过去的认可

计划语言

积分、对账单、条款细则

归属感的象征 （不会越过限度）

身份识别

塑料卡片

跨所有渠道和平台

客户福利

经济奖励

更加广泛

客户感受

应得的权利

欣赏和感激

在这些案例中，客户乐意向零售商提供数据，不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积分回报，而是
因为他们正以其他方式获得奖励或帮助。
这种良性循环一旦开始，就会变得十分强大——只要能获得有用的产品和服务，客户
便会允许企业更详尽地使用自己的数据、对自己的习惯进行更私密的分析。对于零售
企业，这种品牌许可的延伸以及客户接触点的增加，将能提升当前的忠诚度水平，并在
未来（随着零售企业与客户关系商业机会范围的扩大）得到具体价值体现。有趣的是，
许多传统零售企业都是本土市场上最受信赖的品牌，比金融服务公司或互联网巨头等
其他企业有更多机会能推动这种良性循环。 以合适的方式运用合适的技术。
图3: In-N-Out Burger餐厅公开了一小部分在秘密菜单上的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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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In-N-Out Burger

以合适的方式运用合适的技术
科技的进步，正快速改变忠诚度计划的竞技场。在过去，客户通常在付款时扫描塑料
卡片，然后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收到奖励的折扣券或优惠。
近年来，智能手机以及其他新技术已经让这种操作方式改头换面。客户随时保持在线，
网络和真实世界融为一体，客户期待各渠道能实现无缝整合。
实时优惠或限时优惠变得更加普遍，比如，危地马拉的时尚鞋品零售企业Meat Pack将
GPS嵌入应用，对用户何时进入竞争对手门店进行跟踪。在其“拦截”活动的某些时段，
跟踪结果可触发Meat Pack的促销折扣，从1折开始每秒钟逐渐降低优惠力度，直到客
户进入Meat Pack门店。接下来，折扣以及之后的购买会自动被分享到脸书，同时病毒
式发送应用。
增加与客户的双向沟通，例如，社交媒体现在已经成为客户投诉的关键渠道，而且他们
希望通过同样的渠道实现问题解决。另外，客户可以更好地控制与忠诚度服务的互动
方式；他们可以选择分享脸书数据以获得折扣，或者参加比赛。
线上服务也被引入门店。例如，有些应用能帮助客户导航、找到产品，有的智能手机技
术能加快自行扫描和支付速度。
对更庞大的数据集进行更精密的分析，能大大强化这一技术。这一切技术以及快速迭
代的应用开发，正成为零售IT团队新的重要能力。
关于Meat Pack公司（危地马拉运动鞋零售商）案例的更多细节如下图所示。

图4: Meat Pack公司（危地马拉运动鞋零售商）的促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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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 消费者进入竞争
对手品牌专卖店
（耐克，阿迪达
斯等）选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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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促销
信息

• 消费者收到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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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ack移动应用
的打折促销信息
• 折扣数字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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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至Meat
Pack门店

• 消费者按照GPS
定位迅速转移到
附近的Meat Pack
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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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 消费者在Meat
Pack门店购物，
并得到相应的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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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折扣以及之后的
购买行为会自动
被分享到脸书，
同时病毒式发送
应用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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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现实世界中的正确管理方式
在实际工作中，卓越、新颖而有效的忠诚度计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然而，它是
可以做到的。美国健康美容零售企业沃尔格林的平衡奖励计划，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该计划围绕独特的非购买式奖励而展开，为客户和零售企业创造了额外价值。在图5里，
我们概括了沃尔格林式忠诚度计划的运作方式。
如今，一些企业对忠诚度计划进行了成功变革，而另一些企业却没能这么做。尽管具体
情况各不相同，我们仍然要指出使领军企业与落后企业拉开差距的两大议题：
1. 采用未来灵活的技术方法，零售企业控制整个忠诚度生态系统，但并不约束其中的
每一个要素
2. 以创业公司心态（通常还包括组织架构）对忠诚度价值主张进行长期投资

图5: 客户视角的忠诚度计划
客户视角
…手机互动

…个性化奖励

…在与公司互动时随时随地
获得奖励，全天候无间断

我想要…

…实时优惠

…轻松简单地查看我的
忠诚度状态，并兑换奖励

…双向沟通

…能掌控自己
的体验和数据

…提供除购买
以外的其他奖励

如何满足客户需求
以应用取代忠诚度卡片
向客户推送产品更新
将福利和优惠券直接发送至移动设备
灵活采用新的消费者技术
（电话、平板电脑、眼镜、手表等）

• 提供相关奖励供客户选择
• 利用多种数据资源进行大数据分析，根据消费
者行为和生命周期提供奖励，重点聚焦交叉销
售和客户保留

•
•
•
•

• 实现多渠道忠诚度，挖掘消费者洞察，提供
贯通所有销售渠道的忠诚度计划，覆盖门店、
品牌和线上

• 根据地理定位及客户活动或微细分类型制
定奖励方案

• 使客户能一地管理所有奖励，例如，将里程、
积分或奖品捆绑到单一应用或网站

• 当客户分享自己的好恶时，为其提供更加
个性化的奖励方案

• 奖励客户对个人信息的分享，例如社交网站
互动

• 引入用户友好的、可以进行变更的平台，
以及能控制联系信息、偏好等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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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来灵活的技术方法

