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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CEO面临的首要任务，这是IBM 2010 CEO调查得出的结
论之一。1 当前的企业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计划来做到这一点。
但客户是否对此同样热情呢？确切地说，大多数客户并未通过社交媒体简单地与企
业保持联系，他们更加注重实际。要想成功发挥社交媒体的潜力，企业需要设计出
能够在时间、关注点、许可及数据方面为客户带来具有切实价值的体验。

贴近客户

随着全球社交媒体使用量的急剧增加，企业承受着巨大

然而，将社交媒体用作吸引客户的渠道对传统CRM理

的压力，因为他们难以弄清客户到底身处何地。如今，

念提出了巨大挑战。CRM战略是以流程和技术为支撑

在社交媒体内或者社交网站内的客户活动越来越虚拟

的，其目的是管理客户关系，从整个客户生命周期内获

化。在这个由客户控制和双向交流的环境中，客户和企

取最大价值。这些战略一般注重于客户管理所需的运作

业是否与彼此的期望保持同步？

响应能力。但是，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企业对客户关系

让我们来看一下消费者和企业接受社交媒体的速度。

2010年，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令人吃惊。Facebook的活
动用户数量高达5亿多，其中70%位于美国以外。2 到
2010 年 3月，自从微博在 2006 年发布以来，通过微博
发送的消息数量超过100 亿条。同年7月，这一数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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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一倍，达到200亿。 在亚太地区，仅2010年2月就
有50%的上网用户访问了社交网站，访问总人数达到

2.403亿。4

不再有控制权。相反，客户(及他们所用的具有高度影响
力的虚拟网络)推动对话的进行，这种空前的直接性和
影响范围可优于企业在营销、销售和服务方面的行动。
企 业 需 要 以 新 的 战 略 抓 住 这 一 变 革 机 遇 －即 社 交

CRM，它的理念是企业要抛弃管理客户的做法，代之
以推动客户看重的协同体验和对话。
了解客户最看重什么，尤其是当客户处于社交平台的独
特环境中时，是制订社交CRM战略的关键第一步。什

很明显，社交媒体是客户汇集而且企业希望进入的地

么触发客户通过社交媒体寻找公司或品牌？什么因素促

方。社交媒体对于企业贴近客户具有无穷的潜力，通

使客户不愿意交互？社交网站是否影响企业所期望的客

过社交媒体，企业有望提高收入，降低成本，并提高效

户忠诚度？

率。如预计的那样，我们的调查结果指出，各企业都纷
纷开展了社交媒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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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消费者，旨在了解谁在使用社交媒体，他们经常访

• 拥护悖论 – 这是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大
多数企业认为社交媒体将增加消费者对其的拥护，但

问哪些网站，以及哪些因素推动他们与企业交流。我们

只有38%的消费者同意这一观点，而超过60%的消费

还询问了350位高管，了解他们认为客户为什么和他们

者认为对企业或品牌的关注是社交媒体交互的前提。

的组织交互(请参见侧边栏：调研方法论)。对于认为消

企业需要寻找创新的方式利用倍受消费者信任的社

费者与其联系是为了保持对其品牌的关注的企业，我们

交群体的强大力量。

为了找到答案，IBM商业价值研究院调查了全球1,000

调查的结果可能出乎它们的意料。事实上，消费者更感

这对企业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他们面临着重大的任

兴趣的是获得切实的价值，这意味着企业可能会将其对

务。即使对于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社交媒体也是企业

客户亲和力的期望与消费者交流的意愿混淆。

当前面临的最大破坏力之一。我们的调查指出，企业纷纷

我们的研究指出，消费者对于社交媒体交互有强烈的意

建立社交CRM的基础，但预计他们将遇到变化和不确定

愿，而且尽管他们接受社交媒体，企业也不能假设他们

性的难题。5 在迫不及待加入这场洪流的过程中，企业需

与企业交互的意愿，或者对此想当然：

要关注客户价值，避免陷入我们所发现的认知偏差中。

• 全球各地、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对社交媒体趋之若
鹜，但大多数消费者只是偶尔与企业交互。尽管社交

