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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变化和新技术的发展为零售和消费品
行业带来巨大的挑战，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来自渠道
的挑战、创新业务模式所带来的压力、稳步增长的消费
量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零售和消费品企业必须抓
住时机，以开放姿态面对客户影响、领跑数字与实体的
融合、创新。

如何与客户分享话语权并积极参与建立新的业务模式？
如何借助数字化装备重塑工作方式、拓展视野并实现新
的价值？零售和消费品企业需要借鉴领先的数字化重塑
方法，在转型思路、模式选择、体验改进、渠道融合以
及运营提升等方面加速转型；同时，企业需要建立与业
务转型相适应的企业数字化平台，赋能企业经营模式转
型升级，赋能业务经营能力及效率提升，赋能对新技术
的整合利用，助力企业在数字化时代赢得新竞争优势！

引言

Stella Xie 谢宏
副总裁/高级合伙人，流通行业总经理

IBM 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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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Uber式的互联网原生企业大量涌现，各行业的传统竞争格局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这些“互联网原生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对新技术的充分运用。

前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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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实践

领先企业转型实践

IBM – 从全球整合企业到智慧企业

与此同时，传统企业也纷纷开始了“数字化转型”，寻求“突围”：

动机

策略

成效

IBM的企业规模达到千亿美元之后，进一步增长面临挑战，通过数字化使盘活存量，
降本增效成为提升股东价值的有效手段。

2012年之前，IBM转型方向是全球整合企业(Glob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
2013年之后, 转型升级为智慧企业(Smarter Enterprise)。

5年节省费用80亿美元，平均每年贡献约2%的利润率。在盘活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增量。
2016年IBM宣布成为认知解决方案与云平台公司，以数字化重塑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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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整合企业+ Cloud （云计算）= Agile Enterprise （敏捷型企业），通过
能力及资源云化，并快速部署， 提供IBM as a Service

全球整合企业+ Analytics （大数据） = Cognitive Enterprise 
（认知型企业）。通过强大的数据分析，绩效管理做到“可见，可荐，可预
见/荐“

全球整合企业+ Mobile/Social (移动社交) = Open Enterprise
 （开放型企业），通过交互系统（System of Engagement）将能力及资源
开放给客户与生态圈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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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整合企业是IBM的国际化战略， 是研发，采购， 制造， 营销，渠道与服务能
力及资源在全球的部署，历经共享服务中心、端到端流程打通、整合运营三阶段

认知型企业= 全球整合企业+ CAMS



数字化转型实践

华润创业 – 数字化平台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与此同时，传统企业也纷纷开始了“数字化转型”，寻求“突围”：

成效
赋能华创SBU高效开展数字化业务运营，支持太平洋咖啡门店数字化、雪花啤酒
CRM深化、五丰食品移动应用、总部明细预算管理等；赋能SBU数字化平台技术能
力，支持华润怡宝节约近50%的基础平台开发工作量，实现数字化应用快速开发、
上线及持续运维。

动机

策略

当前传统企业正处于“过去未去，未来已来”的发展阶段，华润创业面对着大量

的存量资产和业务，又面对着非常多的新技术新事物的冲击，华润创业寄望于通

过数字化转型获得企业经营突破。

借力行业数字化平台建设先进经验，高效搭建华创数字化平台，成为华创数字化
转型的赋能平台，并逐步打造成为快消行业数字化创新的领先舰队。

领先企业转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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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高效搭台 - 引入IBM在数字化规划、产品设计和平台建设的领先实践和积累，
敏捷高效搭建华创数字化平台，面向业务线提供数字化业务运营能力和IT线提供云
产品技术能力

赋能企业转型 - 基于数字化平台，面向华创总部及各业务单元推广应用数字化平台
的业务能力与技术能力，赋能企业数字化业务运营和输出平台技术云服务，平台赋
能与自我完善双管齐下

激发平台活力 - 创新设计数字化平台盈利模式，逐步构建数字化平台整合运营能力
与运营组织体系，激活平台自身生命力和战斗力

打造数字化领先舰队 - 成立创新实验室，推动国内外大学、研究院及集团内企业的
合作：合作实验室、市场推广合作，人员合作、产品研发合作等，尝试与国内外互
联网公司及创新型企业的合作，共同深耕快消行业市场



