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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GBCG （（波士顿咨询公波士顿咨询公

司司））是一家全球性管理咨询是一家全球性管理咨询

公司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商业战是世界领先的商业战

略咨询机构略咨询机构，，客户分布于世客户分布于世

界主要商业地区界主要商业地区，，涉及诸多涉及诸多

行业行业。。BCGBCG 与客户密切合与客户密切合

作作，，帮助其辨别最具价值的帮助其辨别最具价值的

发展机会发展机会，，应对至关重要的应对至关重要的

挑战挑战，，并协助他们进行业务并协助他们进行业务

转型转型。。在为客户度身定制的在为客户度身定制的

解决方案中解决方案中，，BCGBCG 融入对融入对

公司和市场态势的深刻洞公司和市场态势的深刻洞

察察，，并与客户组织的各个层并与客户组织的各个层

面紧密协作面紧密协作，，从而确保客户从而确保客户

能够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能够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

势势，，使其成长为更具能力的使其成长为更具能力的

组织并保证成果持续有效组织并保证成果持续有效。。

车企营销数字化组织转型：C-B-D组织模型

数字化与新零售如今已

渗透到汽车营销的各个环

节，并深远地影响着消费

者、经销商以及主机厂之间

的互动模式。营销数字化转

型迫在眉睫，而不少传统车

企面对转型期的阵痛，仍在

通往数字化的道路上步履蹒

跚，甚至踌躇不前。车企营

销数字化转型如何从组织维

度进行破题？

数字化时代，车企面临

的营销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化，车企的营销转型势在必

行。

面向未来，为了从组织

层面解决上述痛点，我们认

为传统车企在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需要建立三种新型组织：

“C”端组织：负责围绕

用 户 价 值 （Customer val-

ue） 的协同运营，从而实现

从分散的用户触点到一致的

用户体验。

“B”端组织：负责围绕

经销商 （Business partner）

的协同赋能，从而实现从对

经销商的多头管控到基于透

明数据的赋能。

“D”端组织：负责围绕

数字化能力（Digital compe-

tence）的协作建设，从而实

现从零星的数字化尝试到全

组织、多方面的数智化延展。

我们将上述三类组织总

结为车企数字化组织转型的

C-B-D组织模型（如图）。

“C”端组织：围绕用户

价值的协同运营

组织设计思路：传统车

企的组织架构在数字化转型

中存在诸多缺陷。首先，主

机厂通常针对潜客、保客分

别进行运营，导致流量分

散、转化效率低下。其次，

厂商与用户之间缺乏直连渠

道，致使用户的真实心声和

反馈未能被厂商及时聆听。

最后，营销资源往往分散于

多个部门，跨部门营销协同

效果不佳。

面向未来，“C”端组织

可基于以下关键职责来弥补

传统营销组织设置的不足：

负 责 面 向 “ 潜 客 + 保

客”的全量用户运营，以及

线上触点的统一规划；负责

建立主机厂与用户之间的直

连渠道，确保用户满意度持

续提升；负责营销资源的跨

部门协调。

以国内某“造车新势

力”为例，该企业的“用户

发展部”作为“C”端组织，

基于上述三大关键职责实现

围绕用户价值的协同运营。

第一，该部门基于统一的APP

线上触点负责面向包括粉丝

和车主在内的用户旅程设

计，例如UGC社区互动、积

分权益设计、老车主邀约试

驾等，从而打造一致的用户

体验；第二，该部门基于客

服平台和 APP 用户评分系统

将用户反馈在高管月会中定

期呈现，在建立厂商和用户

间直连渠道的同时，实现用

户满意度的持续提升；第

三，该部门还负责线上、线

下营销资源的规划及协调，

并通过与销售、售后等部门

合作，确保优质市场活动对

消费者的有效覆盖。

“B”端组织：围绕经销

商的协同赋能

组织设计思路：传统车

企在赋能经销商时通常存在

两大组织难题。一方面，市

场、销售、售后等不同部门

均有制订商务政策的权力，

导致经销商往往面临“多头

管理”，政策发布缺乏系统性

规划；另一方面，来自营销

一线的信息通过区域逐层传

递至总部，导致主机厂难以

对经销商进行高效赋能和快

速反馈。

对此，“B”端组织可基

于以下关键职责来弥补传统

营销组织设置的不足：

负责面向经销商的统一

政策出口，确保经销商政策

的一致性和系统性；负责建

立主机厂与经销商之间的直

连互动渠道，提供及时、有

针对性的指导和赋能。

以国内某知名商用车品

牌为例，该企业的数据运营

中心作为“B”端组织，利用

多年时间逐步打造经销商线

上管理平台，通过两大关键

职责实现围绕经销商的协同

赋能。一方面，该平台基于

经销商政策发放模块实现了

对经销商的统一商务政策出

口；另一方面，该平台还加

入了经销商问答、知识资料

库、营销物料发放、BI报表

展示以及返利计算器等关键

模块，实现了主机厂针对经

销商的线上全面赋能。