调研方法论

媒体的接受率快速提高，但只有极少数消费者经常通
过回复帖子和发表原创内容而交互。

• 主要用于与好友和家人联系 – 而不是关注品牌。超
过一半的消费者从未考虑通过社交网站与企业交互。

2010年10月，我们进行了两项在线调研：
在第一项调研中，我们调研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
法国、德国、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的1,056名消费
者。参与调查的消费者代表了Y 一代、X 一代和婴儿潮一

对他们来说，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是个人与好友和家

代，他们的家庭年收入为25,000至100,000美元。6

人联系的方式。

在第二项调研中，我们调研了这些国家中的351位企业高
管(不包括加拿大)。高管们来自以下领域中的企业：流通、

• 认知与现实 – 消费者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发现，在
企业认为消费者关注哪些方面和消费者表示他们希

通信、金融服务、工业和公共事业/医疗。此外，为了从负

望通过社交媒体与企业交互获得什么两者之间存在

责社交媒体计划的高管获得定量的数据，我们采访了美国

巨大差距。消费者希望通过他们的时间、许可和个人
数据获得切实价值。但是，企业认为获得优惠和购买
是消费者与其交互的最不重要的原因。

实现切实价值是大多数消费者通过社交
网站与企业交互的最主要原因。

和英国的17位高管。通过与Oxford Economics合作，我
们还开通了社交CRM博客，目的是让社交媒体和CRM专
业人员以及其它感兴趣的人对社交CRM主题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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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迅猛发展

费者增长动态和在社交网站上的活动，观察消费者的态

参与此次调研的在线消费者中，近80%的被调查者在社

度和吸引他们最先与公司交互的触发因素。

交网站上有至少一个账号，用于快速且轻松地与别人联
系。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在媒体分享网站上有账号，用于
访问或者上传照片、视频和其它类型的媒体。但只有少
数消费者( 仅5%)经常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回复别人的评
论或发表原创内容。

那么，谁将接受社交媒体，他们将使用哪些网站？据预
计，Y 一代仍占据最大的份额，但X一代并没有落后太
多，而且婴儿潮一代正在迅速赶上，尤其是在使用社交
网站方面，例如Facebook、LinkedIn、Orkut和QQ。
婴儿潮一代中使用这些网站的人数增长最快。2009年，

种回报。即使这种回报是无形的，例如保持联系或者友

50%的婴儿潮一代使用了社交网站。7 据我们的调研指
出，到201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了72%。然而，婴儿潮

情的感觉，参与者也会积极地、有目的地寻求价值。对

一代在使用其它类型的社交网站方面的比例没有这么

企业来说，挑战在于了解客户关心什么，并创造能够提

高，20%的人没有在任何社交网站上注册过账号，其积

供这种价值的社交媒体体验。但首先，企业需要了解消

极性远低于X一代或Y一代(见图1)。

社交媒体的最终目的是在与其他人交互时，期望获得某

社交网站

媒体分享网站

微博网站

博客网站

维基

社交评论网站

社会化书签网站

没有账号
■ Y一代 ■ X一代 ■ 婴儿潮一代
备注：1) 样本大小 N=1056。2) Y一代：1975至1992年出生的人(18至35岁)；X一代：1965至1974年出生的人(36至45岁)；婴儿潮一代：196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46
岁以上)。资料来源：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分析。CRM调研2011。

图1. 谁在使用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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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潮一代并不是唯一喜爱社交网络的人。这些网站

人们希望加入自己在其中有影响力的网站。他们加入

也同样受到 X 一代和 Y 一代的欢迎。媒体分享网站 ( 例
如YouTube、Flickr和SlideShare)的受欢迎程度位居第

Facebook等设计网站的原因是这里正在进行对话。相
反，消费者不愿意在利基网站上注册账号，例如专门写

二，但账号数量大大减少。Y一代在数量上仍然领先，

博客或者对餐厅发表评论的网站。然而，在新兴市场

达到57%，但不到一半的X一代在这些网站上有账号，

中，情况有些不同，博客和微博更受欢迎( 请参见侧边

而婴儿潮一代的比例仅为三分之一。

栏：新兴市场中的趋势)。

微博占第三位，主要用户是 X一代和Y 一代，而婴儿潮

企业对这个全球化的社交媒体现象有切身的体会，并

一代 的数量很少。人们在其余社交网站上注册的账号

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近70%的高管表示，如果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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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例如博客、维基、社会评论和社会化书签网站。

