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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中的职能相关性
人类迎来了技术创新的黄金时代，数字技术彻底改
变了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在这样的时代中，企业
不断在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构成的广阔生态系统
中，以指数级速度建立全新的联系，推动合作发
展，促进业务成功；在数字化热潮的推动下，企业
需要在本地和云端环境中实现组织转型；同时，首
席信息官 (CIO) 这一新兴职位正在崛起，而担任这
个职位的人需要拥有远见卓识，以及敏捷的业务洞
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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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 CIO 的角色：从提高 IT 运营效率到实现 IT 业务转型

企业领导非常清楚，技术是赢得客
户、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关键。然而，
要保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盈利模式，企
业高管，尤其是 CIO，需要寻求一种
机遇，借助技术产生与众不同的业务
价值。
CIO 是一个新兴的职位，其中的“I”不
再 仅 仅 关 乎 于 “信 息 ”，还 关 乎 于 创
新、创意、投资和社交互动。CIO 需
要从战略高度转变思维，以便：

在颠覆性创新不断挑战现状的世界
中，CIO 需要提升自己的创新智商。
为了变得更加智慧，推动创造更多价
值，CIO 应当：

•

采用“消费化的”技术，脱离专有技
术思维，探究商用 API，这些 API
更加简单易用，成本更为低廉，可
以带来更大的便利。

改 变 IT 组 织 模 式 ，促进 并 满 足
2020 年以及以后的业务需求，尤
其是在全新的数字和认知领域方
面。

•

通过开放标准和外部人才引入简化
IT，通过接受开放标准、云技术和
更广泛的技能，提高组织劳动力的
专业水平。

•

图 1.
最重要的因素：CEO 们认为，技术是影响企业的最重要外部因素。

•

应用人工智能，推动在 IT 组织和
企业内进行工作负载转型。

•

通过在传统维度内外部建立合作关
系，推动提高相关性。

•

构建安全的基础架构，保护资源和
资产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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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新定义竞争：CEO 独特观点”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http://www-935.ibm.com/services/c-suite/study/studies/ceo-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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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 CIO：战略思考，敏捷行动
知名管理专家 Peter Drucker 曾说“管
理是把事情做对；领导则是做对的事
情。”这也许就是 2020 年的 CIO 应
当采取的平衡做法 - 如何通过战略思
考和基于数字技术的行动创造持续的
价值。

高管、员工、合作伙伴和客户需要了
解 CIO 所投资的战略目标。技术不应
只是被用作一种实用工具，而应发挥
更大的作用，促进企业转型；在这个
过程中，CIO 应该担当建立共同愿景
的基石。

对于 2020 年的 CIO，首先要做的就
是突破传统的运营和管理方法。要想
突破传统的数据中心思维，拥抱云端
的数字化和认知世界，CIO 应当：

CIO 应该通过支持业务发展，洞悉技
术管理之道。要发挥这种作用，CIO
可以先从缩小他们的自我认知与业务
部门对其的印象之间的差距开始。这
样 一 来 ， CIO 的 形 象 肯 定 会 焕 然 一
新，具备实现成功必备的行为派思
想，进而自如地应对数字世界随时随
地出现的挑战。

•

与核心利益群体建立更加有效、更
加个性化的关系，推动创新发展。

•

促进数字化转型，管理企业范围的
监管与合规工作。

•

通过客户与生态系统进行互动，加
速创造可以产生收入的商机。

较之于业绩欠佳企业
CIO，表示已经整合业务和
技术部门力量来实现创新的
受访业绩出众企业 CIO 的
数量要高出一倍以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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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消费化的技术和最佳实践
CIO 需要超越以往的经验，打破对自
身在数字时代所扮演角色的先入为主
的观念。这对于任何 CIO 来说都至关
重要，可以决定他们的职业生涯。这
会涉及到 CIO 战略使命的关键推动力
量 - IT 消费化。
如果 CIO 希望在企业领导层中发挥更
加重大的作用，他们就需要加速组织
创新和技术创新，满足员工和客户对
移动应用和云应用的速度期望。
通过拥抱 IT 消费化，CIO 和整个 IT
组织可以获得与众不同的优势，这对
于预测市场需求或工作场所需求以及
据此采取行动都至关重要。对于
2020 年的 CIO 来说，这意味着要具

备所需要的灵活性和自信心，以便成
功地发挥多重作用。CIO 应当：
•

通过采用由外入内的方法，将自己
定位为变革推动者，深入探究即将
投产的新兴技术。

•

将自己定位为企业计划的关键合作
伙伴，同时继续推动应用开发和云
端迁移。

•

做好充分准备，拥抱 API 经济，同
时继续努力保护 IT 系统。

•

根据业绩和运营卓越性定义自己，
同时帮助设计制定数字化战略，提
高利益相关方满意度和客户获取
率。

40% 受访 CIO 表示他们在业务
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但是只有
20% 的业务高管表示认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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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 IT：采用开放标准，打开组织大门

随着传统 IT 组织角色和优先任务的不
断变化，CIO 需要致力于与企业内外
部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开展持续的对
话。2020 年的 CIO 需要有效管理内
部人才，横跨数字生态系统开发和吸
引外部人才，进而更加高效地发布产
品和服务，加快上市速度。
根据 2015 年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全
球最高管理人员调研，包括 CIO 在内
的高级管理人员都十分注重开放平台
业务模式。3 随着技术资产（包括基础
架构、数据和应用）不断迁至云端，
业务运营模式的内在简化过程逐渐形
成。IT 生产环境仍然保留客制工作模
式，同时业务环境在标准解决方案的
推动下加速发展。

全新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基于云和
API 的平台的充分利用，可以帮助
CIO 缩短上市或部署时间，从而为企
业创造更多价值或利润。这些发展变
化，加之对外部生态系统的开发利
用，不断推动企业实施可衡量的内部
变革，这将有助于 CIO 构建敏捷的
业务优先环境（见侧边栏，“采用业
务优先的方法”）。对于任何的 CIO
来说，这都是实现重大成功的秘诀。

采用业务优先的方法
一家领先的工业部门企业的 CIO 表
示，他们通过摒弃陈旧的从 A 点到
B 点的线性策略，采取全新业务优先
的方法，成功地应对了所面临的挑
战。这意味着要淘汰许多内部 IT 资
源，利用对于加速实现成果至关重要
的庞大的敏捷数字技能网络。最终，
他们提高了效率、盈利率和业绩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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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2020 愿景的出发点
积极进取的 CIO 会营造一种 IT 环境，
鼓励有计划的变革，推动实现最佳结
果。以下是三个关键的出发点：
•

从内外部寻求人才。评估技能需求，
既包括 IT 组织内部的技能需求，还
包括亟需填补的人才需求。通过“零
工经济”，利用可用的非雇员技能，
弥补内部员工的不足，进而创造价
值、降低成本。4

话题专家

•

•

从战略高度审视技术支出。深入探
究如何确保预算和支出与需要采取
的行动保持一致。资本支出和运营
支出都应当反映对于实现业务成果
至关重要的业务计划。
关注结果。控制 IT 引擎的最大马
力，以影响速度和轨迹。通过衡量
实现短期价值和可持续价值的利
弊，完成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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