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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经济形势下，数字化能力对于企业的成长和竞争

力至关重要。在《财富》杂志发布的增长潜力最大的“未

来50强公司”排行榜中，科技公司占据“全球25大未来

领军企业”的52%，以及“全球25大未来挑战者企业”的

76%。

本期《用数字化重塑企业》一文将分析数字化变革带来的两个高层面

的战略影响：自我学习（autonomization）和自动推荐（emergence）。

一些数字化领导者已经开始利用这两种优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重

塑了自身运营模式。传统企业若想直接与这些先驱企业抗衡，或希望提前

预测数字化竞争走势，就必须了解如何发挥这两项优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还将分享使用BCG的数字化加速指数

（DAI），对超过1900家欧洲和美国企业进行的数字化转型对比研究。我

们发现，提升数字化成熟度可以极大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改善各项业绩指

标，包括上市时间、成本效率、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来自国际市场各

行业的对标分析，将对中国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带来许多启示。

落到具体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举措，我们这次为您带来快递行业、

货运行业、汽车行业、零售行业与银行业的案例分享。这些传统行业都面

临竞争加剧、利润下滑的挑战。相信这些分享会帮助您找到适合自身特点

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的切入点。

我代表BCG数字科技业务大中华区团队祝您开卷有益！

郭晓涛

BCG数字科技业务大中华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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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经济形势下，数字化能力对于企业的

成长和竞争力至关重要。十年前，全球市

值最高的十家公司中，仅有一家是科技公司，

而如今有七家。从发展前景来看，科技行业的

优势更为明显：科技公司虽然仅占美国顶尖公

司的15%，但在增长最快的公司中占到24%。1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与《财富》杂志联

合发布的增长潜力最大的“未来50强公司”排

行榜中，科技公司占“全球25大未来领军企业”

的52%，以及“全球25大未来挑战者企业”的

76%。2

此外，数字化企业正在鲸吞蚕食其他行业

的利润。比如，优步和谷歌正在颠覆汽车行业，

Netflix对电影制片行业形成巨大冲击。如今，

几乎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科技和信息，同时又面

临被数字化挑战者颠覆的风险。

清楚意识到这些风险后，许多传统企业着

手开展“数字化转型”，试图消除威胁，抓住

机遇。数字化转型目的有二：使供应链和内部

流程自动化；开发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辅以新

的商业模式来实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交付，进

而推动创新。

这一举措虽然能够创造巨大价值，但忽视

了数字化变革带来的两个更高层面的战略影

响：自我学习（autonomization）和自动推荐

（emergence）。一些数字化领导者已经开始

利用这两种优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重

塑了自身运营模式。传统企业若想直接与这些

先驱企业抗衡，或希望提前预知数字化竞争趋

势，就必须了解如何发挥这两项优势的威力。

自我学习系统带来巨大学习优势
实现传统业务流程自动化以及开发新的产

品和服务虽然都很重要，但并非数字化领先企

业的全部关注点。这些企业正在彻底重塑自身

运营体系，它们没有沿用传统管理模式，而是

将公司及其周围生态系统改造为一个整合的自

主学习系统。

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部署某一种技术（平

台、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等）是不够的，

而是要将各种技术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我强

化的闭环系统（参阅图1）。比如，一些数字

化领先企业开发了平台来对接供应商和客户，

这一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服务，以此形成庞大

的商业活动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会生成海

量专有数据，为企业带来信息优势。随后，企

业便可利用人工智能，从数据中提取关于客户

和供应商行为的实时洞察。最终，企业可直接

将这些洞察融入行动系统，让系统自主学习，

并根据情况变化来优化服务。这一举措所产生

的影响将渗透整个生态系统，进而生成新的信

号，促成进一步决策。

这种自主学习系统能够支持更高层次的客

户细分和客户需求个性化，而传统管理系统则

无法做到，因为其受到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

组织层级的拖累。这种自主学习系统能够为每

位客户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价格和其他营销

元素，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对这些元素持续进

行自动更新。

更重要的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自我

学习系统的学习速率能够轻易超过传统模式。

随着人类学习（in vivo）逐步向机器学习（in 

焦点

用数字化重塑企业
彰显自主学习和自我优化的力量

Martin Reeves、Kevin Whit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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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o）转变，加上学习闭环的诞生，经验曲线

和时基竞争的传统原理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自动推荐”的力量
自主学习系统还能释放“自动推荐”的力

量：超越已知和可见的管理流程，释放大量应

对方案。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下，企业

领导者不可能预料到所有相关情景，且为每个

情景设想出最佳应对方案。因此，对“自动推荐”

加以利用，便成为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下势在

必行的战略举措，能让企业有效摆脱传统规划

的限制，在变革过程中释放创造潜能。

自我学习和自动推荐的效果叠加起来，可

以重塑企业的运营模式，帮助企业将自身打造

为“自调整企业”（self-tuning enterprise）：

以“数据速度”进行学习和创新，进而领先竞

争对手（参阅图2）。

自调整企业的三个学习循环
自调整企业能够对三个学习循环进行有效

利用（参阅图3）：开展系统试验，加深对客

户需求的了解（例如通过对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进行A/B测试）；调整试验速率，优化长期回

报（例如针对新客户开展更多试验）；最终，

塑造对自身有利的环境（例如，通过开发新品

类影响和吸引新需求）。

借助自我学习和自动推荐，自调整企业可

以获得巨大优势：可以利用自身生态系统和平

台所产生的数据来更好地了解客户，形成深刻

洞察，从而自动定制产品和服务，还可以对产

品和服务进行测试，同时利用专有数据，开发

更多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借助自我学习的力量，

企业可以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更迅速地实施

变革。

自我学习和自动推荐所产生的效益，远胜

于那些只为提高效率或推动产品创新的数字化

项目（参阅图4），而自我强化系统和经验曲

线效应还会进一步加强这些效益：更好的产品

和服务会吸引更多客户，进而生成更多数据；

试验产生的结果又能提升未来试验的价值。

阿里巴巴就是这样一家自调整企业，该公

司从内部电商平台获取海量用户数据，并从数

据中实时提取深刻洞察，然后根据洞察对产品

和服务进行实时调整，以满足更细分的需求。

同时，该公司还持续进行自我改造，以增强这

一举措的效果，实现“全面遵守市场规律”的

目标。

重塑传统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思维 
方式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转变企业管理思维。

传统的机械思维方式只适用于应对已知、可控

波士顿咨询公司 | 3

来源：BCG分析。

图1 | 整合的自主学习系统



来源：BCG分析。

图2 | 自我学习+自动推荐=自调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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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 自调整企业的学习循环



的情形，但若要应对商业上的不确定性和复杂

性，领导者必须摈弃这种思维方式，学会运用

生物学思维。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处于层层嵌套

的复杂适应性系统中：员工是企业的一部分，

企业是市场和行业的一部分，市场和行业又是

当地经济和国家经济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一

部分。更重要的是，任何层面所产生的变化，

都可能渗透到整个系统，进而带来非线性的、

不可预知的影响。

因此，企业刻意采取的措施可能无法达到

预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采取间接

干预手段，寻找能为整个系统带来积极影响的

着力点。企业必须提升韧性，避免被不可预见

的冲击打倒；企业必须认识到规律的不可预见

性，并不断开展试验。

领导力议程：运用自我学习和自动
推荐

要发挥自主学习和自动推荐的优势，传统

企业应重新定义并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不能再满足于以规划和管理手段来推动效率和

产品创新，而是要采取以下做法：

 • 创建整合的学习系统。为了与数字化领先

企业竞争，传统企业必须采取行动，建立

整合的自主学习系统，这需要将专有生态

系统生成的数据与决策机制直接关联，促

成自动营销行动和快速学习。

例如，Netflix 为每位观众提供定制化内容

推荐，激发观众兴趣。根据该公司 2012
年报告，其四分之三的观看量都来自这些

推荐内容。为了大规模开展个性化推荐，

该公司利用整合的自主学习系统收集用户

反馈（反馈形式为用户评分或观众行为），

并相应地更新推荐内容。同时，Netflix 刻

意对推荐内容进行差异化设置，以激发新

的用户行为，进而从数据中获得洞察。

 • 将人类创造力运用于高阶任务。随着数字

化技术的发展，人类和机器的相对优势正

在发生变化。与数据获取、处理、决策和

算法有关的问题，应交由机器自主完成，

从而帮助人类有效克服决策瓶颈。而人类

应专注于更高阶的任务，例如建立和改善

自主学习系统、扩大生态系统、创建和设

计全新商业系统。这样，企业就可以充分

结合人类和科技的优势，实现全新的人机

平衡，我们将其称为整合后的战略机器。

例如，亚马逊将几十个数据系统紧密整合

为一体，使决策机制能够及时统一地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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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CG分析。

图4 | 数字化复杂度等级



数据做出反应。如果一种产品的市场受欢

迎程度增加，就会自动触发供应链系统（优

化库存）、推荐引擎（更频繁地提及该产品）

和定价系统（增加利润）做出调整。亚马

逊将这一做法称为“放手”管理。通过这

一做法，人类员工得以将注意力运用于更

重要的任务，例如围绕战略重点来设计并

完善数据系统。

 • 运用生物学思维。要发挥自我学习和自动

推荐的优势，企业必须摒弃传统管理模式

中自上而下的机械思维方式，接受商业所

固有的复杂性，并意识到：形势瞬息万变，

知识无法穷尽，因果难以界定，结果无法

预测。企业不能依靠一成不变的计划，而

是要建立并参与协作式生态系统，并开展

试验，与利益相关方共同演进，从而找到

最佳发展路径。

举例来说，日本公司瑞可利（Recruit）精

心打造了连接供应商和客户的生态系统，成功

打通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瑞可利认识到生

态系统可以帮助自己实现转型，便大力发展创

新能力以开拓新的增长来源，迄今投资开发了

十余个生态系统，并向数千名员工收集建议。

该公司没有为短期利益对生态系统进行单方面

干预，而是强调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演进，

塑造机会。因此，这家传统企业得以在数字化

环境中蓬勃发展，过去五年实现近20%的年收

入增长率。

数字化挑战者企业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使

大批传统企业面临颠覆风险。通过数字化转型

来推动效率和创新，能够产生巨大效益，但仅

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要想赶上领先科技公

司的学习速率，企业必须利用科技来实现自我

学习和自动推荐，进而重塑自身运营模式。

注：
1. 美国顶尖公司为美国收入最高的 2000 家公司，能源公
司除外。增长最快的公司为 2013 年至 2016 年间收入增
长最快的前 50 家公司。

2.领军企业选自市值超过 200 亿美元的公司；挑战者企
业选自市值不足 200 亿美元的公司。

Martin Reeves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的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同时担任BCG亨

德森智库的负责人，常驻纽约办公室。如需联

络，请致信 reeves.martin@bcg.com。

Kevin Whitaker是BCG亨德森智库的成员。

如需联络，请致信whitaker.kevin@bc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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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数字化领先企业和滞后企业的业绩差

距正不断扩大，且由于数字化持续为企业

业绩做出贡献，这一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然

而，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做出改进：通过提升

数字化成熟度，企业就能提高成本效率、缩短

上市时间、提高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开展的第二

份年度研究，上面这一点适用于诸多行业。该

研究使用BCG的数字化加速指数（DAI），对

超过1900家欧洲和美国企业进行对比（参阅附

录）。该研究发现，25%的受访企业符合数字

化领先企业的标准，但约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

数字化能力明显滞后。从行业角度来看，电信、

科技、银行和汽车行业的数字化领先企业比例

最高。

同时，医疗、能源、制造等行业的数字化

滞后企业比例较高，这些行业正在设法改善这

一现状。我们的研究显示，某些数字化举措可

带来业绩提升（例如市场份额扩大），这表明

数字化领先企业的数字化投资产生了回报。这

些研究结果能为数字化滞后企业提供宝贵的建

议，指导它们如何以最高效的方式加强数字化

举措。

数字化创造斐然业绩
我们发现，提升数字化成熟度可以极大提

高企业竞争优势，改善各项业绩指标，包括上

市时间、成本效率、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如果数字化加速指数增加25分，企业就更有可

能缩短上市时间，并使成本效率翻倍。如果该

焦点

数字化投资带来丰厚回报
Michael Grebe、Michael Rüßmann、Michael Leyh、Marc Roman Franke

在2018年的研究中，我们邀请1900家
欧洲和美国企业围绕数字化成熟度的37个
维度进行自我打分（1-4分）。随后，我们
对原始评分进行整合和加权，并根据访问
回答情况为企业计算最终分数（0-100分），
由此得出每家企业在数字化加速指数上的
整体表现。

得分为67至100分的为数字化领先企
业，得分在43分及以下的为数字化滞后企
业。数字化领先企业在所有维度上的平均得
分至少为3分（总分4分），而数字化滞后
企业在66%的维度上平均得分低于2分，在

