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市场
全球最高管理层调研之 CMO 洞察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本报告吸收了参加最近一次高管调研的 5,247 位高
管的观点，这也是由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发起的最
高管理层持续系列调研中的第十八次。从 2003 年
至今，我们已经从 28,000 多次访谈中获得了大量
数据。
在本报告中，我们重点研究首席营销官 (CMO) 的
观点。
参加访谈的 CMO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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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风暴之中
CMO 认为我们正身处历史转折点。技术进步在不断颠覆现状，且为今后带来了巨大
的动荡。产业日益融合，新的竞争对手层出不穷，而且速度相当惊人。那么，CMO
如何帮助企业安然渡过这场风暴呢？
在最新的高管调研的第一份综述报告中，我们访谈了 5,247 位高管，探索他们眼中的
未来，以及如何在“颠覆性时代”为自己的企业定位。本报告更深入地研究了对本次
调研贡献巨大的 723 位 CMO 的观点，我们也重点关注了全球最成功企业的 CMO 有
何独到之处。
我们发现，有一小部分企业既是声誉卓著的创新领军企业，又能够实现出色的财务业
绩。我们称之为“火炬手”企业，占受访 CMO 所代表的企业总数的 6%。我们也发
现了一部分市场追随企业，它们的知名度比那些领先企业要低很多，而且财务业绩也
普遍不够理想，这类企业占受访企业的 33%。
通过比较这两类企业，我们发现他们的 CMO 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1“火炬手”企
业 CMO 会积极采用“创新的颠覆性技术”，不断丰富与客户的互动。2 与其他企业的

CMO 一样 ， 他们也在努力提高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 但是 ， 他们早已做好充分的准
备，足以应对数据爆炸以及日益复杂的市场要求。

“很难预测颠覆性技术何时出现，
以及它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国某电子行业的首席营销官

2

融合、竞争与颠覆
“产业融合造成两级分化，要么
做大做强，要么淘汰出局。”
意大利某银行与金融市场行业的首席营销官

世界各地的 CMO 都已认识到，随着某一行业的企业不断将自身的专长应用于其他行
业，之前鲜明的行业界线已经日趋模糊，这会不断产生新的融合，逐步颠覆传统的行
业分类。他们表示，这是业务格局转变的最主要的趋势（见图 1）。当然，这也是一
把双刃剑。
图1
界线被打破：CMO 们预期在未来几年中会出现大量的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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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业融合，业务重心会从各个单独实体的产品和服务转向跨行业的客户体验，从
而产生全新的商机。但与此同时，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因为其他企业不断进军相邻行
业，抢占该行业中企业的核心业务。企业融合也是另一种入侵方式。
因此，与两年前的上一次高管调研结果相比（见图 2），现在的 CMO 预计来自相邻
行业的新竞争对手会带来更大的挑战。确实，与其他高层管理角色相比，他们更能感
受到威胁的来临。
图2
竞争对手：CMO 们担心行业外企业入侵他们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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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导致竞争舞台发生如此彻底的转变？与其他高层管理者一样，CMO 也认为原
因是新技术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他们认为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移动解决方案、物联
网和云计算将对企业带来重大影响。同时，他们也没有忽视能够带来巨大投资回报的
认知计算或其他新兴技术（见图 3）。
图3
推动转型的技术：CMO 们认为三大技术将对他们的企业带来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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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迎接创新型颠覆
在为将来做准备时，CMO 从全局开始入手：由于目前的技术进步不断颠覆市场格
局，67% 的 CMO 打算重新评估自己企业的战略方向。英国某零售商的 CMO 表
示：“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如此千篇一律地开展业务，而是需要
开拓思维和眼界。”“由于不知道如何重塑自我，许多企业已经惨遭淘汰。”西班牙

“我们希望转变为可循环的收入模式：
销售订阅服务而非资本商品。”
美国某工业品行业的 CMO

某保险公司的 CMO 补充道。任何企业要想重塑自我，首先必须制定大政方针。
但是，“火炬手”企业 CMO 和市场追随企业 CMO 所奉行的战略存在显著差异。首
先，“火炬手”企业 CMO 更有可能重新审视市场进入策略，其中 2/3 的 CMO 正在
探索新的收入模式，例如授权收费和订阅收费；而在市场追随企业 CMO 中，这个
比例只有 1/2。
“火炬手”企业 CMO 还更有可能尝试或已在使用具有更高协作水平的业务模式，
比如开放模式和平台模式（见图 4）。3 他们认识到，参与生态系统有助于扩大所
有成员的业务范围，通过集体的力量能够实现比单打独斗更高的价值。“我认为