企业不参与其中，他们就会被抛弃，而超过一半的人相
信，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通过社交媒体成功地赢得客
户。毫不奇怪的是，企业纷纷接受社交网站恰恰反映了

新兴市场中的趋势

消费者对社交网站的接受度，其中79%的人表示他们在

在新兴市场中，尤其是在中国，据上网用户表示，他们的社

社交网站上有个人档案或者其它信息，而超过一半的人

交媒体账号主要是微博(75%)和博客(66%)，比例高于其

使用过媒体分享和微博网站(见图2)。

它国家。在亚洲，人们通过博客与好友和家人保持联系；
因此，博客的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一般少于 11个人。然

尽管消费者对社交网站的接受程度的确非常高，但企业

而，在西方国家中，博客被认为是一种发表意见的形式，

也需要明白，这些数字可能不可靠。为了更好地了解确

它针对更大范围的对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很

切的社交媒体交互，我们通过询问消费者如何在社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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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对社交媒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印度和巴西的

站上交互，并根据他们参与的程度而将消费者分类 – 他
们是否只是阅读、偶尔交互还是始终参与。我们的调查

增长速度最快，超过90%的被调查者表示在社交网站上有

结果进一步强调了以往其他类似调研的结果。10

少人这样做。

账号。社交网站使用量在新兴市场快速增加的原因对于各
个国家不尽相同；然而，在这些地区，Y一代和年轻用户的
集中化、文化对于与好友和家人保持经常联络的影响以及
移动技术的普及共同促成了社交媒体的爆炸性发展。

社交网站上只有少数消费者可被视为经
常交互的群体。

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5

在社交网站上有档案的企业比例
社交网站
媒体分享网站
微博网站
维基
博客网站
社会评论网站
社会化书签网站
■ 有档案/资料

■ 没有档案/资料

■ 不知道

备注：数字经过四舍五入达到100%。资料来源：IBM商业价值研究院。CRM调研2011。

图2. 与其它类型的社交媒体相比，企业更愿意使用社交网站

最后一个群体，即沉默观察者，占 20%，他们仅在一

只有少数消费者 – 参与的作者仅占5% – 几乎始终回复
别人的评论，或者发表自己的帖子。另一个人数最多的

旁观察。尽管他们有账号，也阅读内容，但并不参与其

群体 － 我们将其称为偶尔参与者(75%)，只是偶尔回复

中，而且从不加入对话，也不发表原创内容。

或者发表原创内容。
这些参与者类别对希望使用社交媒体贴近客户的企业
来说具有多重意义。创新的企业确定参与的作者，与他

鼓励交互的有针对性的活动可刺激偶尔
参与者加入进来。

们合作，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作为品牌传播者。偶尔参
与者和某些沉默观察者也组成了有可能参与交互的丰
富储备力量。企业应将此作为赢得新客户和现有客户的
机遇。然而，这可能需要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多渠道活
动，为使用社会化方法的客户提供奖励，进一步推动他
们真正参与到交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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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
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社交媒体是与好友和家人保持联

作为一个群体，
“参与的作者”更有可能与企业交互

系以及了解新闻和获得娱乐的方式 – 而不是与品牌进行

(60%)，但他们仍将这个原因排在众多其它原因之后，他
们当中高达92%的被调查者选择“与好友和家人联系”。

交互的工具。
我们询问被调查者为何访问社交媒体或社交网站，70%
的消费者选择“与好友和家人联系”，而只有23%表示
“与品牌交互”(见图3)。

消费者访问社交媒体或社交网站的原因
与好友和家人联系
了解新闻
了解娱乐
发表意见
查看评论
与人联系
分享媒体
研究工作
开展交易
与品牌交互
工作网络
写博客
教育
找工作
其它
备注：样本大小N=1056。资料来源：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分析。CRM调研2011。