33%的维度上平均得分为3分。在该研究中，
数字化领先企业的数字化加速指数（DAI）
得分平均为80分，而数字化滞后企业平均
为30分。

我们调查的企业来自美国、德国、英国
和法国，这些企业员工规模至少为2500人，
遍布十大行业：制造、化工、科技、银行、
电信、消费品和零售、汽车、能源、医疗以
及公共行业。参与我们调查的大多为高层领
导：30%来自最高领导层，34%为部门领导，
26%为总经理（10%没有透露职位）。

我们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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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分别增加50分和75分，企业缩短上市时

间的可能性则分别增至原来的三倍和四倍。我

们还观察到，数字化加速指数的增长也会改善

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改善幅度虽小，但依

然重要。

我们发现，数字化业务增长是提高企业整

体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数字化领先企业由

于提供了新的数字化服务和产品，孵化了初创

公司，因此在上述业绩指标上比滞后企业更具

竞争力（参阅图1）。就单个业绩指标来看，我

们认为最重要的数字化举措有以下几项：

 • 缩短上市时间，企业应发展市场进入能力，

例如数字化营销或个性化定制。另外，孵

化初创企业除了可以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还能帮助企业缩短上市时间。

 • 提高成本效率，企业应推动技术职能的数

字化—例如，建立面向未来的技术职能

部门、搭建数字化平台以及建立开发运维

体系（DevOps），以实现数字化交付。

 • 提高产品质量，企业应从人力和组织方面

发力，重点发展数字化领导力以及数字化

文化和治理模式，以此推动数字化举措，培

养数字化人才。换言之，投资于数字化人才，

自然能够带来更高质量的数字化产品。

 • 提高客户满意度，企业应重点发展数字化

客户旅程以及个性化产品和服务，还应设

计数字化产品典型，并开展具有指导意义

的“灯塔项目”（lighthouse projects）。

上述举措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将逐步显

现。在一项与数字化加速指数有关的深度研究

中，我们评估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81家领先

电信公司，对当中的数字化领先企业和滞后企

业的市场份额变化进行了比较，并发现：2012
年至2017年，数字化领先企业的市场份额增

长了7%，而数字化滞后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 
了11%。

找准发力点 
既然数字化好处颇多，企业要思考的就是

如何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在去年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数字化领先企业主要从三方面发力，

发展数字化：投资（将超过5%的运营支出用

于数字化投资）、招聘数字化专家（超过10%
的全职员工担任数字化职位）、在组织内部署

数字化（采用混合流程“传统+数字化”的方

式或将数字化嵌入到流程中的方式）。

根据我们此前的研究，已采取上述三项举

措的数字化领先企业，其数字化加速指数比滞

后企业平均高出16分。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

这一差距扩大到了21分。仅仅采取其中一项

举措，企业的平均数字化加速指数也将分别提

高：8分（招聘数字化专家）、9分（将超过5%
的运营支出用于数字化投资）和14分（在组织

内部署数字化）。

在今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三项举措对

不同行业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例如，增加数

字化全职员工比例，会对制造业（数字化加速

指数增加12分）和医疗行业（增加15分）产

生明显效果。由于这两个行业严重缺乏数字化

技能，所以招聘数字化人才势必会加速其数字

化转型。同时，将5%以上的运营支出用于数

字化投资，可以显著提高银行、科技和医疗行

业的数字化加速指数。而对所有行业最有效的

数字化举措，则是在组织内部署数字化并赋能

业务部门。

数字化领先企业绩效优于其他企业1 良好绩效背后的关键驱动因素

60% 25%

78% 29%

24%62%

成本效率

上市时间

竞争优势

数字化领先企业 数字化滞后企业

市场进入

技术

新的数字化
业务增长

例如：建立面向未来的技术职能部
门、数字化平台和开发运维体系
（DevOps）

例如：新的数字化服务和产品，
以及初创企业孵化

例如：数字化营销、销售和个性化

来源：BCG分析。
1 认为过去三年内自身业绩优于其他同行企业的数字化领先企业和滞后企业的比例。

图1 | 提高数字化成熟度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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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之旅布满荆棘

同去年结果一样，美国的企业数字化成熟

度整体好于欧洲企业，且数字化领先企业更多

（美国25%，欧洲22%），数字化滞后企业更

少（美国31%，欧洲33%）（参阅图2）。美国

企业在数字化方面的优势主要源于本国科技和

电信行业实力更强，能够通过合作有力支持其

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从数字化加速指数来看，

美国电信企业中有46%属于数字化领先企业，

而这一比例在欧洲仅为27%。企业的自我评估

显示，这一差距在科技行业有所缩小，分别有

33%的美国科技公司和31%的欧洲科技公司认

为自身数字化成熟度较高；考虑到大部分领先

科技公司都在美国，这一结果有些出乎意料。

由于科技公司、电信企业和银行的主要产

品和服务已高度数字化，因此它们能够引领数

字化转型。而其他所有行业主要提供的是非数

字化产品，所以在数字化转型时面临更多挑战。

然而，汽车行业是一个例外，该行业过去更注

重产品而非服务，而如今美国和欧洲汽车行业

的数字化领先企业比例已经很高（两地均为

27%）。

与去年的报告相比，我们扩大了研究范

围，更细致地研究了包括医疗和能源在内的新

增行业，并发现这两个行业的数字化滞后企业

比例相对较高。这些行业在实施数字化战略时

面临巨大挑战，尤其难以将创新技术融入核心

流程或发展新业务（参阅图3）。

能源行业滞后企业最多 

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访行业中，能源行业

的数字化滞后企业比例最高，达61%，但各细

分行业之间存在差异：71%的油气公司认为自

己是数字化滞后企业，而在公共事业领域，这

一比例（57%）要低得多。虽然油气公司已大

举投资提高开采流程效率，但在它们当中，数

字化领先企业的比例依然很低，让人感到意外。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运营部门高度自治：由于

每个运营部门发展需求各异，因此油气公司难

以在整个企业层面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此前，在历经油价大跌后，整个能源行业

开始大力开展行业整合和成本削减，而有趣的

是，现在油气公司开始重拾搁置已久的数字化

举措。对于油气公司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利

用自身的海量数据。在我们的研究中，油气公

司在数据平台和基础设施以及数据分析治理这

两个维度上的成熟度普遍较低（数字化加速指

数平均为20分），同时油气公司也是最希望在

2020年前改进这两项维度的能源企业（DAI分
别为35分和39分）。

我们还注意到，公共事业领域的数字化滞

后企业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该领域更接近终端

客户， B2C业务足迹遍布较广，因此市场进入

能力更强。但同油气公司一样，公共事业机构

偏向于以单个项目为基础（例如新建发电厂）

来开展举措，导致端到端数字化举措未被提上

议事日程或显得无足轻重。

美国 欧洲1

075100 2550

31%25%

100 75 75 050

22% 33%

数字化加速指数

数字化加速指数

46%
33%

27%
23%

19%

18%
15%

22%
24%

21%
27%

33%

55%

40%
52%

2080100 60 40 0

电信

公共部门 15%
制造
能源
医疗
化工

27%
汽车
银行 30%
科技

46%19%

消费品和零售

10%

6%

39%
65%

80 2060 40100 0

16% 35%

25% 30%

27%

29%

17%
31% 31%

27%

39%
60%

29%16%

19%
8%

数字化领先企业比例 数字化滞后企业比例

来源：BCG分析。
1 欧洲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奥地利。

图2 | 就大多数行业而言，美国数字化领先企业比例高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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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各种市场力量仍推动着公共事

业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这些力量包括：颠覆性

可再生能源、能源生产分散化（智能电网）、

科技行业带来的竞争（例如谷歌旗下的Nest公
司）以及电动汽车对用电需求的加大。 

因此，公共事业机构采取了一些重要举

措，例如从其他行业招聘专家以及建立创新

实验室，来探索新机遇（比如电动汽车电池

和P2P电力交易平台）。此外，一些公共事业

机构开始利用海量客户数据来开发新产品和服

务，其中许多机构的数据分析模型已十分先进

（例如，可用天气信息预测风车利用率）。有

些机构开始尝试在能源交易领域运用人工智能

和区块链技术，所以它们在人工智能维度得分

较高（DAI为39分）。相比之下，油气公司才

刚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所以得

分要低得多（13分）。

要运用上述技术，企业必须让数字化和信

息技术职能部门与业务部门携手，共同识别这

些技术的应用场景，为数字化未来奠定基础。

医疗行业数字化成熟度参差不齐
医疗行业的数字化滞后企业比例偏高

（43%），而与能源行业一样，其细分行业之

间存在差异，医疗细分行业包括医疗技术、医

疗服务、生物制药。这三个细分行业在数字化

驱动的商业战略制定维度上得分最高（医疗技

术行业的数字化加速指数为64分，医疗服务为

52分，生物制药为46分）。尽管每个细分行业

都制定了详细的数字化战略，但我们发现，在

核心业务数字化维度上，医疗技术（61分）显

著超过医疗服务（40分）和生物制药（25分）。

核心业务数字化的成功与否，正是区分数字化

领先企业和滞后企业的关键所在。

在数字化方面最先进的细分行业是医疗技

术，其数字化滞后企业仅有10%，这主要是因

为该行业的核心业务就是运用技术和软件进行

诊断。另外，该细分行业更贴近客户，经常能

够收到关于产品创新的反馈，使其在客户旅程

重塑维度上获得了63分。同时，该细分行业为

了创造新的增长，还开始尝试引进互联设备（例

如用于远程监护），这一举措使其在数字化新

服务 /产品维度上获得高分（50分），远高于

生物制药行业的29分。

相较而言，医疗服务行业（例如医院和医

疗中心）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明显落后，该细分

行业数字化滞后企业比例高达54%。然而，数

字化滞后企业比例最高的细分行业是生物制药

（70%），这是由于该领域的供应链十分复杂，

一些企业甚至还在用Excel表格手动管理供应

链。生物制药行业在客户旅程维度上分数较低

（DAI为28分），与医疗服务行业（44分）差

距明显，拥有较大改进空间。

然而，医疗行业若能更好发挥其内在优

势，充分利用庞大的生态系统和海量数据，其

前景将依然光明。 如今，许多医疗企业虽然开

展了大量合作，却缺乏利用这些关系网络的战

略方法，因而无法从中创造新增长。要发挥这

一潜力，医疗企业需要发展数字化能力并获取

实时数据，而该行业在这一方面的数字化成熟

度仍普遍较低。

比如，生物制药行业在数据分析治理维

度上仅获得13分，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维

能源

汽车

医疗

部分机遇主要挑战

• 来自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和科技
行业的颠覆

• 行业亟待整合，且急需大幅削减成本

• 流程数字化程度低，尤其是供应链
• 缺乏系统的方法来利用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和海
量数据

• 重资产业务，开发和生产周期长
• 特斯拉和优步等新型汽车企业借助轻资产商业
模式参与竞争

• 将数据用于预测分析，估测能源消耗
• 在能源交易中运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

• 提供数字化客户交互，例如患者信息门户系统
和远程监护

• 将生态系统数据用于多种用途，例如临床决策
支持和预防保健

• 围绕出行方式，建立数字化平台和生态系统
• 运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推动核心流程的数
字化和自动化

来源：BCG分析。

图3 | 各行业皆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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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仅获7分。要运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

