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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把握住商业和科技变革的时代脉络

每年ꎬ ＩＢＭ 全球企业咨询团

队和 ＩＢＭ 商 业 价 值 研 究 院 的 研
究团队都会针对商业和科技发展
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ꎬ 给出我们
对于 企 业 和 行 业 发 展 方 向 的 看
法ꎮ ＩＢＭ 坚持不懈地在这个领域
投资ꎬ 目的是为了把握住商业和
科技变革的时代脉络ꎬ 为客户提
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有价值的方
法论ꎮ
今年ꎬ ＩＢＭ 商业价值研究院

的研究团队跟踪研究大数据、 云
计算和社交移动三大趋势ꎬ 并将
研究成果出版成册ꎮ 我们清楚地
看到ꎬ 这三股技术潮流裹挟在一

ＩＢＭ 大中华区首席执行总裁

钱大群

起ꎬ 已经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商业
变革动能ꎮ
这三大科技趋势已经成为很多商业界和科技界人士的共识ꎬ 但如何把
它们转变成公司的竞争优势? 如何结合自身的特点ꎬ 找到独特的战略路
径ꎬ 运用这一轮科技趋势为企业创造价值ꎬ 把握住这个变革的时代脉络?
００１

ＩＢＭ 商业价值研究院的这本著作ꎬ 既是 ＩＢＭ 对这个问题的调研和深入思
考ꎬ 也反映了 ＩＢＭ 自身的实践ꎮ

去年以来ꎬ ＩＢＭ 围绕这三大趋势ꎬ 明确了转型的三大战略ꎮ

我们认为ꎬ 数据正在成为新的自然资源ꎬ 将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ꎬ 所
以 ＩＢＭ 的转型战略是要运用数据推动行业和专业转型ꎮ ＩＢＭ 先后投资 ２４０

亿美元在大数据方面ꎬ 比如: 投资 １０ 亿美元成立 ＩＢＭ Ｗａｔｓｏｎ 集团ꎬ 推动
认知计算的发展ꎮ 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ꎬ ２０１４ 年 ＩＢＭ 的数据分析业务成长
了 ７％ꎬ 营收达到 １７０ 亿美元ꎮ

在云计算领域ꎬ 我们认为云计算的本质是将企业的 ＩＴ 和业务流程转变

为数字化服务ꎬ 从而让公司的业务模式具备高度的可配置性与可扩展性ꎬ
重新定义企业级 ＩＴꎮ 我们投资 ７０ 多亿美元ꎬ 收购 １５ 家与云计算相关的企

业ꎬ 包括 ＳｏｆｔＬａｙｅｒꎻ 投 资 １２ 亿 美 元 建 立 覆 盖 全 球 的 ４０ 个 云 数 据 中 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ＩＢＭ 的云计算业务成长超过 ６０％ꎮ

社交移动会改变所有人的工作方式、 工作时空、 工作状态ꎬ 也可以为

企业构建客户参与的互动体系ꎮ 我们与苹果、 Ｔｗｉｔｔｅｒ、 腾讯等公司建立了
与社交移动相关的战略联盟ꎮ ２０１４ 年ꎬ ＩＢＭ 的移动业务成长超过了 ３００％ꎮ

我们认为大数据、 云计算、 社交移动不是独立的ꎬ 而是相互融合的ꎮ

企业以数据为基础构建核心竞争力ꎬ 以云计算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ꎬ 以社
交移动创建企业的互动参与体系ꎮ 无论从硬件、 软件、 平台到服务ꎬ ＩＢＭ
都有着相当前沿的技术和相当领先的能力ꎮ

在大数据、 云计算、 社交移动领域ꎬ ＩＢＭ 具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并且积

累了各行各业大量成功的实践ꎬ 可以帮助客户实现技术层面的价值ꎬ 制定
战略性的、 可实施的路线ꎬ 实现业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ꎬ 并且能延伸到一
个行业、 一个区域ꎬ 最终构建生态系统和推动区域经济ꎮ
今天ꎬ 在中国ꎬ 三大领域正在迅猛发展ꎮ ＩＢＭ 一贯坚持开放、 协作、