2

星巴克 – 极致化用户体验，
数字化重塑与信息化建设双轨驱动

星巴克数字化重塑始于2013年，通过数字化科技加强会员与品牌的互动，从而提升
品牌忠诚度。

成效
数千万活跃粉丝与忠实客户，成功打造办公室与住家之外的“第三空间”以及
虚拟的“第四空间”。
单店增长与坪效均显著高于同行，在数字化领域， 成为麦当劳，沃尔玛等领先
企业的标杆。

动机

策略

星巴克强调用户体验，通过数字化与消费者建立持久的个人亲密关系，从经营产品
转型到经营品牌文化与生活方式。

数字化转型实践
与此同时，传统企业也纷纷开始了“数字化转型”，寻求“突围”：

领先企业转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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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全平台营销，根据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等平台的不同特点
来开展有针对的营销活动，粉丝数高达数千万

数字化重塑的重心从营销，销售，服务开始，3年后延伸到商品规划，产品研发，
供应链/库存管理

数字创投部独立于IT部门，同时与CIO紧密合作，推动全球数字营销、网站、移动
终端、社交媒体、星享卡、客户忠诚度计划、电子商务、星巴克数字网络以及店内
数字及娱乐技术

信息化建设同步进行：365办公自动化，300多种咖啡的生成、配送计划，销售预
测，生产计划管理，物业管理， 基于咖啡豆来源追踪及讯息系统，客户关系管理，
ERP等

任命首席数字官Adam Brotman 负责星巴克核心的数字化业务，数字化重塑与信息
化建设双轨推动



2

科创中心将历经立足上海，辐射全国，复制推广，并在条件具备后，积极申请上市。

成效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包括投资基金的引入，创业公司的入驻；2017年2月与阿里
巴巴达成的战略合作，共同开展新零售实践。

百联科技创新中心由内生式的创新中心与外延式的创客空间双轮驱动,整合社会资
源, 实现市场化运作, 力争在2020年建设成为国家级科创中心。

动机

策略

作为国内领先的传统零售企业，百联业态齐全，资源丰富，但并不具备明显的差异
化。通过科技创新中心的建立，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 在新零
售时代打造不对称的竞争优势。

百联集团 – 科技产业化，
产融结合，引领行业创新

数字化转型实践
与此同时，传统企业也纷纷开始了“数字化转型”，寻求“突围”：

领先企业转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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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为龙头 - 市场与消费者是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以及资本运作的导向；快速抢占
机会市场是百联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源头

资本为助动器 - 充分利用资本和金融工具快速获取并提升百联及其生态圈的竞争
力，提供投融资与增值服务

科技为核心竞争力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和技术联盟是百联实现产业升级
的关键，为市场实现差异化竞争提供支持和保证，促进市场，资本的价值最大化

IBM



领先实践总结

借鉴与启示 2

转型
目标

盘活存量
降本增效

盘活存量
发展增量

发展增量 孵化变量

转型
模式

从全球整合企业到智
         慧企业

极致化用户体验，数
字化与信息化并举

科技产业化，产融结
合，引领行业创新平台赋能数字化转型

转型
策略

IBM

数字化重塑是业务层次

的战略，重塑的是业务

模式与运营模式，将对

企业文化与思维方式带

来变革，需要业务部门

的积极投入

对于具有规模的传统企

业而言, 通过数字化来

盘活存量, 降本增效是

一种“速赢”, 能够快

速见效，还可以把所节

省的费用投入到进一步

的数字化重塑项目中去

数字化重塑的实现需要

有平台化业务与技术能

力的支持，提供数字化

经营能力、互联开放能

力 、 持 续 创 新 交 付 能

力，需要企业构建敏捷

高效的数字化平台，赋

能数字化转型

信 息 化 是 数 字 化 的 前

提，数字化重塑与信息

化建设相辅相成。数字

化重塑需要机制保障，

包 括 数 字 化 岗 位 ， 组

织，赋能等。数字化与

信息化在人员技能上有

所不同，需要一系列的

选用育留与技能转型

以用户为中心，通过数

字化增强用户体验，武

装员工和合作伙伴，从

经营产品转型到经营品

牌文化与生活方式，并

由用户体验来指导核心

能力建设，通过数字化

来发展增量

9

“华创必须依托新技术，

构建数字化平台、连接生

态协作、支持精兵作战、

引领业务创新，建立与消

费者、员工和合作伙伴之

间全新的协作关系。”

