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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略特是一家定位独特思略特是一家定位独特

的全球战略咨询公司的全球战略咨询公司，，专注专注

于协助客户成就美好未来于协助客户成就美好未来：：

根据客户的差异化优势根据客户的差异化优势，，为为

其量身定制战略其量身定制战略。。

作为普华永道网络的一作为普华永道网络的一

员员，，思略特一直致力于为客思略特一直致力于为客

户构建核心成长的致胜体户构建核心成长的致胜体

系系。。思略特将远见卓识的洞思略特将远见卓识的洞

察与切实的专业技能相结察与切实的专业技能相结

合合，，帮助客户制订更好帮助客户制订更好、、更更

具变革性的战略具变革性的战略，，从始至从始至

终终，，一以贯之一以贯之。。

作为全球专业服务网络作为全球专业服务网络

中唯一一个规模化的战略咨中唯一一个规模化的战略咨

询团队询团队，，思略特凭借其强大思略特凭借其强大

的战略咨询能力与普华永道的战略咨询能力与普华永道

顶尖的专业人士顶尖的专业人士，，为客户制为客户制

订最合适的战略目标订最合适的战略目标，，并指并指

引实现目标必须做出的选引实现目标必须做出的选

择择，，以及如何正确无误地达以及如何正确无误地达

成目标成目标。。

思略特制订的战略流程思略特制订的战略流程

足够强大足够强大，，帮助企业捕获无帮助企业捕获无

限可能限可能，，确保务实并有效地确保务实并有效地

交付产品交付产品。。这种战略将让企这种战略将让企

业得以顺应今日的变化业得以顺应今日的变化，，重重

塑未来塑未来，，把战略愿景变为现把战略愿景变为现

实实。。

2020 年“赛程”近半，

再谈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一

个“不变”和四个“变”。不

变的是企业面临的整体宏观

环境，以及企业多年发展积

累的运营模式和管理能力，

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

固有难点依然存在；四个变

化因素是疫情影响、5G 部

署、人工智能加快应用，以

及中美技术加速解耦。四个

变化因素导致企业数字化转

型或主动、或被动加速，并

加强了本土定制化方案需求。

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

过程中，业务应用、IT 架

构、组织机制建设等工作环

环相扣。企业要分清“哪是

因、哪是果”，建立多维度的

企业数字化成熟度评估体

系，用于判断企业所处的数

字化阶段，找出推进不利的

可能原因，以及需要采取的

相应措施。普华永道企业数

字化成熟度评估框架从数字

化战略引领、业务应用结

果、技术支撑能力、数据支

撑能力、组织支撑能力，以

及数字化变革六个维度对企

业的数字化成熟度进行评

估。其中，引领性指标是第

一点“数字化战略”，业务应

用结果性指标是第二点“数

字化业务应用”，其余四个维

度是支撑性要素，每个维度

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子维度。

根据企业数字化成熟度

的不同，可以将企业数字化

转型所处的阶段分为在线

化、集成化、数字化、智能

化四个阶段。目前，中国大

部分传统企业处于在线化和

集成化阶段，少数企业进入

数字化阶段。智能化的局部

应用已经出现，大规模成体

系地应用在传统企业的情况

尚不多见。处于在线化和集

成化阶段的企业，当前数字

化转型的两项任务是：一是

建立数字化转型的蓝图；二

是加快完成企业运营的在线

化和集成化，为真正实现企

业的数字化分析和洞察打下

坚实基础。

与传统企业相比，数字

化企业在业务、组织、IT

等方面展现出七点不同，其

核心是构建“以客户为中

心”的能力体系。

①“以客户为中心”的

组织能力体系

“以客户为中心”是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其含义

是打造多层次体系的以客户

为中心的组织能力。

●组织结构：从以产品

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

以客户为中心对同一目

标客户群体，采用同样的渠

道触点，通过统一平台进行

数据分析并推荐最优产品，

采用统一的服务体系。

●业务创新：从流程驱

动向场景驱动转变

从客户在特定场景下的

需求出发，挖掘客户需求，

设计整体解决方案，带给客

户完整感受。

●客户互动：从注重功

能到注重体验

客户体验主要指沿着客

户全互动旅程带给客户便利

性和感受舒适度，包括线上

线下。实践中，要注重从整

合、客户洞察视角打造优质

客户体验，避免聚焦于单点

的客户体验设计。

②多元化能力

面对内外部日益复杂多

变的运营管理环境，企业需

要具备四种能力：敏捷、精

益、智慧、柔性。支撑这四

种能力的是先进的 IT 架构，

以及相应的组织能力体系。

每个域的能力特点如下：

●客户互动：以客户为

中心，全渠道、全价值链，

强调敏捷、用户体验

●资源管理：以流程为

中心，围绕传统 ERP 系统，