新兴技术，生物制药企业还需加强数据分析

能 力（ 参 阅BCG于2018年4月 出 版 的 文 章

“A Prescription for Blockchain in Health 
Care”））。例如，某跨国生物制药公司实施

了数字化举措，有效整合了数据来源，进而加

强了供应链的可见度，并突破了传统企业资源

规划系统（ERP）的数据范围，提取了深刻洞察。

通过这一项目，该公司能够对供应链进行端到

端梳理，识别供应波动来源，并实时获取有关

物料流和供应链中断情况的更新。通过将深度

数据导入机器学习和智能数据分析系统，并将

分析结果用于指导流程和运营优化，该公司成

功将成本降低了3%至5%，将营运资本减少了

5%至7%，并提高了效率。

汽车行业深谙数字化之道
汽车行业的数字化领先企业比例较高

（27%），仅次于电信、科技和银行业。该行

业在数字化路线图（87分）和制造 /工业4.0
（85分）两个维度上得分极高。在研发和生产

数字化方面，汽车行业的经验尤其丰富，远远

超过其他行业。随着车联网和自动驾驶技术的

诞生，数字化已成为产品路线图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

而如今，动作敏捷的新进企业正对汽车行

业造成威胁。这些新进企业要么运作速度极

快，要么和优步一样，借助轻资产数字化商业

模式参与竞争。汽车行业的某些数字化领先企

业已经开始提防威胁，因此它们在数字化能力

建设（75分）、核心流程数字化（77分）以

及数字化业务发展（75分）三个维度上获得高

分。汽车贷款公司、汽车经销商和整车厂应加

紧步伐，与初创公司开展伙伴合作，或建立内

部数字化平台或生态系统，从相邻业务或新业

务中创造收入。例如，戴姆勒和大众共同成立

了AutoGravity网站，可让潜在汽车买家直接

通过智能手机申请贷款，并比较贷款利率。

而对汽车行业内25%的数字化滞后企业而

言，主要挑战来自流程数字化和机器人技术、

下一代销售以及开发运维体系（DevOps）（每

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均为25分）。在其他同行企

业和擅长数字化的新兴企业面前，这些滞后企

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正在消退。

下一步行动
每家企业的起点都不尽相同。虽然我们发

现，多数企业开始将数字化融入战略路线图，

但能否成为数字化领先企业，在于如何去落实

数字化战略。以下几点发现可适用于所有企业。

打造下一代技术职能部门。企业应提升数

字化成熟度，打造下一代技术职能部门。这一

举措除了能帮助企业提高效率、节省成本，还

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

新兴技术。

围绕客户，推动核心业务数字化。企业应

始终以客户为中心，借助数字化旅程和其他数

字化举措，迅速创造价值。这一做法必将提升

客户满意度，同时提高产品质量。此外，个性

化和数字化营销还能帮助企业缩短上市时间。

聚焦数字化新机遇。企业若能在推动核心

业务数字化的同时发现新的增长机遇，就能获

得竞争优势。要利用这方面的诸多机遇，企业

需要与初创企业合作、扩大生态系统以及利用

客户数据等资产。

提升数字化成熟度能够帮助企业改善业

绩，带来诸多回报。放眼各行各业，数字化投

资机遇众多，企业可利用这些机遇改善财务状

况，获得竞争优势。企业不能再将信息技术部

门视作成本中心，而应将其定位成经济和竞争

优势的来源。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尽心尽力，

不断推动数字化转型。

Michael Grebe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的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常驻慕尼黑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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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如需联络，请致信grebe.michael@b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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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Rüßmann是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的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常驻慕

尼黑办公室。他目前担任欧洲中部和东部、中

东和非洲的DigitalBCG负责人。如需联络，请

致信 ruessmann.michael@bcg.com。

Michael Leyh 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的知识分析团队负责人，常驻杜塞尔多夫办公

室。他目前担任数字化加速指数（DAI）和银

行业 IT对标的运营负责人。如需联络，请致信

leyh.michael@bcg.com。

Marc Roman Franke是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的项目经理，常驻柏林办公室。他目

前担任数字化加速指数运营负责人，以及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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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企业已意识到，数字化转型

不再可有可无。市场、商业模

式和客户预期瞬息万变，迫使企业

做出重要抉择：要么转型，要么灭

亡。但由于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

许多企业容易误入歧途，将转型的

主动权交给外部供应商。

诚然，外包可以使企业获得新

的数字化能力和工具，但数字化转

型并非可随意添加的插件。如果仅

从技术角度看待转型，企业就无法

达到足够的速度、规模和体量，导

致数字化转型不彻底且效果不佳。

通常，企业的数字化举措过了试点

阶段便走向终结，新的数字化应用

达不到预期，甚至根本派不上用场。

以至于企业最初期望通过数字化转

型提高生产率的目标从未实现。

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依赖

技术，还离不开人员和流程。因此，

企业必须采取全面、系统的方案从

技术、人员和流程三个维度同时转

型。

要落实这一转型方案，企业最

好从内部着手。外部供应商可能精

通技术，但通常难以深入理解企业

内部业务及其文化的深层次运作模

式。如果缺乏丰富的内部视角，企

业难以迅速实现大规模转型，并从

中获取竞争优势。企业需要为用户

提供“恰到好处”的数字化应用，

在整个组织内培养从数据中提取价

值的能力，并确保流程和组织架构

与新技术相互匹配。

相比于数字化转型外包，企业

更应发展内部数字化能力，从而全

面掌控自身数字化命运。通过与众

多行业企业的合作，我们发现，要

全面释放数字化潜力，企业必须掌

握五大关键要素。这些要素还向我

们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出师不利

的背后原因。

避开“复杂性陷阱” 
出人意料的是，生产率增长往

往跟不上 IT投资的增长。早在1987
年，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就认为，科技发展是生产率

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一发现为

他赢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然而，

至少现在来看，计算机时代似乎违

背了索洛的理论。

专家一直在争论“生产率悖

论”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一悖论是

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其中有这样一

个观点格外引人注目：许多企业尽

管已大举投资技术，却并未强调如

何将技术工具融入工作方式。因

此，企业常常跌入“复杂性陷阱”

（complexity trap）：部署了精密

复杂的工具和平台，却无法对其进

行有效利用，或者干脆弃之不用，

转而投向非正式的“影子”流程。

这会导致信息系统过于复杂、企业

难以适应新工具。不论是哪一种情

形，企业预期的生产率增长都将无

法兑现，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

企业整个信息系统和技术投资都将

被废弃。

幸运的是，数字化技术和数字

化方法灵活度较高。它能够赋能业

务，最终用户和 IT部门就可以彼此

协作，设计“恰到好处”的数字化

应用和用户旅程，并相应地调整流

程。简言之，数字化时代的转型极

有可能标志着复杂性陷阱的终结。

在与来自各行各业的客户合作

时，我们发现，有些企业从数字化

中收获了巨大价值，有效帮助自己

提升了利润率、增加了收入并提升

了员工敬业度。虽然这些企业千差

万别，但都采取了覆盖人员、流程

和技术三个维度全面转型方案（参

阅附录）。它们部署了新的技术、

用户界面和数据架构，并使其匹配

员工的工作方式。同时，它们还调

整了现有流程和组织架构，以充分

释放新工具和平台的潜能。

例如，我们合作过的一家领先

工业集团的CEO就深知，要保持竞

争力，工业企业必须将自己转变为

软件和数据分析企业。通过利用客

户或厂房设备有关数据，可以快速

观点

掌控自身数字化命运
Vanessa Lyon、Anne-Françoise Ru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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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机遇和问题并回应。为做到这

一点，该CEO大刀阔斧实施改革，

将初创企业的文化和工作方式引进

这家大型传统企业：实行敏捷文化，

强调试验、学习和迭代；创建多个

数字化“中心”，推动软件工程师、

数字化专家和行业专家开展深层合

作；将数字化能力、工具和数据统

一整合至一个组织。

重要的是，该企业不仅部署了

新技术，还考虑到了员工的工作方

式，相应调整了流程和组织架构以

帮助员工改善工作表现，并提高生

产率，进而在数字化时代创造更多

价值。在采取上述举措后，该企业

成功开发出了新的数字化产品和服

务。在实施转型五年后，该企业的

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占到整个企业收

入的15%，而转型前这一比例不到

5%。

那么，企业到底如何成功开展

数字化转型呢？

成功转型的五大要素
企业可以通过在内部培养五项

能力，真正实现速度快、规模大、

范围广且能打造竞争优势的数字化

转型。诚然，即使在实力最强的管

理团队眼里，掌握这五大要素仍然

颇具挑战，以至于与我们共事过的

一些首席运营官对这些要素的可行

性也曾抱有质疑。

此外，某些公司的首席信息官

也怀疑，当公司缺乏转型所需的技

能和知识时，其能否对过于陈旧、

不易调整的旧有系统进行转型。另

外，某些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由

于在数字化人才的吸引和保留方面

历经艰难险阻，同样会质疑数字化

解决方案能否有效帮助自己解决招

聘难题。

而好消息是，企业能够借助一

些手段在内部培养这五项关键能

力，彻底释放数字化潜能。

在变化的数字化环境中保持清晰商
业目标

数字化时代充满机遇，也存在

不确定性。科技的不断发展—表

现为系统性能的提升和 IT系统的小

型化—推动了客户预期、市场标

准和竞争形势不断变化。在此背景

下，许多企业力不从心，对于那些

习惯了传统的三至五年产品开发周

期的企业则更是如此。中期商业目

标固然重要，但在一个瞬息万变的

商业环境下，企业还必须保持策略

上的灵活性。

要获得这种灵活性，关键在于

“测试 -完善”的工作方法（参阅

BCG于2015年3月出版的文章“The 
Digital Imperative”）。在设计产

品和原型时，企业要频繁开展测试，

并吸收反馈。这一过程不应随着产

品的发布而结束，企业应持续收集

客户反馈，以寻找改善空间。随着

这一过程的推进，在开始阶段未知

的细节将逐渐浮现，最终形成完整

的方案。

那些擅长应对不确定性的企业

有以下共同之处：不断寻求机遇；

身处更有助于创新的开放工作环境

和合作生态系统；做决策时向前看；

如今，大多数企业将数字化
视作一项业务发展手段。然而，
利用好这一手段却非易事。许多
企业难以释放数字化的价值，而
另一些企业已经实现甚至超越了
自身的数字化目标。这些企业是
如何做到的呢？下面三则成功案
例，将为我们揭晓。

消费品公司。某消费品公司
发现，其海量客户和商业数据蕴
含巨大价值。但要释放该价值，
该公司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数字化
能力：不仅要搭建全新的数字化
架构以提高数据利用的效率和效
果，还需要制定缜密周全的计划
对人员和流程进行融合。该公司
分析了人员培训和数据访问权限
等问题，研究了数据对决策流程
造成的潜在影响。最终，该公司
完成了系统化转型，为五万多名
员工提供数据访问权限，提高了
数据使用率，催生了新的数据应
用。同时，该公司还部署了新的
数字化工具和方法，例如数字化
建模和模拟分析，使数据驱动决
策成为常态。最终，该公司从产
品开发到市场营销的所有决策，
全部由数据分析推动。

卡支付公司。某领先卡支付
公司看到，传统竞争对手和互联
网新兴企业借助数字化技术成功
发布了新产品。该公司决心保
住自己的行业领先地位，便部署
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数字化能

力，成功实现自我转型。例如，
该公司利用基于客户画像的应用
场景和大数据分析，为不同客群
开发了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
务。该公司还部署了更现代、更
灵活的 IT架构，以推动新商业应
用的发布。此外，通过采取新的
营销模式，并在社交媒体等领域
开展合作，该公司学会如何以更
受欢迎的方式与外界打交道，同
时获得了宝贵洞察，能够帮助自
己更好地开发新产品。自从开展
数字化转型以来，该公司每年实
现数亿美元的利润增长。

快消品公司。某快消品公司
开展了一系列数字化试点项目，
项目结束后，该公司领导认识
到，数字化技术能够帮助自己转
变营销策略。但该公司不满足于
部署新工具和新方法，还重新设
计了运营模式以及营销人员的工
作和组织方式。该公司淘汰了过
去四十年一直沿用的培训课程，
为三千余名营销人员推出全新的
辅导和能力建设项目。该公司完
成了组织架构转型，以培养和增
进业务部门与数字化部门的协
作。通过数字化转型，该公司如
今能够更好地掌控其媒体购买策
略，并从中收获更多可量化的成
效，包括：数字化营销投资回报
翻倍；成本节省30%；受众触及
率增至原来的四倍；客户参与度
提高50%。

系统开展数字化转型，全面释放数字化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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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员工和合作伙伴传达清晰的企业