智慧企业=全球整合企

业+CAMS,打造敏捷、

认知、开放型企业——

“这是一个新时代，即

认知时代，数字商业和

数字智能的黎明”

“数字化对于星巴克就是

跟消费者建立互动的、数

字化的、连接移动端的关

系，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品

牌化的，沉浸式的，体验

式的零售目的地。”

“科创中心通过市场化运

作，整合社会资金、科技、

人才等资源，由内生式的

创新中心与外延式的创客

空间双轮驱动，引领流通

行业科技转型。”



数字化转型方向3

IBM基于自身数字化重塑实践和
领先企业数字重塑实践总结的
“IBM数字化重塑   能力模型“，
将给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
有效的方法指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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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一个中心，六项能力，
驱动企业数字化重塑



数字化时代的技术更新迭代，以及由此引发的商业模式发

展浪潮非常快，“过去未去，未来已来”的状态描述，是

对当下传统企业最恰当的表述 。面对大量的存量资产和

业务，同时又面对非常多新技术新事物的冲击：

这是传统企业在数字化时代重点思考的突围方向。

企业数字化平台

· 如何盘活存量？

· 如何发展增量？

· 如何孵化变量？

企业数字化平台，正成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引擎，其整合与提供企业数字化所需的业务与技

术能力，赋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传统企业成功突围：

IBM企业数字化平台  及数字化时代企业IT管理体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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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平台是企业数字化能力的生产与输出平台，

支持重塑用户体验，武装员工和合作伙伴，是企业的

智慧运营中心

数字化平台是企业数字化运营的信息平台，

整合复杂庞大的内部数据和丰富多样的外部数据，

支持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洞察分析、业务应用与创新，

是企业的智慧中心

数字化平台是企业数字化能力持续交付平台，保障全

触点应用能力、平台能力的持续迭代、持续交付，打

造数字化平台创新的加速器，是企业的持续交付中心

数字化平台是企业数字化能力的开放平台，对内整合

各后台系统能力，对外链接各平台电商、O2O平台与

社交平台等，是企业的生态塑造中心

数字化平台是企业数字化能力快速创新平台，支持面

向各类型用户敏捷提供数字化创新应用支持，实现平

台的快速响应和敏捷实现能力是企业的能力创新中心

企业数字化平台
是企业的智慧运营中心、生态塑造中心、智慧中心、能力创新中心和持续交付中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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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消费者全触点体验，武装一线、实现精兵作战

第一大能力群／全触点应用

数字化平台能力
IBM基于近十年在电子商务、全渠道转型和数字化重塑的咨询与实施经验，总结借鉴IBM自身的数字化

重塑实践，提出传统企业数字化平台的建设需要聚焦以下五大能力群 ：5

面向C端消费者：重塑消费者体验

对接外部平台电商、O2O平台开展业务经营，包括品牌、   
商品展示，口碑营销、线上线下引流转化、销售管理，交付
管理及售后服务等

对接外部社交平台开展客户经营，包括营销推广、内容管
理、粉丝管理、粉丝引流转化等

自建线上、移动、线下全触点应用开展业务经营，面向目标
客群提供更有深度的产品、互动及增值服务等

核心能力

建设目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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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向一线员工、合作伙伴：武装精兵作战

面向一线员工自建数字化应用，如销售助手、管理助手、客
服助手等，基于数字化运营平台强大的业务能力，赋能一线
员工销售、管理及服务能力，提升一线人员业务能力

面向合作伙伴提供数字化应用、协作运营门户等数字化手段，
提供合作伙伴的协同作战能力，整体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运营
能力