创新的战略ꎬ 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将其核心科技和能力与中国分享ꎬ 并
在大数据、 云计算、 社交移动领域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ꎬ 目前我们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ＡＰＥＣ 期间ꎬ ＩＢＭ 与北京市环保局合作的 “ 绿色地平线”
００２

计划ꎬ 运用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ꎬ 帮助将雾霾预报的时间从过去的 ２４
个小时提前到 ７２ 个小时ꎬ 精度从过去的 １０ 公里 × １０ 公里提高到 １ 公里 × １
公里ꎬ 达到初步成效ꎮ

我们与一家世界级的手机企业合作ꎬ 用 ＩＢＭ ＳｏｆｔＬａｙｅｒ 全球云计算的能

力ꎬ 帮助用户用社区和电子商务系统提升全球的客户服务ꎬ 帮助再造优质
的 ＣＲＭ 系统ꎮ

２０１４ 年世界杯期间ꎬ 我们与腾讯合作ꎬ 运用自然语言理解和分析技

术ꎬ 实时收集社交平台上的讨论ꎬ 了解 ６ 亿线上球迷的关注点ꎬ 有针对性

地策划世界杯报道ꎮ 视频观看率提高 １６３％ꎬ 图片新闻阅读率提高 ６１％ꎬ
文字报道阅读率提高 ５４％ꎮ

今天ꎬ 我们正在经历新的、 变革的时代ꎮ 这一场变革将重整、 重塑 ＩＴ

行业、 公司的经营模式ꎬ 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ꎮ 我很高兴地看到 ＩＢＭ 商业
价值研究院的这套专辑ꎬ 以丰富的行业、 企业案例和深入的调研为读者提
供了代表 ＩＢＭ 水准的商业洞察ꎮ 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ꎬ 与各位读者交流
分享ꎬ 形成共识ꎬ 共同见证和推动这一场意义重大的商业科技变革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００３

序二

你今天社交移动了吗?

这并非一句故意搞笑的问
候语ꎮ 我们正在目睹一次从未
经历过的巨变ꎮ 这一巨变并非
由行业引发ꎬ 却发自我们每一
个人每一天 的 决 策、 行 动、 期
望和创新ꎮ 普通人的行为正在
促成 这 场 变 革ꎬ 就 像 你 和 我ꎬ
无数 的 客 户、 市 民、 学 生、 员
工、 ００ 后以及商界领袖都包括
在其中ꎮ 如今ꎬ 无 论 是 企 业 还
是个人的交往互动ꎬ 无不被科

ＩＢＭ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 ＧＢＳ)
大中华区总经理
兰希托马斯 ( Ｎａｎｃｙ Ｅ. Ｔｈｏｍａｓ)

技所渗透ꎮ 随着业务日益成熟、
规模不断扩大ꎬ 尤其是在当今以客户为中心的环境下ꎬ 数字和实体的紧密
结合对于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就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ꎮ
未来五年ꎬ 数字技术将持续推动经济的巨大变革ꎬ 促进产业融合ꎬ 打
破原有的价值链并催生出新的生态系统ꎮ 这种技术变革将持续飞速发展演
进ꎬ 不会停息ꎮ 身处此情此境ꎬ 企业无暇坐以待毙ꎮ 然而ꎬ ＩＢＭ 数字变革
００４

调研的结果却不容乐观———虽然已经深深认知到数字技术对企业乃至整个
世界影响日益深远ꎬ 大部分 ＣＥＯ 尚未对这一巨变做好准备ꎮ 约 ６０％的受访
ＣＥＯ 表示ꎬ 他们尚未制定出适当的整合的实体———数字战略ꎮ