图3. 不到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使用社交媒体与品牌交互

事实上，只有一半多的消费者称，他们从不通过社交媒
体与品牌交互(55%)。

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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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隐私的担忧(47%)和垃圾消息(42%)是他们不愿意使

认知与现实

用社交网络的主要原因。此外，超过三分之一(34%)的
被调查者称，他们只是没有兴趣将品牌交互作为参与的

65%的企业将社交媒体视为新的收入来源，但同时，许
多企业认为获得折扣和优惠券并且购买产品或服务是客

原因。

户在社交网站上关注企业的最次要的原因。11 具有讽刺

在与品牌交互的45%的被调查者中，大部分(66%)人表

意味的是，消费者表示，获得切实的价值是他们与企业

示，他们需要在认为企业诚实地与他们交流之后才与企

交互的首要原因，这对于希望通过社交媒体赢利的企业

业交互。67%的企业认为，他们的企业文化鼓励与客户

来说是个好消息。

的透明沟通；然而，三分之一的企业对此表示冷淡，或
者认为他们的企业文化并不支持这种做法。努力提高透
明性的企业将面临着被客户认为虚假或者操纵的风险。
这些类型的组织可能会发现难以真诚地交互，而这是企
业与客户在社交媒体上交互必须做到的。
这对企业意味着什么？企业需要明白，不足一半的客
户有可能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与它们交互。当然，对于特
定行业或业务类型的目标市场，这一数字可能有波动。

在被问及通过社交媒体与企业或品牌交互的过程中希望
获得什么时，消费者列出的两项主要活动是“获得折扣
或优惠券”和“购买产品和服务”。他们将“查看评论
和产品排行”列在第三位，这也是客户在决定交互之前
研究产品信息的购买过程的一部分。
相反，在被问及高管为何认为客户在社交网站上追随他
们时，他们认为获得折扣和购买产品或服务是客户最不

然而，无论客户的情况怎样，在企业制订社交媒体战略

感兴趣的两件事 – 这与客户的排列正好相反(见图4)。

时，它们都必须自问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人们为何选

同一个问题反映了另一个相关的认知偏差。认为消费者

择在社交媒体中关注我们，而不是通过传统渠道与我

与他们交互是为了感觉自己是群体一份子的企业比消费

们保持联系？”答案可能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客户聚

者多三倍。企业也高估了消费者对于与他们交互是对品

集在社交网站上，而且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持沟

牌保持关注的渴望。事实上，从消费者角度讲，这两项

通。”对于“参与的作者”和“偶尔参与者”，这可能

活动是最不感兴趣的活动。

也是他们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然而，真正的机遇在于
企业吸引那些不愿意参与的其他人群的能力。企业需要

如果消费者认为有益处，感觉到他们能够信任企业，并

努力以公开和诚实的态度与这些客户沟通，了解他们最

且确定社交媒体是能够确保他们获得所需价值的正确渠

看重什么，并提供好处，吸引他们采取行动。

道，则他们愿意与企业交互。这种价值的形式可能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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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排序：
通过社交网站与企业交互的原因

认知偏差

企业的排序：
消费者为何通过社交网站追踪它们

(61%)折扣

了解新产品(73%)

(55%)购买

一般信息(71%)

(53%)评论和产品排行

发表关于最新产品/服务的意见(69%)

(53%)一般信息

专有信息(68%)

(52%)专有信息

评论和产品排行(67%)

(51%)了解新产品

归属感(64%)

(49%)发表关于最新产品/服务的意见

客户服务(63%)

(37%)客户服务

就新产品/服务发表看法(63%)

(34%)参与活动

成为社区的一份子(61%)

(33%)归属感

参与活动(61%)

(30%)就新产品/服务发表看法

购买(60%)

(22%)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折扣(60%)