强调稳定、精益、高效

●智慧洞察：以数据为

中心，全域、全形式，强调

智慧洞察

●智能生产：以机器为

中心，围绕 IoT 和企业生产

制造系统，强调成本、效

率、质量、柔性

③智慧大脑

以数据价值为基础、人

工智能分析为引领，搭建企

业全局数据平台和智能分析

系统，为企业运营管理的所

有环节提供分析洞察，并从

分析运营结果向预测未来发

展转化（图一）。妨碍企业整

合数据分析平台建设的因素

包括技术和部门墙带来的数

据隔离，后者是目前主要的

障碍。

④敏捷能力

敏捷能力的建设需要业

务模式、IT架构、产品开发

方式同时实现敏捷。业务模

式上采用“一线尖兵”+

“后方资源平台”的方式，产

品开发方式上采用设计思维

和敏捷迭代方式（图二）。

对于传统用户的产品需

求，需要系统化分析论证、

形成产品定义后再上线部

署。在设计思维和敏捷迭代

方式下，通过用户角色模

拟、聚焦小组分析、最小原

型产品设计，可在最短时间

内上线产品，迭代优化。

⑤AI加持

企业应用AI分为两个阶

段：应用场景较少时，AI应

用作为一个工具嵌入某个信

息系统，常见的是互动型

AI，比如语音识别、机器人

客服；企业的AI应用场景很

多时，与AI的开发环境、常

用AI数据模型，以及数据库

整合在一起，形成企业AI中

台，将各种AI能力汇聚在一

起，对不同业务提供AI 能

力，并形成具备AI服务能力

的中台。

⑥“云+5G”延伸运营

空间

基于“云+5G”的端边

云架构，将企业的运营管理

空间从依赖于有线网络环境

的空间，延伸到更广阔的物

理区域。“云”上实现业务中

台赋能，“边”可以通过 5G

网络的边缘计算功能实现，

增强终端控制的实时性，减

少云端处理的数据量；“端”

是5G终端实现与物理环境/机

器的直接交互和控制。

⑦IT组织能力从支撑型

向驱动型转化

传统的IT部门以项目交

付为主。数字化IT组织作为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推动

者之一，在交付模式、人员

技能、IT治理，以及成本核

算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

在大型集团企业，IT力

量分布在各层级单位，数字

化转型还需要重点考虑如何

整合IT资源，共同服务企业

数字化转型，并为对外服务

打下基础。

从互联网 1.0 时期开始

至今，中国传统企业数字化

转型已走过了十余年，整体

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在推动

转型过程中面临各种由于技

能不足和机制不足交织在一

起形成的固有难点。普华永

道建议统一思想、统筹规

划，并建立与企业数字化成

熟度相匹配的推进机制。

①统一思想

企业数字化转型定义：

企业综合利用各种数字技

术，与业务模式转型相结

合，成为企业解决问题、创

造价值、提升企业业绩的持

续性过程。

这个定义里，数字化包

括信息化，也包含业务模式

转型。企业可以对数字化转

型有不同的定义，重要的是

了解数字化、信息化、业务

模式转型三者之间的关系。

不论怎么定义，底层的业务

逻辑、系统架构、业务与系

统之间的衔接，该怎么做还

是怎么做。

②设定目标

“科学+艺术”的方式，

是企业制订数字化蓝图的手

段。由懂数字技术能力的专

家和懂企业业务痛点的专业

人 员 一 起 ， 以 设 计 思 维

（Design Thinking） 的分析

方式快速勾勒出企业应用数

字化的主要场景以及可能实

现的状态，即数字化蓝图，

然后沿着蓝图逐步深入。

③选择路径

建议企业采纳自上而下

的顶层规划和自下而上的局

部尝试并行。不同的局部尝

试发生冲突时，遵循与直接

客户相关的解决方案优先、客

户体验优先，以及IT架构前

瞻性优先原则。在切入点的

考虑上，优先考虑推进企业

业务和管理的线上化，以充

分利用疫情期间培养的习惯。

④建立推进机制

依据企业对数字化转型

的不同应用程度，数字化推

进方式可采用“探索式”“协调

式”“集中式”“嵌入式”四种方

式。关键是“是否需要一个

中心化的数字化管控组织”。

数字化转型初期，采取探索

式；之后，向着协调式、集

中管理式过渡；最终实现的

是嵌入式管理，全企业在顶

层规划下的数字化转型。

⑤IT能力建设

资源层面通过内外IT力

量的整合/借用。运作方式

上，从项目制向产品制转

移；人员上，初期重点强化IT

团队中的产品经理、数据分

析、业务架构类的队伍建设。

对于规模较大、业务较

复杂的企业，在转型初期，

建立合适的转型推进机制，

是比解决技术上的难点更重

要的事情。新形势下，企业

推进数字化转型时，要参照

数字化企业的特征，制订符

合企业自身需求的转型方

案，稳步有序地实现以客户

为中心、以智慧分析为大脑

的领先数字化企业。

新形势下，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

图二：敏捷迭代法

图一：“智慧大脑”的概念架构示意

评估数字化成熟度
数字化企业七大特征

建立数字化变革

推进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