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ꎬ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利用云计算、 大数
据、 社交、 移动等创新技术ꎬ 以期推动业务的发展与创新ꎮ 现在ꎬ 我们面
临的挑战是ꎬ 如何处理海量的非结构化和不确定的数据ꎬ 并从这些数据中
挖掘商业价值ꎮ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ꎬ 以 Ｗａｔｓｏｎ 为例的认知计算技术应运而
生ꎬ 这些新技术趋势复杂且富有颠覆性ꎮ 因此ꎬ 企业需要将技术研发力量
与自身业务发展紧密结合ꎬ 在战略初期就充分考虑、 设计并部署这些创新
技术ꎮ 技术研发力量与业务的融合正在成为企业释放新技术价值的重要
前提ꎮ
另一方面ꎬ 当前知名的大型企业常常要面临规模虽小却更为灵活的公
司带来的挑战ꎬ 这些具有颠覆性创新精神的小公司往往通过提供更为精细
灵活的服务来占领市场ꎮ 由此可见ꎬ 企业必须做的就是寻找开放市场中的
空白点来进行创新和构建新服务ꎮ 而在转型的关键节点ꎬ 企业则需要将客
户纳入到技术创新的过程中ꎬ 客户不再是一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ꎮ 理想情
况下ꎬ 客户与企业应该一起参与创新、 共同迎接挑战ꎮ
以上数据观察和趋势分析绝非主观臆测ꎬ 而是出自 ＩＢＭ 商业价值研究
院基于事实的独立研究成果ꎮ 我们认为ꎬ 构建企业级互动参与体系是大势
所趋ꎬ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领导者将会: 使用移动和社交来提升反应速度ꎬ
随时随地与客户、 合作伙伴、 员工交互ꎻ 在每一次与客户的交互中体现个
性化ꎻ 提供安全可靠的系统ꎬ 保护客户隐私ꎬ 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ꎮ 对于
企业而言ꎬ 这些战略中的某些成分的确颇为大胆ꎬ 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冒险
精神ꎬ 但这绝对值得一试!
各行各业都在经受变革的洗礼ꎬ 咨询行业也不例外ꎮ 越来越多的咨询
００５

服务提供商开始认识到以创新技术打造全新客户体验的重要性ꎬ 并积极将
研发能力等与传统咨询服务模式相结合ꎬ 从而证实新科技在企业变革中的
价值所在ꎮ 以 ＩＢＭ 为例ꎬ 为了提升全球企业咨询服务的能力ꎬ ＩＢＭ 在全球
广泛建立了互动体验实验室ꎬ 让研发人员在咨询服务项目初期就积极参与
进来ꎮ 这开启了全新咨询服务模式ꎬ 在这种模式下ꎬ 科学家可以直面客户
需求ꎬ 并与客户一道共同开发出基于企业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ꎮ 该实验室
是研发实力与技术能力相互融合的硕果ꎬ 集下一代社交、 移动、 分析和云
技术之大成ꎬ 分析业务面临的挑战ꎬ 与客户一起共同创造解决方案ꎬ 在每
一个接触点都让个体参与进来ꎬ 帮助企业转变模式ꎬ 令其客户能够以全新
方式体验企业的产品、 服务与品牌ꎮ 这是一种全新的客户参与体系ꎬ 它正
在让企业创造出以客户为中心的划时代的创新体验ꎮ
尊敬的读者 / 客户ꎬ 当你打开手中这套书ꎬ 就如同打开了数字百宝箱ꎮ

书中收纳的 １５ 份研究报告分别就社交、 移动、 分析和云技术四个专题展开
了现状调研和趋势分析ꎬ 进而向企业提出战略建议和实施指南ꎮ 更为宝贵
的是ꎬ 每份报告里都引用了多个生动的企业案例ꎬ 展示了具备创新精神和
前瞻眼光的领导者们如何引领企业乃至整个行业挺立在数字大潮的潮头!
感谢你的关注! 祝你阅读愉快!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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