以重塑用户体验为核心，全面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有效落地

第二大能力群／数字化运营平台

建设目标

核心能力

立足平台，辐射全局，打造企业生态圈

第三大能力群／数字化开放平台

建设目标

核心能力

打造坚强后盾：围绕客户体验、业务场景、服务场景和管理

场景，规划、设计和建立全面支持企业数字化运营的业务能

力平台，包括商品、交易、营销、会员、社交、门店、合作

伙伴（商户/经销商）、渠道等模块，整合内部后台系统能力

与数据，连接外部平台系统，共同实现对企业数字化重塑战

略的敏捷高效支持

API开放平台：是传统企业接入互联网的链接器，是输

出数字化平台枢纽价值的关键链路， API开放平台提供API 

全托管服务，丰富的API管理功能，辅助企业管理大规模

的API，以降低管理成本和安全风险，加速企业业务能力

的输出，帮助企业快速构建自己的生态圈

解放生产力：完成API 录入后，通过网关进行API文档维

护、SDK维护、API版本管理等降低日常维护成本

14

IBM

重塑客户体验：支持面向外部合作渠道、自有线上线下移动

渠道开展全渠道业务经营，支持与消费者建立无缝衔接、超

越时空的立体化覆盖体系

武装精兵作战：支持面向一线员工、运营管理人员、合作伙伴等

装备数字化工具、手段，提升一线、运营管理及合作伙伴的作战

能力和后台支援能力

大规模且高性能：分布式部署，可承载大规模访问；较低

延时，为后端服务提供高效率的网关功能

安全稳定：严格权限管理、精准流量控制、全面监控报警

2

3



洞察客户、高效运营、创新支持

第四大能力群／大数据平台

建设目标

核心能力

快速响应、敏捷创新、持续交付、安全高效

第五大能力群／数字化交付平台

建设目标

核心能力
移动应用快速开发平台：采用当前业内先进架构和分层模

式，提高移动开发的效率和协同效率

微服务快速开发平台：基于开源技术搭建微服务架构，提供

服务注册、发布和发现的实现方案，并提供安全访问和授

权、消息调用和日志记录等服务监控能力。通过微服务部署

降低系统间的耦合性，降低团队之间的相互依赖，提高效

率，快速迭代开发

持续交付平台：搭建企业数字化DevOps平台体系，实现

持续规划/开发/测试/部署发版/监控/运维，并实现对业务

的驱动，形成闭环

基础技术平台：提供安全、高效、可监控、可扩展基础技

术支持，包括：统一认证、规则引擎、高性能配置、全局

性监控、基础技术组件如消息推送、消息队列、内容管

理、报表工具等

数据采集与集成：整合复杂庞大的内部数据和丰富多样的

外部数据，采用多样化处理工具转换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

数据储存：建立数据集市、数据仓库进行多源多元数据

存储，支持前瞻性决策、降低成本、简化流程提高业务用

户的敏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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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分析： 针对各类数据进行高阶建模分析，帮助企业

以经济实惠的方式来管理和分析各种类型的数据

数据消费： 基于大数据平台数据及分析能力开展洞察分

析，包括用户画像、客户分群、精准营销、行为分析、事

件营销、预测分析、舆情监控、日志分析等



赋能数字化转型
IBM数字化平台全方位赋能企业的数字化重塑战略有效落地，推动组织、流程、人员及IT的全面转型升级：

重塑体验：基于全触点应用、数字化运营平台为客户、员工
和其他相关者提供差异化新型体验，提升互动、服务及管理
效能。

数字化平台赋能范围

赋能新体验

数字化人才：利用数字化运营平台和数字化应用，武装一线
员工，并借助数字化手段重塑企业员工的数字化经营理念和

机制，打造精兵作战。

赋能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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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务模式：基于数字化运营平台和开放平台构建高效、无缝
的新型全渠道覆盖体系；基于数字化交付平台和开放平台，通
过技术与服务输出创新企业盈利模式。