CMO 的职责就是向前看，这包括研究相邻市场，发现新的商机和业务模式。”意

图4
出类拔萃：“火炬手”企业 CMO 更加注重协作式业务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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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某电信运营商的 CMO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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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营造开放的企业文化，
充分发挥内部和外部业务网络
的作用。”
美国某制药企业的 CMO

此外，无论是开发新业务模式还是发布新产品，“火炬手”企业 CMO 都更为重视在
市场中捷足先登（见图 5）。许多 CMO 都承认这并非易事。波兰某金融机构的 CMO
表示：“我们希望成为市场先行者，但也需要具有更加鲜明的特色。即使首次试水未
能达到预期效果，我们也不会退缩。”
无论如何，“火炬手”企业 CMO 都知道有足够的理由去作出努力。率先抢占市场始
终具有“先手”优势，比如获取舆论优势和获利空间。现在，由于创新的重点已从企

图5
先锋作用：“火炬手”企业 CMO 更有决心成为市场先
行者

业转向生态系统，率先占领市场的难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生态系统中的成员数量越多，覆盖的市场范围就越大。由于生态系统越大，吸引的买
家就越多，为参与者提供的机遇就越理想，因此小型生态系统的生存空间正在被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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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MP3 播放器或平板电脑的企业，但他们却率先在消费者技术领域另辟蹊径，推出
各种相互连接的设备和应用，其股价就证明了战略的成功 - 在过去五年，苹果公司的
股价攀升了两倍以上。4

重视率先进入市场
“火炬手”企业 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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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火炬手”企业 CMO 更有可能抓住机遇，实现内部革新与再造，整合营销、
销售和客户支持，在客户面前树立一致的、真实可靠的形象（见图 6）。要做到这一
点着实不易。正如智利某零售商 CMO 所说，“这意味着企业要在与客户互动的所有
方面实现超级互联互通。”CMO 必须确保所有职能领域的员工都理解自身对客户产
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同时还要设计与品牌承诺一致的全面体验。这需要以客户为中

“在营造整合的客户体验和将客户
转化为粉丝方面，CMO 应当起
到先锋作用。”
Paulo A. Pedó Filho，巴西 Grendene 品牌总监

心的整合业务流程，以及对客户洞察的及时同步和分享。
提供一致的、自然的个性化体验会带来巨大成功。Zappos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
一些企业也在努力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融入他们的品牌体验，正如印度在线服
装零售商 Jabong 所做的那样。这家企业通过提供出色的客户服务而赢得了卓著的声
誉。5 举个例子说明他们是怎么做的：当一位客户因为商品快递包裹的问题而发表推文
表达抱怨时，Jabong 快速作出回应，开展“设计马拉松”活动，邀请了产品设计师、
工程师和物流专家参与，共同设计出了更加出色的快递袋，改善了“最后一公里”的
客户体验。6

图6
统一的对外形象：“火炬手”企业 CMO 会更加
努力地在客户面前塑造一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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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丰富客户互动
图7
探路者：“火炬手”企业 CMO 会更认真地研究客户体
验之旅

作为所有工作的核心，整合的客户关系会继续得到巩固，而 CMO 也在采取相应的措
施。2/3 的受访者认为拓展更深层次、更加丰富的客户体验是市场营销工作的重中之
重。“CMO 不仅仅是‘营销’部门的主管，还是客户体验的守护者。”一家全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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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3 年的调研相比，目前的 CMO 预计会更多地采用数字技术与客户个体进行更
加个性化的互动。美国一家电信公司的 CMO 告诫道：“市场营销不再是赢得创意奖
项，而是一对一的真诚沟通交流。”许多 CMO 还认识到，他们需要利用更多外部创
新，营造客户期望的全方位体验。这就可以解释为何 69% 的 CMO 计划发展更广泛

注重客户体验之旅
“火炬手”企业 CMO

的合作关系。
市场追随企业 CMO

“ 火炬手 ” 企业 CMO 在这方面领先于市场追随企业 CMO ， 因为前者更加努力地
了解客户与本企业打交道的体验之旅（见图 7）。他们会积极筹划整个路径以及相关