备注：消费者：N=1056；企业：了解新产品N=333，一般信息N=336，发表意见N=334，专有信息N=333，查看评论/ 排行N=333，归属感N=331，客户服务
N=331，发表看法N=332，成为社区的一份子N=329，参与活动N=332，购买N=334，折扣N=331。
资料来源：IBM商业价值研究院。CRM调研2011。

图4. 企业对于消费者为何通过社交媒体与它们交互存在某些认知偏差

惠券或特定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与企业保持交互可能

尽管存在这种认知偏差，但实际情况是，对于希望从社

导致消费者的归属感 – 这是一种情感方面的无形获益 –
但对亲密感的希望并不是推动力量。

交媒体中赢利的企业来讲，客户希望使用社交网站与企

希望通过社交媒体对话与客户保持更密切联系的企业可
能错误地预计了亲密感对于客户交互动机的作用。与企
业交互和与好友交互并不一样。大多数消费者并不是积
极的品牌拥护者，他们与企业保持联系主要是感觉到他
们与品牌社区保持联系。

业打交道是一个好消息。社交商务正迅速成为社交媒体
中的一个主要力量，而且我们相信，便捷、节约成本和
独家优惠将超越消费者对隐私的关注。消费者越来越多
地利用社交媒体获得好友、家人、专家和整个社会群体
的建议、评论和意见。一旦他们获得了这些内容，就会
有非常强的立即购买的冲动。改变打交道的渠道会越来
越被消费者认为不方便，甚至非常麻烦。

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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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第三方社交平台提供了商务机

媒体订票窗口”，允许客户不必登录达美航空公司的网

遇，例如Facebook(见侧边栏：Cold Stone Creamery
－ 为真正的好友提供真正的价值 ) 。2009 年，1-800

站即可预订机票。达美航空指出，客户将Facebook 用

FLOWERS.COM率先实现了让客户在Facebook上选
择产品，并通过Facebook网页直接购买。12 2010年，达
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在Facebook上推出了“社交

于订票的数量超过其它任何网站，使其成为这项举措的
“自然启动点”。14
社会商务渠道的利用率随着行业、消费者对隐私的担
忧(中国和德国最高，分别为56%和54%)以及法规或法
律限制而不同。然而，对大多数企业来讲，“一站式购

Cold Stone Creamery – 为真正的好友提供真正的价值

物”的便利性和满意度使它们难以拒绝。

Cold Stone Creamery在Facebook上的eGift计划是社

拥护悖论

交商务通过允许追随者将实体礼品送给好友而优化社交网
络中独特的社区特性的绝佳例子。

Cold Stone Creamery是一家冰激凌销售商，在16个国家拥
有1,500个业务点。公司希望寻找一种创新的方式为追随者

这是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企业认为社交媒体
交互将提高客户忠诚度。然而，许多客户表示，他们需
要先有对企业的忠诚才会参与交互，而且对于这些交互
将有多大的影响力持不同看法。

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同时对店内销售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

Cold Stone在Facebook上的页面，客户选择将礼品送给一

在IBM 2010年全球CEO调研中，88%的CEO称，在未

个或多个好友，选择好友希望收到的产品，写下个人留言，并

来五年内，“贴近客户”是企业最关注的问题。15 这一

通过具有丰富安全保障的结账流程而完成这一工作。接收人

推动力在本次调查中也得到了反映。近四分之三(70%)

会收到Facebook留言或电子邮件，其中包含eGift和相关的

的被调查者认为，通过社交媒体获得客户将有助于提高

兑换代码。在收到指令后，接收人可以兑换商品，并在Cold

客户的拥护度。

Stone在美国的任何一家店内定制自己的口味。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Cold Stone将社交媒体的交互与切
实的消费者行为模式链接起来，提高了获利能力。公司通
过为追随者提供一种有趣且轻松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向
好友送小礼品 – 他们认为客户很看重这一点，从而通过
Facebook而赢利。公司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 在几
星期内，eGift的销售额增加了几千美元，并且不断提高。13

大多数消费者与和他们有牢固联系的品
牌或企业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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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消费者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只有38%的消费者