市场激活：利用大数据平台洞察客户与市场，利用数字化运营
平台及应用构建高效营销推广体系，并借助社交工具增强与客
户互动、活跃及参与。

赋能新焦点

生态链接：利用数字化运营平台和开放平台，链接外部平台
电商、社交、营销及合作商等平台，构建品牌营销、商品销
售、会员互动与服务的的生态圈。

敏捷运营：利用数字化运营平台构建企业统一的智慧运营能
力，支持新生意模式、市场激活、数字化人才及生态链接的
有效实现。

可行洞察：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客户洞察、商品洞察、运营
洞察，支持数字化营销、敏捷创新与高效运营。

赋能新方式

自我赋能：利用数字化平台的交付平台能力，更高效、敏捷
支持全触点应用、运营平台、开放平台及大数据平台的迭代
建设。

平台自我赋能



基于IBM数字化平台打造的企业数字化运营平台／全渠道平台——

敏捷有效建设坚强后盾，强力支持重塑用户体验，武装精兵作战，助力企业获得数字化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业务赋能蓝图

面向顾客：

重塑客户体验

面员工／伙伴：

武装精兵作战

面向总部：

打造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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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数字化平台的平台技术输出能力与服务：

API网关，微服务及Web开发框架，移动中台，DevOps平台，基础技术组件，大数据技术框架等六大类，

支持数字化业务应用和平台能力敏捷、高效建设

未来，数字化平台的平台技术能力，将通过应用商店、API Store、APP Store等模式将平台技术能力进行

产品化，以云产品形式直接提供技术服务。

技术赋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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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启航
基于IBM数字化平台整体解决方案，IBM可以提供数字化能力规划咨询与平台实施等七大解决方案 ，

覆盖数字化/全渠道战略规划、能力规划与设计、平台建设与运营支持等端到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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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建设内容包括：支持全

面数字化经营的业务能力，支持业务能力持续创新

的数字化技术能力，支持洞察认知的大数据分析能

力，支持构建企业生态圈的互联开放能力

传统企业根据自身业务特征和数字化转型策略的考量，可以采取差异化的切入方式建设企业数字化平台，

并同步构建持续的数字化平台运营体系：

企业数字化平台解决方案

内容概述

大型零售、消费品企业集团，寄望于构建持续数字

化创新能力的企业集团

适用企业
• 华润创业数字化平台项目

• 百联集团商务电子化项目

实施案例

全面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致力于打造企业数字化

业务经营和持续业务能力创新的全新整体解决方案

关键考量

推动企业开展全渠道业务经营，建设内容包括：

全渠道销售、全渠道营销、社交化会员管理以及

门店数字化运营的新一代解决方案

全渠道平台／数字化运营平台解决方案

内容概述

零售、消费品企业、品牌直销商，以及期望开

展全渠道经营的相关业态企业

适用企业
• 百联集团商务电子化项目- 全渠道平台

• 天虹商场全渠道规划与平台实施项目

• 王府井百货全渠道规划项目

• 华润创业数字化平台项目

实施案例

推动企业开展全渠道业务经营，重塑用户体验，

高效满足市场和客户经营需求，逐步构建企业生

态圈

关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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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销售平台是企业开展全渠道业务经营的核心

解决方案，包括：全渠道商品管理、订单管理、交

付管理、售后服务处理等

全渠道销售平台解决方案

内容概述

零售、消费品企业、品牌直销商，以及期望开展

全渠道经营的相关业态企业

适用企业
• 百联集团商务电子化项目-全渠道平台

• 天虹商场全渠道规划与平台实施项目

• 王府井百货全渠道规划项目

• 太平洋咖啡统一接单项目

实施案例

构建全渠道统一销售与管理能力，初步打造全渠道

经营能力和构建企业生态圈

关键考量

企业数字化营销平台是面向企业营销部门、销售运

营部门的新一代解决方案，包括营销计划、营销预

算、营销活动、促销工具、促销活动、卡券管理等

数字化营销平台解决方案

内容概述

零售、消费品企业，品牌直销商以及期望开展

数字化营销的相关业态企业

适用企业
• 百联集团商务电子化项目- 全渠道平台

• 天虹商场全渠道规划与平台实施项目

• 华润通会员积分平台项目- 营销管理平台

• 永旺（中国）会员营销平台项目

实施案例

实现企业全渠道营销、复杂营销规则执行以及营

销分析预测等，武装和夯实企业的营销及销售管

理能力

关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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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交化CRM平台是面向客户经营部门的新一代