图8
丰富交融：“火炬手”企业 CMO 更加注重创造实体互
动和数字互动商机

的技术 、 人员和流程 ， 帮助市场营销人员确定薄弱环节 ， 然后加以改进 。 但是 ， 绘
制完整的路线图非常困难 ， 因为当今的客户体验之旅并非线性的 ， 比数字时代之前
要复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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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手”企业 CMO 注重提供全面、多方位的客户体验之旅，这也体现在他们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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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互动的实体商机和数字商机所表现出的极大热忱（见图 8）。例如，网络销售的典
范亚马逊最近开设了一家实体书店。7 与此同时，英国大型零售商 John Lewis 正在试
验各种应用，旨在丰富店内体验。该公司首创了互动式的沙发设计室，在这里客户可
以制作不同结构的家具 3D 模型，了解制成品的外观是什么样的。8

注重事件和体验营销
“火炬手”企业 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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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火炬手”企业 CMO 更善于利用客户的反馈信息，了解新的趋势，并与客户开
展合作 ， 共同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 （ 见图 9 ）。 瑞士某保险公司的 CMO 解释
称，“CMO 其实就是首席‘客户心声’倾听官”。但倾听客户心声只是第一步，接下
来必须根据客户的反馈采取行动。位于旧金山的服装公司 ModCloth 是这方面的典范。
客户协作在其业务战略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该公司已经举办了多次比赛活动，促
进与网络客户社区的互动，包括设计时装大赛，以及为挑选的商品取名的海选赛。9

“未来，CMO 这个职位将会消失，
首席体验官会应运而生，负责整
个客户体验之旅。”
Mohamed AlTajer，阿联酋国际商业银行市场营销、
品牌形象和企业沟通主管

本质上，ModCloth 及同类企业是在运用设计思维，它要求企业聚焦于客户体验，尤
其是客户的情绪体验，而不仅仅是关注于设计精良的产品应具备的特征。作为设计思
维的前提，质量、效率和盈利能力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种思维不仅关乎产
品开发，还关乎业务战略、体系和组织架构。良好的设计会把客户需求置于内部运营
效率之上，旨在尽可能使得我们的复杂产品和我们的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互动更具有吸
引力。10
这对企业的组织形式具有重大意义 。 为了解客户 ， 与他们共同创造新产品和新服
务 ， 以及为了积极参与生态系统 ， 企业必须准备好放弃一部分管理控制权 。 在这方
面，“火炬手”企业 CMO 同样做出了表率 ：61% 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会进行更多分

图9
合作企业：“火炬手”企业 CMO 更善于倾听客户的
心声以及将客户的反馈用于共同创造新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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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客户反馈
信息探索新趋势

注重客户协作和
共同创造

权决策，而在市场追随企业 CMO 中这一比例仅为 48%。“火炬手”企业 CMO 似
乎更愿意接受分权管理风格。

“火炬手”企业 CMO

市场追随企业 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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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行动：提高数字化水平
“认知计算将会改变人们与企业之
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方式，
以及共享和利用知识的方式。”
Stephen Ingledew，英国 Standard Life 常务董事

CMO 们 认 识 到 ， 利 用 客 户 反 馈 营 造 魅 力 无 限 的 体 验 还 需 要 大 量 的 数 字 尖 端 技
术。60% 的受访者希望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利用数据驱动的洞察设计市场促销活动，
而当前这一比例只有 40%。澳大利亚某消费品公司的 CMO 表示：“我们需要成为
‘数学家’，而不是‘广告狂人’，需要依赖分析而非直觉。”
实际上，分别有 69% 和 45% 的 CMO 已经利用预测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来探索新趋
势。11 虽然认知系统的处理能力远远超过传统系统，但只有 13% 的受访者目前正在使
用认知计算。基于算法的传统系统受到程序设计的限制，而认知系统可以从经验中学
习 ， 并将学习到的内容应用到新的课题或任务中 。 认知系统可以将内容置于上下文
中，根据可信度加权计算进行响应，从而可以发现细致入微的模式或洞察。12
也就是说，认知技术不会取代人类智能，而是起辅助加强作用。因此，许多 CMO 还
需要招贤纳士，提高市场营销职能部门的数字化水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提
高。45% 的受访者计划聘用具有相关技能的员工（见图 10）。然而，适用的人才往
往难以求得。日本某保险公司的 CMO 向我们表示：“我们需要数字人才，但在招聘
这类人才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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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技能专区：CMO 计划从不同来源招纳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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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的受访者还希望通过与外部专家或其他企业进行合作，借助他们的专业能力，作
为内部资源的有效补充。这也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企业在生态系统中运营所需的技
能与其作为单独实体所需的技能完全不同，例如，培养和管理关系就十分重要。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只有少数 CMO 计划向客户寻求帮助，并对客户给予的帮助进行
奖励。实际上，在某些业务方面，客户可以扮演关键角色，英国手机运营商 Giffgaff
对此有切身体会。Giffgaff 依靠知识渊博的客户为其他客户提供服务，推广自己的品
牌，并向提供帮助的客户奖励积分，客户可以将积分兑换成现金。如今，这家公司正
在将相同的模式应用到贷款业务。13