使命、工作重点和指导原则，以确

保全公司步调一致，同时保障运营

灵活性；设定成功标准，并按照该

标准对所有商业决策进行评估。

培养和获取稀缺数字化人才
数字化产品需求旺盛，导致了

数字化人才紧缺。而紧缺的不仅是

数据科学家和开发人员等新兴技术

人才，还有懂数字化的业务人才。

譬如，销售代表需要学会如何运用

预测工具和数据分析，以更好地瞄

准客户。

企业可以借助多个抓手，有效

填补数字化技能缺口。例如，企业

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特别是初

创企业，来建立数字化人才库。但

关键还是要发展内部员工的数字化

技能，因为内部员工最了解企业，

是企业的重要资产。此外，企业可

以将数字化技能发展列为工作重

点，这样可以重燃 IT和工程团队的

“技术自豪感”，进而为数字化转型

铺平道路。

要做到上述各点，企业需要重

新定义与员工之间的社会契约，即

规定雇主和雇员双方职责和义务的

隐性合约。同前几代人有所不同，

当今的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中更寻求

工作意义和自主权，更多赋权与激

励能够充分释放员工潜能，并减少

人员流失。

随着数字化赋予员工更高的自

主性，企业管理者亟待调整自身角

色。与其一味发号施令，管理者更

应为员工提供悉心指导，帮助团队

运用新工具和工作方式，同时充分

利用可获取的信息。另外，管理者

还应为员工提供定期反馈，并推行

试错文化。

简化决策过程
多数大型企业的决策频率最多

为每月一次。委员会每四周左右召

开一次会议来制定重大业务决策。

而如今，数字化企业会根据需要随

时制定决策。在这样一种敏捷的环

境下，各团队可以自主掌控项目，

行使企业赋予的决策权。这样，企

业行动将更加迅速，出台解决方案

往往只需几周而非数月。

要达到这种“数字化速度”，企

业需要仔细审视决策流程，克服决

策瓶颈。例如，我们合作过的一家

全球领先车企发现，月度会议和多

层级决策流程会阻碍企业的决策敏

捷性。因此，该企业围绕数字化转

型对决策流程进行了简化，其中一

项重要措施就是在每个业务领域设

定决策委员会周会制度。每个委员

会包含一位资深数字化业务领导和

一位资深 IT领导，委员会的任务是

确立长期数字化项目、列出重点数

字化举措、维持项目交付进度并尽

可能提高终端用户采纳度。为加快

数字化转型步伐，委员会全盘负责

各自业务部门的数字化预算，并有

权做出投资决策。在这一新模式下，

该企业实现了两位数利润率增长。

加速交付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化应
用 

通过在内部和外部实施敏捷方

法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企业可

以有效满足用户需求和偏好。敏捷

方法注重速度和灵活性，涉及频繁

迭代、短期冲刺、最小可行产品，

强调的是持续测试和反馈循环，允

许开发人员按需做出调整。因此，

如果用户需求在开发过程中发生变

化，产品也能随之调整。这一做法

在数字化时代已经很常见。

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意味

着，企业在开发新产品、平台和界

面时，将用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同敏捷一样，人本设计需要频繁的

测试和反馈，设计人员在开发了许

多产品原型后，观察测试对象的反

应，然后对原型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更好地适应用户行为和需求。这

一设计方法尤其适用于企业内部数

字化解决方案的制定，以这种方法

制定出的解决方案往往十分有效。

如果企业将员工视为客户，收集员

工对原型和试点项目的反馈，并将

反馈汇入新的迭代版本，就能制定

出有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例如，一家工业企业希望利用

数字化技术，减少工厂监督员从办

公室到车间的步行时间。开发人员

利用敏捷方法和人本设计，开发了

一款简单方便的平板电脑应用程

序，能够实时提供KPI数据，供工

厂监督员进行团队管理。有了这个

随时随地显示指标的仪表板，监督

员可以减少“通勤”时间，将更多

精力集中于增值工作。上线仅六个

月内，该应用程序便被推广至多个

工厂的几百名员工；在上线一年半

后，该应用程序将被推广至三千名

员工，实现全面部署。该企业还根

据用户反馈，持续对应用程序进行

完善。

充分利用旧有的 IT系统 
通常，传统企业需要设法将新

的数字化应用与旧有系统对接。旧

有系统对企业运营至关重要，但往

往过于陈旧复杂，因此很难与新的

平台、服务、前端或数据来源无缝

整合。同时，不同业务部门和职能

部门通常有着各自的系统和数据，

这进一步加大了整合的难度。所以，

部署整洁美观的新应用，或利用整

个企业内储存的数据，就成了一项

极其艰巨的任务。

如果企业不得不在旧有系统

的基础上开展数字化转型，可以

考虑采取灵活的阶段式转型方法

（参阅BCG于2016年12月出版的 
文章“Generating Value While Trans- 
forming Insurers’ Legacy Tech-
nology”）。通过这种方法，企业

可以在革新旧有 IT系统的同时提

高其数字化成熟度，从而迅速创

造价值。转型的第一阶段就是打

好数据基础：将数据从系统和数

据源中分离出来，创造单一的数

据层。利用这一数据层，企业可

以对许多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并实现

其自动化，从而有效改善客户旅

程和体验，同时提高效率。技术强

大的企业还会运用API和模块化架

构，使前端和应用的整合变得更加 
容易。

彻底翻新 IT系统可能将耗时数

年，但通过这种阶段式转型，企业

能够在尽量不影响业务运营的情况

下，塑造一个数字化环境。

如今，由于数字化人才需求旺

盛，企业需要抓住一切机遇调动和

改造员工，顺应数字化潮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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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绝非易事，但许多企业依然

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对业务、

流程和目标了如指掌，这些经验和

知识将助力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Vanessa Lyon是波士顿咨询公

司（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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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分钟重新规划路线、保

证两小时之内送货上门、即便没有

街道地址也可以送达……包裹快递

企业多年来一直在谈论这些话题。

梦想成真在意料之中，但领军者是

谁却在意料之外。

创业公司和电商巨头抓住数字

化技术和电子商务兴起所带来的机

遇，在颠覆快递行业的道路上不断

创新。这些后起之秀将业务集中在

利润最丰厚的领域，针对传统企业

依旧售价高昂的产品，提供物美价

廉的替代方案。

传统快递企业不知所措。随着

扩大业务的新方式层出不穷，传统

快递企业的重资产网络正在丧失相

关性。许多情况下，这些曾作为根

基的网络和旧有系统正在阻碍传统

快递企业拥抱新的现实。

包裹快递行业的投资和数
字化浪潮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时期有少量

的风投资金流入包裹快递行业，并

是一个有着较高的准入门槛、看似

稳固的行业。但近几年却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

自2012年以来，超过60亿美元

的资金注入包裹快递行业。投资总

额增长约20倍，且后期资金从2014
年到2016年增长超过30倍（参阅图

1）。10家创业公司合共获得超过1.75
亿美元的累积资金，还有另外10家
企业的累积资金超过5000万美元。

获得资金支持的创业公司主要

采用四种商业模式（参阅图2）：

 • 价值链协调。采用此类模式的

行业焦点

包裹快递行业后起之秀的突袭
Rob Wolleswinkel、Vladimir Lukic、陈庆麟、Jacqueline Govers、Saurav Banerjee

后期资金

4

0

十亿美元 ~20x

2016

3.9

20152014

1.0

0.2

2013

0.1

2012

0.2

1

3

2

来源：PitchBook Data；Crunchbase。
注：融资包括风险投资和企业投资。

图1 | 包裹快递行业的年度创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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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常轻资产、重数字化技

术，并把自己定位成寄件客户

的新选择。他们利用客户对速

度、价格和附加服务的偏好，

挑选出最合适的配送公司。价

值链协调者的成功取决于他们

吸引寄件客户的能力，让付款

的客户可以放弃传统企业转而

选择他们。

 • 端对端物流。这是我们定义的

第二种商业模式。这类创业公

司的出发点也是要成为寄件者

的新选择；如果成功的话，他

们也会将寄件人从长期合作的

寄送企业那里吸引过来。不过

端对端物流公司还提供第三方

物流服务，因此业务范围比价

值链协调者更大些。

 • 最后一英里配送。这是第三种

商业模式，在许多大城市已经

成为商业结构的一部分。不管

是用自行车还是货车，亦或在

零售店铺的收银台附近有驻点，

此类企业会依据自身具备的数

字化技术提供一系列新的快递

选择。他们分离的是另一种关

系：传统企业和收件人之间的

关系。

 • 数字化支持。最后一种商业模

式是指这些企业在价值链的传

统环节运用数字化技术——比

如实时路线规划和人工智能定

价。许多工具——包括联网和

自动驾驶技术、3D 视觉导航、

机器人自动化等都属于网络操

作类别。提供数字化支持的企

业都希望与传统快递企业合作，

通过提高后者供应链的效率争

取到业务。

通过分析创业公司的资金流向

和商业模式，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只有少部分资金流入向

传统快递企业提供支持的公司；绝

大多数资金（约95%）流入颠覆这

些传统快递企业的创业公司。

其次，这些颠覆者几乎都以涉

足两种关系为目的，一种是传统快

递企业和发件人的关系，另一种是

和收件人的关系。根据这些后起之

秀的成功程度，利润池将会向他们

转移，而传统快递企业将沦为商品

化服务的提供者。

实践中的商业模式。对一些创

业公司观察得更仔细的话，就能明

白传统快递企业面临的威胁绝非空

想——而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

以Deliv为例，它采用的是第三

种商业模式：最后一英里配送。它

在其经营的35个美国市场区域中提

供当日达服务，却又不必拥有任何

重资产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众包模

式使它不必背负沉重的成本就可以

提供与邮政或包裹快递公司同样的

服务。大约4000家企业以及美国最

大的零售商中的25家已经跟Deliv
建立合作关系，并将此视为对抗亚

马逊扩张的一种方式。UPS在2016
年也参与这家硅谷企业的融资，

Deliv在此轮融资中募集到2800万
美元。

另一个最后一英里配送的颠覆

者是位于迪拜的Fetchr。它应对中

东快递业一个共同挑战（即街道地

址经常查无此地）的解决方案催生

一种新的服务，或许对其它地方也

具有借鉴意义。在6000万美元的

资金支持下，Fetchr打造一种可以

使发件人和收件人通过智能手机中

GPS定位技术选择接货和送货地点

的服务。这种服务使投递变得更加

灵活，因为包裹可以被送往收件人

希望的任何地点。

价值链协调

5%

29%

34%

32%

端到端物流

数字化

最后一公里配送

投资总额：63亿美元

来源：PitchBook Data；Crunchbase。
注：分解依据是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1日期间的投资。

图2 | 投资流往何处？按价值链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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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迎头而来的竞争外，非包

裹快递领域的数字化创业公司也不

可小觑。比如飞速成长的网约车平

台巨头Uber开发的Uber Eats，在

运送食物之外，谁能保证最终它不

会定期为电商投递包裹？一旦Uber 
Eats启动这项业务，它庞大的车队

和快速灵活的运送能力可让其一夜

之间在快递行业异军突起。

中国成为投资新热点。传统快

递企业还需开始关注的一个新动态

就是亚洲物流公司的发展。值得关

注的创业公司已经不再只集中于硅

谷。实际上，近5年大量的投资——

超过总量的75%——都流向亚洲，

仅中国的创业公司就得到了4亿美

元（参阅图3）。大部分投资涌向6
家企业：菜鸟、百世物流、新达达、

丰巢、壹米滴答和云鸟物流。

中国已经在包裹快递领域后来

者居上，且许多投资集中在网络基

础设施：仓库、卡车、飞机、货车

和储存点。西方快递企业或许倾向

于把中国快递企业对自身可能造成

的影响最小化，但他们不应如此。

很多情况下，中国的新竞争者正在

超越西方企业——特别是在改变消

费者对投递速度的期待方面，中国

企业更胜一筹。5年前，在中国国内

网购的正常送货时间为2-3天。如今，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期望能当日送达。

事实上在人口密集的地区，1小时或

更短时间内快递上门已经越来越成

为常态。虽然西方大城市如纽约和

伦敦也有当日达的趋势，但在中国

则更为普遍。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快递企业

很快将无法忽视中国企业的存在。

百世物流（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

投资的物流创业公司之一）于2017
年秋天在美国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从而拓展自己的供应链网络。而阿

里巴巴投资的另一家创业公司菜鸟

也在快速扩张，力求在世界上每个

国家内都能争得一席之地。

电商崛起成为新威胁
在本研究所做的采访中，包裹

快递公司纷纷表示电商是目前存在

的最大威胁。最大的电商（如：美

国的亚马逊、中国的阿里巴巴和京

东）已积攒惊人的力量，并运用这

种力量进行指导定价、惩罚不服指

挥的托运人、奖励服从指挥的托运

人，且往往他们甚至开展自营包裹

快递业务，包括最后一英里配送。

电商通常解释说，他们之所以

打造自己的包裹投递能力是因为担

心传统的快递企业无法满足消费者

的期望。而这个解释无可厚非，因

为在大多数网购者看来，即便在运

输高峰期也要保证快递的可靠性和

时效性已不容商榷。灵活性也一样：

大多数网购者想要次日达或者当日

达、收到通知、查询和跟踪，甚至

还开始探索自主路径规划。为防止

传统快递企业无法提供这些服务，

电商“自力更生”也合情合理。

但人们或许会质疑这些是否是

全部的原因。开展最后一英里配送

的电商通常超越原有的目标——就

像亚马逊那样从根本上简化退货流

程，或者根据客户要求提供产品组

装和安装服务。这些举动揭示电商

把快递看作是强化客户关系的有效

方式，而这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

换言之，大型电商通过充分掌控交

货业务以便控制完整的客户旅程。

总之，虽然电商们给出填补服务暂

时缺口的理由或许是展开最后一英

里配送的原因，但也只是部分原因，

因此传统快递企业不可尽信。

大多数快递公司意识到自己与

电商之间长期关系的改变。在采访

中我们听到相当多对于电商向物流

业进军的担忧——不仅是最后一英

里配送，还有分拣和运输。比如，

大部分快递公司对亚马逊的物流活

动相当了解，从后者计划建立自己

的飞机队伍，到无人机快递实验。

最近的新闻是亚马逊将启动一项

名为亚马逊运输（Shipping with 

14%

13%

1% <1%

9%

63%

投资总额：63亿美元

中国 美国 欧洲 非洲 澳大利亚亚洲（除中国以外地区）

来源：PitchBook Data；Crunchbase。
注：分解依据是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1日期间的投资。由于四舍五入，因此比例总和不是100%。

图3 | 投资流往何处？按地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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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的“物流即服务”（logistics 
as a service），首先在洛杉矶进行