解决方案，包括会员管理、积分管理、权益管理、

社交管理、营销应用、会员画像等

社交化CRM平台解决方案

内容概述

零售、消费品企业、品牌直销商，以及期望开展

社交化CRM运营的相关业态企业

适用企业
• 百联集团商务电子化项目– 百联通会员积分平台

• 华润通会员积分平台项目

• 天虹商场全渠道规划与平台实施项目

• 永旺（中国）会员营销平台项目

实施案例

实现全业态、全渠道会员的社交化运营，武装和夯

实企业的客户运营能力

关键考量

数字化门店平台是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全新解

决方案，包括对数字化门店的业务梳理、系统能力需

求和数字化门店平台的实施，能力模块涉及商品、销

售、营销、会员、渠道、门店、门店应用支持等

门店数字化平台解决方案

内容概述

零售、消费品企业、品牌直销商，以及期望开展

门店数字化经营的相关业态企业

适用企业
• 华润创业数字化平台项目- 门店数字化项目

• 百联集团商务电子化项目- 门店数字化项目

实施案例

推动门店面向客户高效开展数字化经营，丰富门店

数字化经营手段

关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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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运营包括数字化平台业务运营和数字化平台系

统运营两大方面，业务运营支持涉及持续的业务场

景、业务方案设计，运营分析、产品迭代等；平台系

统运营涉及平台持续运维、安全监控、迭代升级等

数字化运营支持解决方案

内容概述

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各类型企业

适用企业
• 百联集团商务电子化项目- 业务运营与平台运维     

支持

• 华润创业数字化平台项目- 平台运维支持

实施案例

企业尚未构建完善的数字化运营管理体系，包括

组织、人员、及相关管理机制，考虑通过外部力

量快速开展数字化运营的企业

关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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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数字化时代已经到

来，如何建立新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是大家均在

寻求的关键方向，综观领先传统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实践，拥抱数字化的传统企业将获得一轮

重夺主动权的发展机遇。

企业数字化平台是传统企业数字化重塑战略有

效落地的核心能力平台，通过抓住“全触点应

用、数字化运营平台、开放平台、大数据平台

和交付平台“等五大核心能力群的建设，打造

数字化业务运营和技术支持的两大核心，赋能

重塑用户体验、生意模式、工作方式和运营体

系，助力企业在数字化时代建立新的核心竞争

力，赢得先机，引领未来。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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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和报告仅代表 IBM 中国数字化平台解

决方案团队的观点，如果部分与您的企业不一

致的，欢迎交流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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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Global Business 

Services)是全球最大的咨询机构，业务遍布170 

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业、汽车业、电信业、零

售业、消费品业等17个行业，为客户提供转型

咨询服务，包括战略与分析服务、企业应用服务

等多种企业咨询服务，我们凭借对行业和专业领

域的洞察，以及领先的方法和技术，与客户密切

合作，为客户提供具有实际功效的创新解决方案，

推动转型、追求卓越，帮助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商

业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

关于IBM GBS

选对合作伙伴
驾驭多变的世界

码上关注
IBM GBS官方微信

IBM企业咨询服务

详细信息请登录:
http://www-935.ibm.com/services/cn/gbs/consulting/

26

IBM



27

IBM

作者

更多信息，敬请联络

罗永红，他的邮件地址：shluoyh@cn.ibm.com
苏东林，他的邮件地址：donglin.su@cn.ibm.com

合作者

致谢

苏东林
咨询经理
IBM数字化平台解决方案产品总监
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罗永红
副合伙人
IBM数字化平台解决方案首席专家
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冉秀甲
咨询顾问
IBM数字化平台解决方案产品经理
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李胜峰博士
合伙人
IBM数字化重塑业务战略负责人
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苏赛杰
咨询经理
IBM数字化平台解决方案技术专家
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谢宏
副总裁／高级合伙人
流通行业总经理
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侯学明
合伙人
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王海燕
咨询经理
IBM数字化平台解决方案技术专家
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