二十年以前，第一个零售忠诚度计划必须要依赖昂贵的公司内部系统和技术，在操作
方式上非常缺乏灵活度。那时，该模式的唯一替代方案是与第三方公司开展合作，如
加拿大的Aimia公司和德国的Payback公司，但是这种方法意味着要很大程度放弃对忠
诚度计划和数据的掌控。
如今，保持灵活度是我们的座右铭。与以往相比，运作忠诚度计划的技术成本已大大
降低，而且，有大量专业服务提供商针对忠诚度生态系统的各个领域提供解决方案。
这为零售企业建立忠诚度计划提供了很多选项：公司内部建立，外包，或两者结合，
各自覆盖计划的不同方面。

管控忠诚度生态系统，但不是每一个要素
我们的观点是，零售企业如果能对整个忠诚度生态系统进行管控——而不是外包给单
个服务提供商——但同时又和多个能够提供强大或差异化能力的专业供应商进行有效
合作，那么就会提供最佳的利益。效仿苹果公司的做法，运用“加利福尼亚设计”的思
维模式，有助于零售企业保持对忠诚度计划的管控，而无需发展面面俱到内部能力。

保持未来灵活度，而不是永不过时
客户期望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因此，通过前瞻性思维、针对每一种可能性设计解决
方案，以此尝试让忠诚度生态系统永不过时，是一种诱人的想法。但要对日后未知的
挑战和机遇未卜先知，是不可能的。设计具有未来灵活度的忠诚度生态系统，采用允许
新元素加入的模块架构，才是上上之策。

实现卓越的客户分析和迭代开发
长期、有竞争力的差异化，来源于更有效的客户分析——支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创新
产品和服务——同时改善核心业务的决策制定。
与此相关，快速持续的客户服务和应用开发也是一项重要能力：客户期待他们使用的
产品能实现快速改善。

7

2.

创业公司心态

有效的忠诚度计划以及推动其实现的IT都需要投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大部分零
售企业都对这些费用保持严密控制，各项投资都需要进行明确的商业可行性论证。
然而，在忠诚度领域，这种心态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例如，一款新的食品零售企业菜单
管理应用，从开发到推出可能要花费500万美元。尽管有强有力的假设表明这款应用随
时间推移能提升客户忠诚度和“粘性”，但是此应用的直接销售效益却可能难以量化。
可想而知，要进行大规模的初期投资，很难获得支持。
相比之下，采用创业公司心态，这款应用的定位就可能十分不同。例如，将50美元的价值
分配给每个下载应用的客户，您就建立了一种评估应用成本效益的方法，这样更加清
晰明了。在这种情况下，100,000下载量就可覆盖应用的开发成本（相对于在大型超市/
卖场购物的千百万消费者而言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商业可行性论证也就会更具有吸
引力。
我们鼓励零售企业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忠诚度产品，并相应建立新的关键业绩指标，来
进行衡量。这样做，能推动其为成功实现忠诚度计划而进行必要的投资——并证明投
资的合理性。

8

图6: 未来的忠诚度计划与过去大不相同
未来

15–20年以前

现在

核心定位

•• 以数据赚取积分
•• 优惠券

•• 积分
•• 更加多样的认可方式
•• 积分、定制化优惠及奖励（例如， •• 更多情感内容
英国的维特罗斯（Waitrose）超市
为忠诚度会员卡持有人提供免费
咖啡，每次到店购物即可享受

目的和重点

•• 远程观察客户行为
•• 捕捉数据，进行细分
•• 不频繁地发送信息

•• 密切了解行为和感受
•• 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 频繁的双向联系

•• 更加个人化
•• 更加频繁
•• 个人更直接受益

谁是参与者

•• 仅几家或大型零售企业

•• 各种规模、各个行业板块的众多
零售企业

•• 几乎每一家零售企业

客户互动

•• 收银台前刷卡
•• 邮寄纸质账单

•• 以多种方式开展互动、捕捉数据
•• 转移至线上（例如，电子邮件
更新）

•• 随时随地，任何平台

生态系统性质

•• 很大程度上由公司内部开发建立
•• 大型一站式忠诚度服务提供商

•• 成熟的忠诚度服务提供商
•• 多家专业“要素”提供商
•• 进入或开发成本较低

•• 由零售企业控制的第三方生态
系统
•• 灵活而不断改变的架构

结束语
客户忠诚度领域的领导者正摒弃以交易积分为主的忠诚度计划，转而采用更加多变、
灵活的客户互动体系（图6）。科技，是这一变革的核心。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其建立的忠
诚度计划能支持并促进该计划所必需的技术创新。在新形势下，众多零售企业需要制
定新的评估忠诚度计划收益率的关键业绩指标，以推动长期投资。
对于成功的零售企业而言，对忠诚度计划加以改善，将能显著提升客户参与度和粘性。
同时，针对那些试图插足零售企业与客户关系的颠覆性市场进入者，它也不失为一种
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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