试点，并期望推广到美国各地。有

鉴于亚马逊长期涉足新领域和新产

业，这倒也不足为奇。

在部分西方包裹快递公司眼

里，中国电商在物流行业的举动不

值一提，然而这些举动确实引人注

目。以京东为例，它是世界收入排

名第三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建立起

庞大的物流网络。除了3.1万名快递

员以外，京东还有超过400间仓库

和数千个分销点，其中包括一些世

界上最现代的自动化分拣中心。与

此同时，阿里巴巴也保证未来5年
在物流方面将投入150亿美元，其

中大部分将注入旗下的菜鸟。虽然

这家物流新贵尚未被西方所熟知，

但它将塑造全球物流业的未来（参

阅附录“不可抗拒的中国物流新力

量”）。

也是因为电商，传统快递企业

才开始担心起自己的B2B特许经

营权。曾几何时，对于许多包裹

快递企业来说，B2B不仅是最大收

入来源，也是他们的核心业务。

但B2B的客户也想获得B2C网点

提供的那些好处。亚马逊建立3年
的B2B平台亚马逊商务（Amazon 
Business）进一步激发这种新期待。

传统快递企业不得不担心，自己

对B2B领域的统治或许就像之前对

B2C的统治那样，日渐衰落。

大型电商发展最后一英里配

送虽是威胁，但也点亮重要的机

遇——因为只有超大型电商才有能

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快递网络，而其

它电商和实体零售商无论规模大

小，几乎都需要一个快递合作伙伴。

从吸引传统快递企业的注意来说，没有一家中
国企业——或者说，没有任何一家创业公司——能
比得过菜鸟（又被称为中国智能物流网络）。菜鸟
2013年由阿里巴巴以合资企业的形式创立，作为其
物流和投递的左膀右臂。2016年，菜鸟获得15亿美
元的注资用于持续开发自己的物流数据平台。菜鸟
紧跟快递行业提速的潮流，它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
24小时必达，在全球实现72小时必达。

菜鸟并不把交通工具和其它资本密集型资产作
为投资重点。它是一家由数字化技术和数据驱动的
企业，以协调其它物流公司为目标。菜鸟利用自己
的专利分析平台，将商家与十几家主要的送件服务
商进行实时匹配。

商家根据过往的销售数据，预先将商品存放在
集中管理的仓库，许多产品在库房停留的时间不超
过60分钟。对数据的精通再加上与中国电商掌门人
阿里巴巴的紧密联系，菜鸟在2017年完成170亿个
包裹的处理，大约是中国快递总量的70%，而这才
刚刚是它成立的第三年（参阅下图）。

菜鸟正在大力投资建造数字化系统，获取对发
件人和收件人的洞察。这是战略的一部分——力图
掌控快递链的两端，确保自己的平台成为客户首选。
进行这些投资的时候，菜鸟显然把传统物流公司的
服务进行大众商品化。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能说
明传统物流企业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挑战。

不可抗拒的中国物流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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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5-2017年阿里巴巴 /菜鸟年度报告；瑞士信贷对阿里巴巴的资产研究。
注：菜鸟的会计年度止于3月。2014年的总量是估值。2017年和2018年的收入数据采用的是美国国税局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物流公司的起跑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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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合作伙伴必须能以合理的价格

并按照预设时间快递商品，还要能

提供其它核心服务，使送件服务商

能在亚马逊时代下满足消费者的体

验预期。

这是传统快递企业可以大展拳

脚的地方。依靠零售网点和邮局在

内的传统实体资产，传统快递企业

可以帮助规模稍小的电商和传统零

售商，为收件人提供新的寄送和退

货选择。这是时刻面临风险的零售

商不被三振出局的方式，也是传统

包裹快递企业的重要机遇。

传统快递企业紧跟创业公
司和电商在数字化投资领
域的步伐

要说传统包裹快递企业完全没

有拥抱行业内数字化技术的到来，

或者自身没有任何创新，那肯定有

误。这些企业用更好的退货方案和

更灵活的寄送方式拓宽自己的服务

范畴，着重对自己的 IT平台进行投

资，以期缩小与数字化创业公司的

差距。

但传统快递企业没有投资新的

商业模式或创造性地向邻近业务发

展。他们的并购活动明显反应出自

身在采纳这些扩张策略时的谨慎态

度。物流创业公司在2012年到2017
年间获得的融资中，传统快递企业

仅贡献了1%，其余大都仰仗电商和

风投。根据BCG的调查，包裹快递

公司从2012年到2017年中所完成

的250多起并购中似乎只有31起并

购通过技术制造创新优势。

传统快递企业更担心的是，他

们在巩固与发件人和收件人的关系

上投入不足。大多数人从传统快递

企业收取包裹或货物的体验与10年
或15年前并无明显不同。而后起之

秀却在大步向前，凭借针对收件人

的丰富数据改良最后一英里配送服

务，最终提高与收件人的紧密程度。

传统快递企业的4个关键主题
这5年来我们改变了多少？当

初在许多传统快递企业眼中，全球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带来的是光明

璀璨的未来——看似会带来源源不

断的业务。没人能想到，尽管邮政

服务业被数字化力量颠覆或许已经

对快递行业有所预示，包裹快递行

业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没人能

想到，一旦对创业企业注资，后者

的成长将如此迅猛、形成这样可观

的气候；没人能想到，几乎所有创

业公司都会与传统的快递企业争夺

利益，而不是瞄准其它领域，规避

迎面对抗的风险。

也没人能想到，看似已经忙得

不可开交的大型电商还有余力亲自

参与包裹快递业的竞争。说得不客

气一些，没人能想到大型电商可能

会在2018年将曾经帮助自己取得成

功的快递企业抛开。

如果传统快递企业不能接受如

在像中国一样遥远的地方发生的变

化或者像Uber Eats一样出现的邻近

产业等数字化时代的现实，还会有

更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为把握

机会成为颠覆者而不是被颠覆，传

统快递企业需要在未来几年考虑以

下议程。

吸引发件和收件客户。鉴于快

递新选择层出不穷，传统快递企业

无法再靠声誉留住发件和收件客

户，阻止他们转向新的快递服务方。

随着创业公司和电商推出新主张，

传统快递企业需要觉察到动摇曾几

何时忠实客户的因素。捍卫自己

与发件和收件客户的关系是首要任

务，其它都是次要的。

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关注客户对

时效性、可靠性和灵活性的新预期，

想办法重塑客户体验。今天令人惊

叹的因素会是明天竞争的砝码。最

成功的企业会持续反思下一步能做

什么从而满足付款发件方和货物收

件方的需求。

扩大警惕范围。传统快递企业

更容易担心自己所在市场和迎面而

来的常见对手。他们并不善于辨别

在日常活动范围以外的威胁和机遇。

传统快递企业应该向创业公司

和电商学习，后者携别出心裁的新

服务进军包裹快递行业。他们还应

该留意全球的局势发展，尤其需要

关注中国的竞争对手，它们飞速的

崛起很可能对全球产生影响——不

管是作为新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

还是引导创新潮流的先锋。警惕范

围的扩大不一定意味着传统快递企

业彻底重塑自己的业务，但会帮助

他们更快地适应改变。如果他们想

要避免灵活的创业公司、电商和传

统竞争者引起的非中介化，那么扩

大警惕范围就至关重要。

继续进攻。传统快递企业有机

会成为两类企业的优先合作伙伴，

一类是没有建立起全套物流能力的

小型电商，另一类是传统的实体零

售商。这两类企业和阿里巴巴及亚

马逊的竞争大战事关存亡，因此需

要一流的快递能力武装自己。他们

可以通过传统快递企业的实体资产

和密集网络获取这种能力。这将是

传统快递企业未来5到10年内需要

把握的重大机遇。

增添数字化力量。传统快递企

业要想在数字化时代维持竞争力，

就必须在利用数据方面更上一层楼。

复杂的高阶数据分析可以帮助企业

更多地了解客户需求，激发创新思

想。但传统的快递企业只有在完成

数字化领域常见项目——开发试点

和原型，并实施大规模数字化项目

后才能做到这一点。IT组织里差异

化的机构设置以及不同的人员配备

必不可少。

当然，传统快递企业可以通过

合作或收购来获取其部分所需。但

如果不了解购买的技术，就无法成

为一个精明的买家；如果没有一些

拿得出手的能力，就无法建立高效

的伙伴关系。由于这些原因，传统

快递企业需要开发并不断强化自身

的核心数字化能力。

夺回主动权
即便过去5年在快速变迁中蓬

勃发展的快递企业也需要居安思危。

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到如何让快递

包裹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送

到客户手中。每个月都有新企业携

带新技术解决方案参与到物流领域

的竞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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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快递企业真正要关心的问

题应该是站在市场变化的前沿，避

免被颠覆和大宗商品化。而归根究

底是要第一时间预知消费者的需求。

传统快递企业若能达到这种程度，

就不必再在对手身后紧追慢赶。

Rob Wolleswinkel 是波士顿

咨询公司（BCG）资深合伙人兼董

事总经理，全球邮政快递业务的负

责人，常驻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如

需联络，请致信wolleswinkel.rob@
bcg.com。

Vladimir Lukic是波士顿咨询

公司（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专注于美洲的邮政快递业务，常驻

波士顿办公室。如需联络，请致信 
lukic.vladimir@bcg. com。

陈庆麟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专注于亚洲

的邮政快递业务，常驻 香港办公室。

如需联络，请致信 chan.ted@bcg.
com。

Jacqueline Govers 是波士顿咨 
询公司（BCG）董事经理、数字科

技业务专项的成员，专注于邮政和

快递行业内的技术专题，常驻阿姆

斯特丹办公室。如需联络，请致信 
govers.jacqueline@bcg. com。

Saurav Banerjee是波士顿咨

询公司（BCG）的首席知识分析师，

关注全球邮政和快递行业务， 常驻

杜塞尔多夫办公室。如需联络，请

致信 banerjee.saurav@bc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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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道路货运公司可能并不愿

意看到，但带来颠覆的数字化挑战

者已兵临城下。

继消费者导向的零售、娱乐和

出行等行业经历数字化转型之后，

数字化初创公司开始朝着商业导向

的行业进军。道路货运这一高度分

散化并且仍以人工操作流程为主的

行业自然首当其冲，在数字化挑战

者看来，其变革已经滞后。

同时，得益于注入资金的与日

俱增，新型数字化货运公司正在逐

步发展壮大。从2012年1月至2017
年9月，数字化运输物流初创公司

获得的风险投资高达33亿美元。

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流向了道

路货运初创企业，包括美国的在线

货运平台Convoy（获得8千万美

元融资），英国的虚拟物流供应商

Freightex（最近被UPS收购），以

及受谷歌公司（Google）资助的在

线物流供应商EasyPost等。

对传统公司而言，道路货运业

本身竞争激烈且利润微薄，当数字

化初创公司引进新的业务模式并消

除低效痼疾之后，它们的日子会更

不好过。道路货运企业必须立即采

取行动，把握数字化转型良机，否

则将面临利润和业务量双双下滑的

不利局面。

传统做法遭遇挑战
数字化初创公司之所以选择进

军道路货运业，是因为市场呈现若

干痛点，存在转型机会。这些痛点

问题在西欧市场最为突出。  

 • 高度分散化，透明度较低。西

欧的道路货运业拥有 30 多万家

企业，大至市值数十亿欧元的

巨头，小至个体司机运营商，

其中最领先的德铁信可公司

（DB Schenker）市场占有率也

仅为 2.1% 左右（参阅图 1）。

市场的高度分散通常会促使竞

争对手联合起来，以获取规模

经济，优化对客户提供的价值。

然而，全行业互不信任的氛围

又阻碍了道路货运公司彼此合

作，共享利益。企业之间的竞

争主要是价格战，而价格受到

运力供需状况的影响；该行业

的客户对于货运商的费率、运

力、服务质量和可靠性等都了

解有限。

 • 资产未得到充分利用。2016 年，

由于货车返程时空载或未能满

载，西欧道路货运业的运力利

用率仅为 60%（与美国市场的

资产利用水平相近）。西欧道

路货运业未得到利用的运力成

本约为 1 千亿欧元，考虑到全

行业销售业绩为 3 千亿欧元，总

利润额约为 100 亿欧元，未得到

充分利用的资产占比相当高。

 • 人工操作流程成本高昂。道路

货运业核心操作流程（如运输

调度、订单管理和货物集运）

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程度不足，

进一步抬高成本水平。此外，

业内一贯依赖基于纸质文件的

流程，造成严重的信息缺失。

 • 客户界面陈旧过时。许多行业

的公司已采用网页版的客户界

面，实现了无缝衔接、高效快

捷的交易。然而，多数道路货

运业企业的客户界面却陈旧过

时。这一现状通常与落后的旧

IT 系统有关。客户不得不忍受

冗长的报价程序，繁琐的文件

管理流程，以及无法实时追踪

货物的不便。

西欧道路货运行业中的传统企

业在其他方面也面临沉重压力。全

行业利润率维持在历史较低水平：

平均息税前利润率为2%-3%，大型

货运商的利润率也低于5%。同时，

市场进入门槛较低，跨境运输监管

力度不强，导致西欧道路货运公司

竞争力薄弱，市场份额遭到具有低

价优势的东欧货运公司蚕食。

相比之下，美国道路货运行业

中部分公司的利润水平高于其欧洲

同行，但是基本上也都面临着相似

行业焦点

道路货运业为何 
亟需数字化转型
Jens Riedl、Andreas Jentzsch、Nils Christian Melcher、Jan Gildemeister、Daniel Schellong、
Christopher Höfer、Peter Wiedenh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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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市场高度分散，个别企业