“我们需要与传统行业或合作模式
之外的企业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Jeffrey Evans，澳大利亚 Epsilon 亚太地区数字业
务副总裁

12

但过去两年中，持续不断的人才争夺战并没有阻碍 CMO 发展的脚步。他们认为自己
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行为模式、不断壮大的社交媒体以及
日益复杂的营销责任。他们还表示，虽然数据爆炸带来令人头疼的难题，但是他们采
取了更为大胆的举措加以应对。波兰某支付服务供应商指出：“数据量十分巨大，并
且呈现几何级增加态势。”
图 11
大步向前：CMO 认为他们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来应对关键的营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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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面，“火炬手”企业 CMO 再次一马当先。过去两年中，较之于市场追随企
业 CMO，在着手处理海量数据方面，“火炬手”企业 CMO 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见
图 12）。他们还做好更加充足的准备，管理错综复杂的现代营销，因为利用技术工具
可以获得更深入的洞察、更准确地锁定目标，并能够利用更加个性化的机会与更为成
熟的客户进行互动（见图 13）。
图 12
数据专家：“火炬手”企业 CMO 对自己处
理数据爆炸的能力更有信心

Rikke Gransøe Lange，丹麦 DFDS 中央营销主管
图 13
多才多艺的大师：“火炬手”企业 CMO 可
以更加游刃有余地满足日益复杂的营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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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火炬手
CMO 知道他们需要做好准备，迎接颠覆力量无处不在的未来：届时，随着技术的进
步，不同产业之间的界线将更加模糊，领域外的新竞争对手不断进入，整个客户互动
过程都会产生价值。因此，在重新定义市场之际，该如何保持竞争优势？在调研中，
我们也总结了“火炬手”企业 CMO 的一些做法，可供全球的其他 CMO 参考。
做什么：以客户体验的视角，重新审视所有工作

CMO 们应当：全力支持自己的客户；重新审视自身战略、设计和运营的方方面面，
改进客户的体验；注重培养生态系统，这样就可以集中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开发独一无
二、更加出色的产品、服务和体验，确保成为市场先行者；锻炼每个岗位上的工作人
员，打破内部组织“孤岛”格局，在客户面前塑造一致的、真实可靠的形象。
怎么做：广招数字化英才

CMO 们应当：将数字基因注入团队；提升关键的数字化专业能力，为客户营造与众
不 同的体验；建立数字“训练营”，培训现有员工，并通过招聘人才和利用生态系统
中合作伙伴的人才来弥补技能差距；采纳客户的反馈意见，邀请他们以共同创造者或
创新者的身份参与进来，因为客户也是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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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行动：在数据、数字和认知技术的推动下不断进步

获取更多信息

CMO 们应当：使用数据驱动的决策，及时地大规模提供个性化、符合个体特点的客

要了解有关本次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调研的更多

户 体验；利用预测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发现向客户提供建议的最佳方式；营造更出

信息 ， 请联系我们 ： iibv@us.ibm.com 。 可在

色的创新体验，利用全新数字接口、移动解决方案、物联网和云计算改进客户互动；

Twitter 上关注 @IBMIBV；要获取完整的研究目

试 验认知技术，有可能的话重塑客户互动。

录，或者要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月刊，请访

您可以登录 ibm.com/csuitestudy 网址，或通过 iOS 和 Android 下载 IBV 的平板电
脑应用，查看最新的高管调研的第一份综述报告《重新诠释边界》。

问：ibm.com/iibv.
从应用商店下载免费 “ IBM IBV ” 应用 ， 即可在
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研究
报告。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在 IBM，我们积极与客户协作，运用业务洞察和先
进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帮助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商业
环境中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隶属于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
务部，致力于为全球高级商业主管就公共和私营领
域的关键问题提供基于事实的战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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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开展研究
图 14
行业分布：我们访谈了 18 个行业的首席营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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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我们对 7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 5,247 位业务主管进行了调研，形成了我们最
新的最高管理层调研报告，这也是 IBM 最高管理层持续系列调研中的第十八次。本报
告重点研究 723 位受访首席营销官的回答（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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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定位：创新的市场认知度；以及过去三年的财务业绩，按收入增长和盈利能力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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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的回答与两项客观的财务指标（2009 年至 2014 年间的税前收入和利润年均复
合增长率）进行对比，对这些回答进行交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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