期六”计划就是利用社交媒体根据共享价值观与客户联

认为通过社交媒体与企业交互会显著影响他们对企业的

系，同时为消费者和企业带来切实价值的例子 ( 见侧边

忠诚度，28%的人保持中立态度，而三分之一(33%)表

栏：美国运通小型企业星期六计划 – 跨越情感分界线)。

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与企业交互不会让他们感觉对企业
更加忠诚。
此外，对于通过社交媒体与企业交互是否会影响消费
者对企业的消费，他们的看法也不同。不到一半的消费
者(49%)认为参与交互后他们可能会购买企业的产品。

美国运通小型企业星期六计划 – 跨越情感分界线
美国运通希望满足两组人的需求：会员卡持有人和销售
商。由于预计到美国在周末是繁忙的购物时间，美国运通
启动了小型企业星期六计划，该计划针对消费者，让他们

27%的消费者认为社交媒体交互不会影响他们的支出，
而24%的人保持中立态度。另外，近三分之二的消费者

回顾当地的小型企业。这一聪明的活动利用了消费者对折

(64%)对品牌或企业的热情是通过社交媒体与企业交互
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大多数消费者可能仅与他们已经

划在繁忙购物季为小型企业客户提供支持。

熟悉并喜爱的品牌交互。

按钮宣布“我来了”，并且与所有Facebook好友分享体

换句话说，参与交互的消费者已经与该品牌或企业建立

验而支持这一活动。为了推动这项活动的传播，对于每次

了亲密感，而且仅通过社交媒体参与不一定会提高忠诚
度或增加支出。但好友或家人的建议可能会产生不同的
结果。据IBM于2010对零售业进行的调研指出，45%的
消费者在购买前寻求好友的建议，而超过三分之一的消
费者转向外部来源 – 其他消费者或独立专家 – 获取关于
产品的信息。只有18%的人依赖零售商和制造商。16 社交
社区的认可和影响力可以在某人“喜欢”Facebook上的

扣的期望以及他们对于社区经济繁荣的关心。同时，该计
公司鼓励Facebook上的用户通过点击类似Facebook的

点击，美国运通都会向广受欢迎的慈善组织Girls Inc.捐出
一美元。这一慈善捐助是一项锦上添花的举措，并且制订
了详细的信息。任何人都不必提供个人信息，可以通过点
击表示“喜欢”活动而传播这一口号。即使非持卡人也可
以点击，这是在非客户之间建立亲密感的关键。
在该计划的Facebook页面上，客户和企业可以“大声”
交互，而持卡人可以使用美国运通卡与小企业签约而获得

一家企业或者转发企业在微博上的消息而得到体现。

25 美元的奖励。美国运通筹集了100万美元慈善款，并
将25美元奖励活动延期到年底，鼓励支持者参与对其体

企业可以通过设计具有明确目标(即从情感上影响客户，

验的投票。17

并激发他们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的社交媒体计划而
利用这一机遇。美国运通在Facebook上的“小型企业星

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建议和未来行动
企业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创造一种自身品牌独有的社交媒
体体验，为客户提供价值，并且利用社交社区的强大能力。

11

• 开始从客户角度考虑。不要问您的企业为何需要参与
到社交媒体中，而是询问客户为何会选择在社交平台
中与您的企业额交互。改变社交交互战略，注重能够
为客户提供他们寻求的价值，这样客户就能与您保持

企业需要考虑以下方面，为成功推出有助于改变客户关
系的社交媒体计划而奠定基础：

• 认识到社交媒体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我们认为，
对许多企业来说，社交媒体将变成网关，甚至是与客