因规模有限而难以提高资产利用率。

另外，基于纸质文件和电话的操作

流程仍很普遍，数以千计的货运代

理商在现货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

它们依然通过人工操作流程来匹配

托运方和承运方。

把握数字化机遇
尽管处境艰难，传统的道路货

运企业在资产、行业经验、客户及

供应商关系网络等方面依然具有一

定优势。不过，传统企业若未能成

功实现产品及服务的数字化转型，

那么随着数字化初创公司一道而来

的新业务模式、高度透明的费率和

运力，都将加剧其利润下行的压力。

一些公司的市场份额将被价格更低

廉、运营更敏捷的数字化竞争对手

所侵占。例如，传统的货运代理商

可能在业务竞争中落败于虚拟代 
理商。

若能积极应对数字化初创公司

的挑战，传统企业仍有机会保持不

败：以更高效的数字化流程取代人

工操作流程，采用数字化商业模式，

寻找创新方法来获取市场份额并脱

离全行业的低利润陷阱。数字化转

型有助于传统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

出，开拓新的客户群，并在日益商

品化的行业中留住已有客户。只要

立刻采取行动，传统企业还能够复

制TimoCom和Transporeon等为数

不多的几家数字化企业的成功。这

两家公司的销售业绩相对而言虽不

太突出，但增势迅猛，而且利润率

远远高于传统企业。

我们的研究发现，许多传统企

业很不情愿在数字化上加大投资力

度。这样的公司很可能落后于竞争

对手，尤其是那些得到风投公司和

科技公司资助的数字化挑战者。而

其他一些出色的传统企业正采取下

列行动：

 • 采用自动化和数字化流程。一

些传统企业正在推进核心业务

流程的自动化，通过构建数字

化前端升级客户界面，力图削

减交易成本，改善客户体验。

德迅（Kuehne + Nagel）的 KN 
FreightNet 在线门户网站便是

一例。

 • 与初创公司开展合作。一些传

统企业目前与新兴初创公司建

立合作，从而获益于技术发展

和下一代商业模式，并同时为核

心业务提供支持。例如，德铁信

可正在与 uShip 公司合作开发

Drive4-Schenker 平台，泛亚班

拿国际运输代理公司（Panalpina 
World Transport）则与数字化

初创公司 Colo21 进行合作。

 • 打造数字化业务。少数传统企

业正在创办自己的数字化初创

公司，比如德国邮政敦豪集团

（DPDHL）旗下的 Saloodo!，
该公司结合托运方的运货要求

与承运方的可用运力情况进行

匹配。

数字化的新格局
为帮助传统企业了解形形色色

的数字化初创公司，找到理想的市

场切入点，我们对各数字化初创公

司按其主要投资方加以分类（参阅

图2）。其中包括：由风险资本或私

募股权投资公司资助的初创公司；

由老牌企业或道路运输业邻近行业

的企业资助的初创公司；由道路运

输为非核心业务的大型科技集团，

如阿里巴巴（Alibaba）和亚马逊

（Amazon）等电子商务巨头资助

的初创企业。

然后，我们根据各初创公司的

业务侧重点进一步归类。具体而言，

我们考虑的因素包括：公司是否主

要侧重于为承运方和货运代理商降

低成本或提高收益（比如“集市”

类初创企业侧重于提高收益，因为

它们让参与者获取补充货物或处理

不愿承载的货物）。除此之外，我

~2.1

~1.4

~1.0

~1.0

~94.5

德莎

德国邮政

2016

敦豪

德铁信可

60

40

已利用运力

2016

未利用运力

货运公司的
市场占有率（%）

全行业销售业绩明细
（十亿欧元）

货运公司的
运力利用率（%）

已利用运力
(成本)

2016

利润

管理(成本)

未利用运力
(成本)

~10
~40

~100

~150

 300

其他公司1

来源：公司报告；Transport Intelligence；BCG分析。
1欧洲道路货运企业的总数量超过30万家。

图1 | 西欧市场高度分散，运力利用率和利润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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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确定了各家公司所提供服务范

围的广度。服务范围广泛者涵盖了

整个价值链的绝大部分，提供的服

务种类也更多。而服务范围狭窄者

往往仅聚焦价值链上的一个或几个

具体要素（如道路货运竞标）。

我们最后发现，数字化初创公

司主要提供道路货运业中的五种 
解决方案，同时专注解决业内特定

痛点。

车队管理系统。车队管理系统

（FMS）可帮助承运方分析运营数

据，从而提高车队效率；道路货运

公司经常利用装置于货车上的远程

信息装置来收集车队数据和驾驶数

据。车队管理产品及服务包括车辆

管理解决方案，可以诊断潜在问题、

协助公司采取行动（如执行预防性

维护）；驾驶员管理解决方案如监

控驾驶状况、确保安全并预防事

故；运营管理解决方案专注于路线

规划和优化以及移动式人员排班；

以及支持企业资源规划软件一体化

的联网解决方案。2017年，美国通

信巨头威瑞森电信（Verizon）为拓

展自有联网车队的能力而收购了两

家主营FMS的美国公司Telogis和
Fleetmatics——这可能是行业整合

的一个信号。

运输管理系统。运输管理系统

（TMS）可对物流全程的运输相关

活动和参与者实行数字化整合。该

系统利用FMS产生的数据来促进多

项功能的实现，包括车货匹配、多

式联运、货物追踪和各项关键绩效

指标（KPI）的落实。TMS还扮演

着车载数字运营系统的角色，其中

装置了多种货车应用，如远程信息

处理单元。

TMS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联

网式或基于云端的系统，能为多个

参与方提供“软件即服务”（SaaS）
解决方案。此类服务供应商包括：如

欧洲的Transporeon公司，以及美国

的BluJay和创思普莱斯（Transplace）
公司。

第二类是面向单个公司的本地

前置解决方案。此类服务供应商

包括：欧洲的Soloplan和美国的

McLeod Software。TMS这一细分市

场的整合现已初见端倪。例如，金

融投资公司德太投资（TPG）收购

了Transporeon和创思普莱斯公司。

集市。这类网站将托运方和

承运方汇聚起来，并通过按需求

匹配道路货运运力的供给，有助

于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效率。集市

（Marketplaces）大致可分为两类：

 • 托运方—承运方。这一类集市

网站一方面帮助托运方寻找可

用的货运运力，确定运力情况

适合整车还是零担，另一方面

帮助承运方或货运代理商提高

运力利用率。

 • 承运方—承运方。借助这一类

集市网站，承运方和货运代理

商能够互相交流货车运力和货

物负载情况，包括零担信息。

运输管理系统
联网式

服务范围
狭窄

降低成本（以运营为重点） 提高收益（以货物为重点）

由风险资本或私募
股权投资公司资助
的初创公司

由老牌企业或邻近
行业的企业资助的
初创公司

由科技公司资助的
初创企业

车队管理系统

运输管理系统
单个公司

竞标平台

服务范围
广泛

Fleetmatics
(Verizon)

Webfleet (TomTom 
Telematics)

Telogis
(Verizon)

Masternaut

Omnitracks

McLeod Software

JDA

创思普莱斯

GT Nexus

甲骨文

Soloplan

Axit Transporeon

SAP
Descartes 

Ticontract

Jaggaer

TenderEasy

Colo21

Logistitrade

BravoSolution

集市

托运方—承运方 承运方—承运方
Dada 

Shutl (eBay)

Go-Jek

FR8Star Trans.eu
WTransnet

Teleroute
LoadFox (MAN)

TimoCom Cargoclix
Uber Freight

Tesisquare

Mercury Gate

BluJay

inet

虚拟货运代理商

Frachtraum

Freight Hub

Flexport

亚马逊1

InstaFreight

菜鸟（阿里巴巴集团）

Saloodo!
(DPDHL)

Cargonexx

来源：BCG分析。
注：母公司列于括号内。
1该解决方案的名称尚未披露。

图2 | 初创公司正在解决行业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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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集市网站可同时促成托运

方—承运方交易和承运方—承运方

交易，如欧洲的TimoCom和美国的

新生力量Uber Freight。集市类初

创企业创造的价值在于汇聚起大量

关键参与方，从而帮助用户找到合

适的业务合作伙伴。除匹配和预订

功能之外，这类公司一般不提供或

很少提供其他服务；它们虽然为用

户提供了购买运力的平台，但本身

并不直接涉入托运方与承运方之间

的合约谈判或运力安排。

虚拟货运代理商。虚拟的端到

端货运代理商通常与承运方签约合

作，发挥着一站式商场的功能，为

托运方提供一切与运输相关的服

务，包括签约和付款等。于是，此

类初创公司对传统的货运代理商构

成了挑战。虚拟货运代理商可保证

货物交付，还可购买运力，尽管这

种做法在道路货运业中不如在空运

和海运行业中那么常见，因为空运

和海运的货运交付路线相对更加标

准化。虚拟货运代理商的代表有美

国的Flexport和欧洲的Saloodo!。

竞标平台。此类平台可协助托

运方和承运方直接谈判长期的运输

合约。平台还提供创新方法，通过

优化合作伙伴网络来减少承运方网

络的失衡现象。欧洲的典型竞标平

台有Ticontract和Colo21。

预见未来
传统的道路货运企业必须迎接

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否则将面临落

后于人的风险。正如其他已经历数

字化变革的行业，道路货运业的整

合将产生屈指可数的赢家。传统企

业当下亟需采取行动，确保在起跑

线上争得一席之地，并能够受益于

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的提升，吸引新

的客户。数字化货运公司的成就展

示了它们如何在行业中逆势而上并

创造合理利润。上文列述的所有数

字化解决方案都有可能取得持续性

的成功，不过其中一些解决方案也

可能最终仅适合于利基市场。

我们预计数字化初创企业当中

将出现整合浪潮。因为凡是规模有

限、不足以自然形成明显规模优势

的市场，都存在大量相似的公司。

然而，一些数字挑战者可能会在

整合浪潮席卷而来之前选择“合

作”——与竞争对手携手合作。例

如，TimoCom与多家远程信息处理

及GPS车辆追踪解决方案供应商建

立了合作关系，这样客户就可以在

掌握车辆定位信息和临近的载重量

等情况的基础上设计货运路线。

我们预见赢家将从数字化初创

企业中诞生——具体来说，这些赢

家形成了决定性数量的用户群，开

发出了可在特定市场取得成功的卓

越产品和服务，并具备投资于其他

领域的能力。邻近企业（如专门服

务于托运方和承运方的平台）可能

会决定开展合作或实行并购，这样

它们才能覆盖价值链上的大部分领

域，向用户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并购者可能会得到金融投资机构的

支持；如私募股权投资公司Castik 
Capital Partners收购了一个集市网

站（Teleroute）和一家TMS解决方

案供应商（inet）。

鉴于道路货运业监管往往以边

境线为依据，我们还可以预见，业

内将会出现区域性赢家。

吹响行动号角
面对汹汹而来的数字挑战者，

要想成功应战，传统企业亟需采取

行动（参阅图3）。在此过程中，传

统企业可能还需要考虑下列举措： 

 • 制定数字化驱动的业务战略。

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围绕如何实

现业务的数字化转型设定愿景，

还需要制定实现这一愿景的清

晰战略，同时提出具体的路线

图以说明转型过程中的具体目

标，并详细说明达成目标所必

需的实际措施。传统企业还需

在全组织内对数字化目标及优

先级达成共识。应当一致地向

数字化驱动的业务战略

核心业务实现数字化

人员与组织 数据和分析

产品和服务创新 运营 进入市场 后台职能

技术 生态系统

数字化带来的新增长

共享的数字化加速器

来源：BCG分析。 

图3 | 数字化转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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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外部着重沟通这些措施。