“D”端组织：围绕数字

化能力的协作建设

组织设计思路：传统车

企在数字化能力建设方面同

样面临组织设计上的挑战。

具体而言，传统车企的数字

化产品开发需求往往来自多

个部门，需求分散、混乱且

低效。与此同时，数字化产

品开发也缺乏统一规划，导

致用户使用体验不佳、一致

性差。

面向未来，“D”端组织

可基于以下关键职责来弥补

传统营销组织设置的不足：

负责数字化平台的统一

治理，以及数字化产品需求

的统一收集；负责建设数字

化生态，并调动生态资源，

从而加速需求满足。

以欧洲某豪华车品牌为

例，该企业于近期成立的独

立数字公司作为“D”端组

织，负责收集来自与营销相

关的不同部门的数字化产品

开发需求，并对用户 APP 进

行统一规划与设计，以确保

一致的用户体验。此外，该

部门还致力于数据生态建

设，通过与数据、开发等外

部合作伙伴紧密协作，实现

对内外部用户需求的快速响

应和满足，借力生态实现数

字能力构建。

围绕C-B-D的组织架构

设计只是起点，车企在数字

化组织转型过程中还会遇到

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

新旧组织之间的有效协作。

由于人、财等重要经营资产

均集中在市场、销售、售后

等纵向部门，而新成立的横

向C-B-D组织往往难以拉动

纵向并进行协同，致使本应

“合力”向前的横纵组织形成

“角力”，进而阻碍数字化组

织转型的推动。为应对这一

挑战，车企需要打出横纵管

理的“组合拳”。具体而言，

横纵管理机制可基于管理深

度分为直接管理 （流程节

点、汇报关系）和间接管理

（KPI考核、高层呈现） 两大

类，并且在车企，以及金

融、消费品及互联网等多个

行业均有良好实践。

直接管理

流程节点：横纵组织之

间的许多协同合作往往基于

审批流程，因此C-B-D组织

可基于流程节点上的审批权

力对传统组织进行牵引。以

某欧洲豪华品牌车企为例，

该企业的网络管理部门通过

数字化平台归拢和审批各纵

向部门的经销商试点需求，

并基于该流程节点的审批实

现了跨部门的拉通与协同。

汇报关系：除了流程节

点，汇报关系往往作为另一

种直接管理抓手，用于跨部

门的有效协同。以某国际知

名食品企业为例，该企业的

创新部门以虚拟项目组的形

式拉通不同部门协同作战，

并在团队内建立成员向项目

经理汇报的关系，在实现对

各纵向部门牵引的同时，进

行产品创新。

间接管理

KPI考核：横纵组织的协

同效果往往可以通过 KPI 指

标进行衡量，因此通过赋予

横向C-B-D组织对传统纵向

部门的部分考核权，可有效

实现新型组织对传统组织的

有效牵引。以国内某领先综

合金融企业为例，该企业将

用户满意度量化并纳入各部

门的考核指标，以直接反馈

用户心声，驱动从用户需求

及体验出发的业务思考。而

该企业的用户满意度管理部

门对于该指标具有考核权，

并以此实现对各纵向业务部

门的有效协同。

高层呈现：通过在高管

会议中呈现各纵向组织的关

键经营数据，亦可帮助横向

组织间接对纵向组织进行牵

引。以某领先互联网企业为

例，该企业的集团BI部门定

期更新数字化看板及分析报

告，并于每月向集团高管层

呈现各个BG结构化的关键业

绩指标，在为管理层提供决

策依据的同时，对各BG进行

有效牵引。

上述四类管理抓手应结

合企业当下的信息化程度、

数据丰富度、数据分析能力

等情况进行综合应用，从而

打好横纵管理的“组合拳”，

而非局限于单一管理机制。

面向未来，车企在营销

组织数字化转型落地过程

中，还将面临来自技术、人

才、文化方面的三大风险挑

战：

技术风险：数字化产品

开发与数据能力滞后，无法

满足营销分析和决策需求。

人才风险：数字化人才

匮乏、“造血”能力差，无法

肩负数字化组织重任。

文化风险：传统主机厂

惯性思维固化，难以打造适

合未来组织发展的数字化文

化环境。

我们建议传统车企采用

“三步走”的方式，分阶段、

逐步推进数字化组织转型。

短期着眼能力构建：在

保持现有组织架构稳定的基

础上，传统车企可以优先新

增或强化数字化的相关职

能，并着眼于数字化能力的

培养以及数字化人才的储备。

中期搭建横向雏形：C-

B-D组织中可先行成立“D”

端实体组织并负责数字化平

台的运营，从而为C/B端组织

的建立打好数字化基础。同

时，可建立具有横向性质的

C/B端团队，以构建横向组织

雏形。此外，企业还需要建

立数字化流程机制、各类新

型组织的 KPI 指标等，并逐

步补充数字化关键岗位人才。

长期营造数字文化：一

方面，企业需要将C/B端团队

扩展为横向实体组织，从而

形成三大横向组织形态。另

一方面，企业应逐渐完善数

字化平台功能，确保数字化

人才补充到位和机制、流程

成熟运转，从而为数字化文

化的逐步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围绕用户运营、经销商

赋能以及数字化能力建设的

C-B-D组织模型，为传统车

企提供了清晰的组织设计思

路和前进方向，从而在数字

化转型道路上迈得更稳、走

得更远。

C-B-D组织模型

C-B-D组织设计思路

及案例分享

新旧组织协同难：

车企需打好“组合拳”

数字化组织转型落地：

走好稳扎稳打的

“三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