•

亲密感。

• 如果不确定客户价值是什么，则询问客户。对话和参
与是社交媒体的作用。企业需要设计创新的方式通过
投票、激发想法和提问而获取客户对您的看法。让客

户联系的主要沟通渠道。在企业设计社交媒体计划的

户通过对他们喜爱的想法或创新进行投票而参与其

同时，它们需要以统一的观点，充分考虑到客户与企

中。事实上，让客户对成效投入将帮助建立您所寻求

业接触的其它情景。

的拥护度和品牌粘性。

明确社交媒体和其它渠道的区别。社交CRM的目的
是实现客户的参与，为客户和企业双方带来收益。传

• 从社交媒体中获益(如果这是客户希望的)。使客户能
够快速且轻松地通过社交媒体体验而直接与企业打

统的客户关系管理模式需要适应客户现在拥有控制

交道。制定社交商务活动，利用对时间敏感的优惠或

权的现实。

折扣激发特定的客户采取行动。要想使客户参与其中

• 创造无缝的客户体验 – 跨越社交媒体和其它渠道。
如果您知道客户在一个渠道中，则也需要知道他或她
也在其它渠道中。这意味着社交解决方案不应被设计

并成为回头客，内容必须新鲜，并具有相关性。为那
些与好友共享内容的客户提供奖励，从而实现社区平
台提供的病毒性传播优势。

为孤立的计划，而是需要全面地与其它面向客户的举
措集成在一起。

成功的社交CRM 战略有助于促进客户
看重的协同体验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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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作者

对于企业为何希望使用社交媒体与客户交互，这一点
很容易理解。这样做能够带来真正的、深层的好处。首

Carolyn Heller Baird，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的全球
CRM 研究主管。她拥有近 20 年的丰富经验，专业领

先，社交交互本身通过从社交商务中获得收益并且在用

域涉及客户体验和CRM战略、数字媒体开发、企业交

于客户关怀或研究时节约成本而为企业提供直接的价

流、营销与品牌。她的联系方式是：

值。此外，社交网络可实现优惠信息和内容的快速病毒

cbaird@us.ibm.com

式传播，而传播范围可能会超过传统渠道 – 所有这些都
由人们信任的连接提供支持。但这仅仅是开端。企业还
可以使用社交平台挖掘数据，用于品牌监控和对客户的
深入了解，从而推动创新，以改善服务、产品和客户体
验。在倾听－分析－参与－演变的持续过程中，企业可
以优化社交媒体计划，持续地增强业务能力。18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好处，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了解如
何消除异议，让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了解通过社交媒体
与他们保持联系的原因。那些迫切希望贴近客户的企业
纷纷在社交网站上建立网页，发布视频和微博，然而，
如果这些企业不关注绝大多数客户到底最看重社交媒体

Gautam Parasnis，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合伙人和
副总裁，并且是全球CRM主管。他在制订客户体验和
CRM战略，推动企业CRM转型及提供实现技术方面拥
有20多年的丰富经验。他的联系方式是：
gautam.parasnis@us.ibm.com

撰稿人
Saul Berman，合伙人和副总裁，全球战略和咨询主管
与创新和增长服务领导人，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Geoffrey Hamelin ，市场和解决方案开发领导人 /
CRM，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哪些方面，它们可能会错过机遇。事实上，对于需要一
个合理理由参与交互的75%的“偶尔参与者”来说，为
消费者提供切实的价值可能是吸引它们的最强的力量。
对于那些认为“建立社交媒体网站后客户就会跟随”的
企业来说，这些关于消费者的调查结果是一个提醒，如
果希望不仅吸引最专注的品牌拥戴者，企业还有更多工
作要做。

Denise Arnette，市场和解决方案开发领导人/创新和增
长、战略和转型，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d'Artagnan Catellier，创新和增长、战略和转型领导
人，中欧和东欧，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Rawn Shah，社交业务转型顾问，IBM软件部
Eric Lesser，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研究总监

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5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turity of companies’
social media strategies, refer to the second paper in this

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积极与客户协作，为客户提供
持续的业务洞察、先进的调研方法和技术，帮助他们在

two-part series: “From social media to Social CRM:
Reinvent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IBM Institute for

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从整合方法、业
务设计到执行，我们帮助客户化战略为行动。凭借我们

13

Business Value. 2011.
6

在17个行业中的专业知识和在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

We define Generation Y as those born between 1975
and 1992(18 to 35 year olds), Generation X as those born

全球能力，我们能够帮助客户预测变革并抓住市场机遇

between 1965 and 1974(36 to 45 year olds) and Baby

实现盈利。

Boomers as those born in or before 1964(46 years ol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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