内部激励措施也需与各项目标

保持一致。

 • 推动核心业务的数字化。数字

化企业正在寻找创新方法与客

户互动并重新定义客户体验。

这些方法需要自动化客户关系

管理等下一代销售系统的支持，

才能提高销售效率；需要依靠

数字化驱动的定价机制，以实

现定制化定价和全渠道定价；

还需要数据驱动的市场营销，

以开展精准营销。与此同时，

企业的内部核心流程需要实现

自动化和数字化，才能大幅削

减交易及管理成本。

 • 打造新的生态系统以促进数字

化增长。打造新的数字化业务

可从孵化初创企业、建立合作

关系、发起并购活动等开始着

手。企业应考虑投资于那些与

自身核心业务接近的公司，以

便获取经验，并从这些公司的

主营业务中获益。

 • 解决人员与组织问题以及结构

问题。大型公司尤其应当考虑

让公司愿景正式成为组织结构

的一部分。例如，企业可设立

一个专门的数字化单位或加速

器中心，负责在本公司业务范

围之外以合作的形式与供应商

和客户开展数字化活动。相应

地，企业需要制定一份招聘和

培训数字化人才的清晰计划。

 • 升级技术以改善数据分析。需

要与数字化同步进行的是针对

企业价值链，投资更为灵活的

IT 运营和技术支持。基础层面

的 IT 功能需要升级换代，以便

支持更快的产品开发周期，同

时增强各个部门与业务单位之

间数据的分析和利用能力。

未来几年，一些灵活的新进入

者因为行业效率低下而获益，从而

会吸引其他数字化初创公司大举进

军道路货运行业。少数几家领军企

业已经从众多新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并遥遥领先。这些初创公司可能对

传统企业构成严峻威胁，至少会影

响到它们的部分业务。面对利润微

薄、资产利用率低等挑战，传统企

业需要迅速做出反应，打造新的数

字化业务，以提高盈利能力，同时

避免被不断演进的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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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 面临的挑战
目前，消费者的零售购物体验

与十年前大相径庭，消费者不仅能

获得符合个人需求的定制化产品，

而且获取方式更加快速便捷。消费

者可提前在零售商官网上预订商

品，随后再从实体店的服务台取货

（有时候甚至会将商品送至家门口）。

即使没有提前从网上订货，消费

者也可以利用实体店的商品定位

APP，只需几秒便能锁定商品具体

陈列位置。消费者也无需浪费时间

从钱包中翻找合适的银行卡付款，

他们用智能手机就能便捷支付，根

本不用在收银台停留太久。

推动落实这些创新，并在技术

工具不奏效时予以应对，已日益成

为零售企业 IT部门的职责。这就意

味着公司CIO们身处整个零售业重

塑行动的核心位置。

为了解零售企业CIO们如何利

用技术来推动公司创新并为消费者

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我们共调查

了二十几家传统零售企业，它们的

收入在1.5亿美元至450亿美元之间。

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探讨零售企

业 IT部门的现行做法和投资重点，

分析传统零售企业如何转型才能留

住客户并在未来竞争中处于不败 
之地。

零售企业在数字化变革方
面面临“生死抉择”

调研公司Forrester的数据显

示，从现在起至2022年，美国和西

欧国家线上零售额增速几乎是零售

业整体销售额增速的五倍（参阅图

1）。就BCG自身的零售客户而言，

食品杂货、时装和奢侈品公司的线

上业务发展最快。

当前业界标准不断提升。就以

亚马逊和阿里巴巴为例，这两家公

司分别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树立

了电商业务标杆，而且持续通过扩

充产品范围、降低价格和加快订单

履行速度来不断改善客户体验。传

统零售企业可能得花半年甚至更久

的时间才能修复搜索引擎故障或是

实现线上购物线下退货功能，而反

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它们不断推

陈出新，由此创造了独特的竞争优

势（阿里巴巴和亚马逊每年的研发

支出分别达到50亿和200亿美元）。

传统零售企业和线上开拓者们

可能在参与同样的游戏竞争，但这

个游戏越来越像是线上公司发明

的，一直在它们的主场进行，而且

游戏规则也是线上公司制定的。

数字化先行的零售商（包括美

国的Etsy和中国的京东等）所开展

的创新不断提高消费者的期望值。

如今，零售客户对便利度要求很高，

他们希望零售商能快速配送商品，

并能随时随地访问门店。另外，消

费者还希望获取个性化内容，比如

手指轻轻一触便能查看近期订单记

录，或及时查看相关建议和折扣信

息。

如果零售商未能及时根据新环

境快速做出调整，后果有时比较惨

重，比如北美的Toys“R”Us、荷

兰的V&D以及英国的British Home 
Stores。

零售业 IT 支出变化
IT支出与零售企业的类型及业

务规模息息相关。在参与我们调查

的零售企业中，IT运营支出在收入

中所占比重从0.6%至3.9%不等，

1.2%是中位数水平。

“节俭型”与“丰富型”企业。

我们根据 IT支出将零售企业分为

两大类：IT支出在收入中占比高于

1.2%的企业为“丰富型”，反之则为

“节俭型”。

丰富型零售企业在项目上支出

较高，约占收入的0.22%，而节俭

型企业该比例只有0.12%。丰富型

企业还会给 IT员工投入更多资源。

平均来看，丰富型企业中 IT人员与

其他员工的比例为1:81，而在节俭

型企业这一比例有所失衡，为1:124。

行业焦点

数字化创新：零售业
Ashwin Bhave、Chris Biggs、Peter Burggraaff、Brad Loftus、Shishir Pat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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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丰富型零售企业的 IT经理管

控幅度较窄，平均管理3.5名员工，

而节俭型企业的 IT经理平均管理4.1
名员工。最后，与节俭型企业相比，

丰富型企业更倾向于将大部分 IT员

工留在高成本的地点，如企业总部

或靠近总部的地点（丰富型59%，

节俭型47%）。

零售企业的 IT支出中有很大一

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和应用支持（参

阅图2）。零售企业可考虑降低这些

领域的支出，从而为创新匀出更多

资金。

不受CIO直接管控的支出。很

多公司技术支出非常分散，举例来

说，营销部门可能需要购买数字化

优惠券系统，市场部门可能需要采

用分析系统，对此CIO们未必会参

与筛选工作，这项支出也未必会影

响 IT预算。分散化的技术预算在节

俭型企业更为常见，CIO们一般管

控公司一半的技术支出，在丰富型

企业该比例能达到四分之三。

丰富型企业的CIO们对公司整

体技术支出有更大控制权，有助于

他们统一管理投资的优先重点、确

保成本效率，并集中发展业务专长

从而使整个公司受益。

零售业 IT 创新标志
BCG调查结果明确揭示了零售

企业最为关注和最不关注的创新领

域。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将零售企业

分为两大类：“领先创新企业”和“传

统运营企业”。

领先创新企业在捕捉消费者数

据和开展复杂分析方面远超传统企

业。另外，它们会对收集到的消费

者拜访次数、各单品消费额，以及

消费者行为（如放弃购物车）开展

详尽分析。领先创新企业会建立更

为完善的消费者画像并开展更多运

营相关分析，从而方便其直观地了

解库存变化、送货卡车具体位置及

到达时间。

在分析工作方面，领先创新企

业覆盖的面更广。它们会利用分析

来优化营销支出、产品定价以及线

上体验（参阅图3）。

领先创新企业在全渠道能力方

面更为完善。与传统运营企业相比，

领先创新企业在线上购物线下提货、

线上销售门店配送及线上预订第三

方供应商代发货方面都更进一步（参

阅图4）。

在投资电商软件和基础设施方

面，领先创新企业和传统运营企业

均关注运营前端工作，包括互联网

商务平台和应用，以及协助开展市

场营销和客户互动的工具。目前，

几乎所有传统零售企业都会通过电

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开展市场营销，

对零售企业而言，社交媒体覆盖已

不再是差异化竞争优势。

领先创新企业均已自行开发或

外购更多个性化工具，而且在价值

链其他环节投入更多资金，比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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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线上业务增速快于传统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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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CG分析。

图 2 | 将RPA和AI融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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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零售企业平均 IT运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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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7年BCG零售业数字化和技术对标调查。

图3 | 领先创新企业的分析覆盖更多领域



资助销方案，以及仓库库存管理相

关技术（参阅图5）。

改善 IT 运营的新老策略
零售企业的CIO们可采用多种

技术方案提升 IT部门效率，其中之

一便是外包。外包适用于商品型 IT
服务，如基础设施和桌面支持相关

服务。但是很多传统零售企业依然

自行运营数据中心并派遣人员在现

场支持企业应用；还有很多企业自

行管理网络，包括其音频和视频会

议系统，以及企业的广域网和局域

网。它们这么做并非明智之举。零

售企业应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具战

略性的视角开展外包。

云技术能够降低基础设施和折

旧成本，但是零售企业普遍忽视了

这一点。另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技

术是软件即服务SaaS，它能将企

业的软件开发负担转嫁给外部供应

商，并有利于推行标准化工作方式。

迄今为止，传统零售企业主要利用

云技术和软件即服务来连接至社交

媒体平台、处理其在移动端的应用

并支持电商运营。但是云技术和软

件即服务解决方案的应用范围绝不

仅限于此，其他应用领域包括数据

分析、主数据管理、采购和供应商

关系管理，以及网络安全。

敏捷开发方法的作用。近年来

敏捷开发已成为 IT部门全新的关注

点，它有助于企业提高效率并改善

创新工作。敏捷软件开发意味着小

型团队每隔两周到四周便编写并发

布代码，以冲刺项目的形式开展工

作。这些团队会对工作进行优先排

序，从而确保优先完成最重要的功

能和补丁。敏捷团队会以小组的方

式开展合作，有的负责移动端应用

的用户界面，有的负责网站的支付

功能，还有的负责网站的推荐引擎。

有些非互联网企业已在灵活善

用敏捷开发方法，星巴克便是范例

之一。它在内部组建了多个全职团

队来共同负责开发并持续完善星巴

克手机APP。团队成员利用情景数

据以及客户购买历史来为客户提供

建议和个性化服务方案，他们开发

的APP有超过5000万活跃用户，每

年创收超过数十亿美元。

广泛利用敏捷方法还有助于传

统零售企业的IT部门提高生产效率。

我们估计，公司采用敏捷方法能将

预发布软件缺陷减少65%到80%，

并将软件发布后影响客户的问题减

少 50%到75%。

结语：摩厉以须
对于零售企业CIO们而言，数

字化创新时代的要求接踵而至。最

初他们得确保公司的社交媒体运营

有稳固的技术基础，之后是重新思

考管理客户数据的方法，现如今敏

捷方法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而

未来则可能是快速无缝地整合物联

网、增强现实AR技术和高级分析工

具等技术，并确保与旧有技术平台

兼容。

零售企业的CIO们必须明确他

们应优先关注哪些新技术，并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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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7年BCG零售业数字化和技术对标调查。

图4 | 店内全渠道体验尚未成为主流



量不超过当前预算的前提下，找到

为公司未来发展进行投资的清晰路

径。为此，CIO们必须重新审视自

身工作的方方面面，并判断是否有

更好的方案。一言以蔽之，时间和

资本都是稀缺资源，不容浪费。

Ashwin Bhave是波士顿咨询

公司 (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常驻华盛顿办公室。如需联络，请

致信bhave.ashwin@bcg.com。

Chris Biggs是BCG合伙人兼董

事总经理，常驻伦敦办公室。如需联

络，请致信biggs.chris@bcg.com。

Peter Burggraaff是BCG联席

董事，常驻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如

需联络，请致信burggraaff.peter@
bcg.com。

Brad Loftus是BCG资 深 合

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常驻华盛顿

办公室。如需联络，请致信 loftus.
brad@bcg.com。

Shishir Pathak是BCG合伙人

兼董事总经理，常驻纽约办公室。

如需联络，请致信pathak.shishir@
bc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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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 领先创新企业的投资涉及价值链更多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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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在颠覆汽车行业的同

时，也为汽车制造商创造了大量机

遇，但若要跟上数字化时代的变化

节奏，车企必须进行现代化创新。

对于雷诺这家创始于1898年的法国

汽车制造商而言，创新的紧迫感根

深蒂固，但创新并非易事。

Frédéric Vincent自 2016年 5
月开始担任雷诺集团首席信息官

（CIO），负责集团的全面数字化

转型。当他踏入这家跨国公司时，

迎接他的是2000多个旧有应用，其

中大多数已有10到15年历史，未来

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但他坚持把

精力聚焦于为公司和消费者创造可

衡量的有形价值，他的努力带来了

丰厚的回报。雷诺预计，到2020年，

数字化转型项目将为公司创造10亿
欧元的价值。

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巴黎办公室的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

经理、BCG数据和数字化平台专题

全球负责人Antoine Gourévitch与

Vincent进行了一场访谈。以下是本

次访谈实录的节选。

Frédéric先生，非常感谢您参

加这次访谈。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您

在雷诺的工作职责吧。

我在雷诺有两大职责。第一，

作为CIO，我负责管理 IT部门；第

二，作为Renault Digital的董事长，

我还要负责管理集团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当前身处一场特殊变革的暴风

眼。数字化风暴正席卷汽车行业，

不论是汽车设计和汽车制造等上游

产业，还是与客户关系管理有关的

下游产业，均受到冲击。因此，雷

诺将大力开展数字化转型。

请您描述一下您在雷诺数字化

转型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步是向员工传达数字化转

型将为整个公司带来的价值。我们

花了很多精力去辨别并量化分析能

够为集团创造价值的数字化项目，

然后我们发现，数字化转型每年可

以创造6亿欧元左右的价值：一半

来源于产能和效率的提升，另一半

来源于新业务。因此我们就有了明

确的目标：创造6亿欧元的价值。

这是实现全集团数字化转型的第一

步。我们专注于价值，而不是转型

本身。

一旦我们计算出数字化转型对

雷诺的价值，我们就会问，如何在

未来三年，通过多条业务线创造6
亿欧元的价值？

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创造价值？

我们有三大抓手。第一个是技

术。我们建了一个数字化平台，与

旧有系统搭配使用，这使我们能够

从所有的内部数据中获取价值。我

们的数据分散于2000多个应用，所

以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化平台来整合

数据，使数据变得可用。

第二，我们改变了工作方式。

我们决定在所有的新项目中采用敏

捷方法。对我们的员工而言，敏捷

还是一项新事物，因此我们需要

问答

数字化转型将创造 10 亿欧元
的价值
雷诺首席信息官 FRÉDÉRIC VINCENT 访谈

教育背景
• 1992 年毕业于巴黎中央理工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工作经验
• 2016 年至今，雷诺集团，首席信息官

• 2013-2016 年，CANAL+ 集团，首席信息科技官

• 2007-2013 年，CANAL+ 集团，多个岗位

FRÉDÉRIC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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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专家和敏捷教练来向大家解

释如何运用敏捷方法。我们还升级

了公司的内部工具，以促进我们团

队的实时协作和信息共享，因为我

们的员工遍布世界各地，许多员工

还会全球出差。

最后，为了能够操作新技术，

我们还聘用了新的 IT人才，并升级

了现有团队的技能。为加速转型，

我们成立了一个数字化中心，叫做

Renault Digital。它是雷诺的一个

子公司，有300名员工。其目的是

为雷诺集团提供推动数字化转型所

需的技能、方法和工作环境。

当一家公司创建了数字化中心

后，这个数字化中心就会有被孤立

的风险。您是如何将数字化中心融

入整个集团的？

的确，我们在创建数字化中心

时，也认识到了可能面临的风险。

其中一个风险就是，数字化中心可

能会变得完全孤立，与公司业务脱

钩。这一点不难想象，与集团13万
员工相比，共享中心的300名员工

显然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另一种完

全相反的风险就是，数字化中心可

能会彻底被集团同化，迷失在雷诺

繁复的组织和流程中。

我们在不断努力寻找一种平

衡，使Renault Digital既保持一定

的独立，又可以融入集团。该数字

化中心是雷诺的全资子公司，有专

门的办公楼，并配备独立的人力资

源和采购部门，这些都是为了确保

其独立性。由于我既担任该子公司

董事长，又负责集团 IT，因此我能

够确保数字化中心与集团保持紧密

协作。同时，在月度会议上，执行

委员会会对数字化中心的工作进行

监督，以确保集团的关键部门领导

深入参与数字化工作。

贵公司的 IT人员是否会感觉，

使用旧有 IT系统的员工和使用数字

化技术的员工之间会存在隔阂？

的确存在这种风险，但我们所

有的项目仍然由 IT部门牵头。如

果某些项目对数字化技能有要求，

我们就会把这些项目放在Renault 

Digital内部进行孵化，并维持原有

项目团队。也就是说，我们把一支

由业务和 IT人员组成的项目团队调

离至Renault Digital内部。这样，

项目团队就可以与各类数字化人才

合作，包括Scrum专家、敏捷教练

以及用户界面、用户体验、数据分

析和设计思维方面的专家。我们提

倡“在实践中学习”，让项目团队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学习具体的工作方

法。所以，Renault Digital实际上

相当于一个孵化系统，负责为项目

团队提供方法和技能。

能否列举一个已经取得成效的

数字化项目？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

有关汽车制造的项目。我们将团队

细分为所谓的“基本工作小组”，每

个工作小组由10至12名成员组成，

从事装配或组装工作，每个小组由

一名负责人牵头。小组负责人需要

对小组工作进行现场监督，以确保

工作条件合适，而且产出质量高。

但小组负责人还要定期回到自己的

办公室，因为他开展工作所需的所

有信息都保存在自己的电脑上，而

办公室离生产车间又很远。所以他

每天都要通勤12公里，往返于办公

室和小组之间。

为了让小组负责人的工作更加

便利，我们将他所需的全部信息储

存在平板电脑上。道理其实很简单。

我们希望缩短负责人来回通勤的时

间，使他有更多时间与自己组员互

动，并检查产出质量。因此，我们给

工厂安装无线网，并重新配置我们的

旧有系统，使员工能够在平板电脑上

查看实时信息，我们还为团队提供培

训，教大家如何使用新系统。

这一举措的成效很容易衡量。

我们知道，该举措帮助小组负责人

节省了时间并改善了工作质量。小

组负责人对此非常满意，因为他们

可以与自己的小组更紧密地协作。

整个安装过程只用了几个月。我们

正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的一个工

厂尝试这种做法，并计划将其推广

至整个公司。

另一个案例则与商业有关。我

们的官网有一个板块，可以根据消

费者待售的旧车来确定消费者购买

新车的价格。以前，我们只会在网

站上发布旧车平均回收价格，作为

参考。之后，我们对客户体验进行

了重新设计。现在，如果你有一辆

旧车，你只需要在网站上输入车牌

号，然后，我们会让你计算这辆车

的里程数和整体车况（例如是否有

刮损）。整个过程高度可视化，点

几下鼠标就能完成。输入了名字和

地址后，你会收到一份合同形式的

报价。接着，离你最近的经销商会

与你取得联系，你就可以直接去现

场，然后经销商会检查车况，最后

以商定的价格回收你的旧车。

该功能最近在法国上线后，客

户访问量增加至以前的20倍。显然，

客户访问很重要，因为它能够产生

客流量，进而提高未来销量。因此，

仅仅通过对网站的一个板块进行调

整，并引进经销商的报价合同，我

们就大幅增加了客户与我们主动接

触的次数。

在几个月时间内，我们便可以

开发出高度适应业务现状的新产品。

接着，业务部门用几周时间对产品

的效率进行评估，然后我们根据评

估结果对产品进行调整，最后将其

快速投入生产。显然，这些产品将

帮助创造我之前所说的价值，也就

是数字化项目每年创造的6亿欧元

的价值。

在价值创造方面，雷诺目前进

展如何？

我们的数字化项目于2017年1
月启动，迄今刚好一年。我们的进

展符合预期，甚至在销售和营销方

面还超出预期。所以我们对目标进

行了调整。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在

2020年前创造10亿欧元的价值。数

字化转型已经在创造价值，而我们

每天都在衡量这种价值。

Antoine Gourévitch是 波 士

顿咨询公司（BCG）资深合伙人兼

董事总经理、BCG数据和数字化平

台专题全球负责人，常驻巴黎办公

室。如需联络，请致信gourevitch.
antoine@bc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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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复杂的监管合规环境，要

求银行机构进一步加强透明度，加

大金融犯罪和行为风险的打击力度。

面对各类金融风险的威胁，银行必

须更加努力证明自身具备良好的风

险控制机制与合规管理文化。同时，

银行的合规能力也备受监管机构关

注，2009年至2016年，受监管机

构执法影响，全球银行业被处以约

3210亿美元的罚款，使其业绩表现

受到重创。

在这样一个严苛的监管环境

下，许多银行最初只是采取应急补

救方案，包括实行新的风险控制措

施以及招聘更多的风险控制人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开始

采取一种更加有效的合规方案：制

定全面的合规风险分类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界定合规运营的管控范围。

这标志着银行业合规转型正式拉开

帷幕，但这一做法也推高了银行的

运营成本，增加了银行的人力资源

压力。

数字化作为这一转型的最后阶

段，有望为银行的合规运营带来本

质上的改变。而这一变化背后的催

化剂则是众多智能技术的出现，这

些技术性能强大，具备与人类相似

的能力，例如可以学习新事物，运

用语言以及做出决策。

智能技术在合规领域拥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可以为客户导入等常

规事务提供帮助，也可以为非结构

化数据分析（例如反洗钱应用）提

供支持。总而言之，这些技术能够

帮助银行显著提高运营效率和员工

效能。

建立合规的目标运营模式
构建先进合规框架的第一步，

就是要确立合规风险分类的机制，

对关键风险领域进行分类和描述。

通过分类，也可以清晰划定目标运

营模式涉及的范围。下面列出了与

金融犯罪和金融行为有关的六类主

要合规风险，其中有三类属于金融

犯罪风险：

 • 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掩盖赃款

来源以及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融

资服务。

 • 制裁和禁运：与受到制裁的个人、

组织或国家进行非法交易。

 • 贪污受贿：客户或员工参与贪污

受贿和（某些情况下的）诈骗活动。

另外三类属于金融行为风险：

 • 市场行为：在证券交易中遵守全

球和当地规则（例如有关内部交

易或市场操纵的规则）。

 • 客户行为：涉及产品适用性、跨

境业务、信息披露义务以及与客

户有关的利益冲突解决。

 • 企业文化和职业操守：建立健全

的企业文化，遵守经营道德。

除了处理以上六类风险，银行

合规部门还要满足监管合规要求，这

需要银行详细了解全球和地方监管规

则，确立各有关部门的合规职责。

借助全面的风险分类机制，银

行可以重新设计其合规目标运营模

式，厘清各部门角色和职责，建立

更加规范可靠的合规体系架构。理

想的目标运营模式应涵盖五项要

素：合规策略、治理与组织、合规

风险管理、人才策略、政策框架（参

阅图1）。

通常，金融机构将绝大部分合

规资源（最高达90%）分配给了合

规风险管理，而忽视了其他四项要

素。

合规策略。通过制定全行合规

策略，银行能够为合规部门提供指

导框架，明确合规部门目标（或任

务说明）、权利和职责。该策略还

应包含指导银行如何与合格客户对

一些特定产品和市场进行商业合作

的相关内容。

行业焦点

智慧科技驱动银行合规转型
Gerold Grasshoff、Bernhard Gehra、Valerie Villafranca、Norbert Gittfried、Vincent Grataloup、
Katharina Hefter、Jannik Leiendecker、Oliver Pa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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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组织。目标运营模式为

银行设定了三道防线（分别为最终

风险责任人、风控独立审核人和内

部审计人员），确立了治理架构，

规定了合规部门的组织结构。通常，

合规部门处于第二道防线。为支持

合规工作的开展，银行高管必须明

确每个业务部门与合规部门的关

系，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司法和

法律差异。

合规风险管理。合规风险管理

是一项核心能力，是目标运营模式

的基础，为银行管理合规风险（包

括金融犯罪风险和行为风险）提供

了运营框架。该能力包含五项重点

领域，每个领域分别对应一项重点

任务：

 • 追踪监管要求，制定标准：了解

全球和当地监管要求，制定内部

风险政策和流程。

 • 评估风险，制定策略：评估固有

风险及应对措施，以此识别风险

敞口，作为制定合规风险策略的

第一步。

 • 培训和指导：制定与合规责任相

关的内部培训和指导方案，辅以

即时支持，尤其重视第一道防线

的人员培训。

 • 管控和测试：在第一、二道防线

实施风控措施，缓解固有风险，

测试风控效果。

 • 评估和报告：评估各个风险领

域，将评估结果汇报给内外部相

关方，包括提供与合规效果有关

的书面证据。

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机制还应

提供相关基础设施，用于管理和分

析数据、支撑法务文件编制并确保

相关工具落实到位。

人才策略：确保有充足的合适

人才，并为各个防线上的合规人员

开展适当培训。

政策框架：高管们需要有一个

全面的合规政策框架，包括一份用

于指导政策和流程的制定、维护和

退出的蓝图。

合规风险管理中的智能技
术应用

近年来，银行已在多个业务领

域应用数字化解决方案。而对合规

而言，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智能技术，

这些技术可以用于收集、评估海量

数据，并执行相关任务（参阅图2）。
这些智能技术包括OCR、数据挖掘

和深度学习等，能够支持合规工作

的四个环节：数据收集、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行动执行。

数据收集：收集模拟数据并将

其转换为数字格式，以供分析和处

理。该步骤会用到三种智能技术：

 • OCR：从扫描文件和图片（包括

手写内容）中提取文本，并将其

转换为可编辑、可搜索的数据。

 • 声音和语音识别：分析和识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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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策略

人力资源策略

策略框架

合规风险管理

评估风险，制定策略

评估和报告

金融犯罪
（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制裁/禁运，

贪污/腐败）
行为

（市场，客户，文化/操守）
其他风险类型

（例如数据保护和诈骗）

管控和测试

培训和建议

监
测
合
规
要
求

制定标准

治理和组织（包括三道防线1、组织结构和全球职能部门负责人）

合规基础设施  （数据、法律文档、支持工具）

监管合规

来源：BCG分析。
注：该合规目标运营模式适用于全球，包括欧洲、美洲、亚洲、中东和非洲。
1 三道防线包括最终风险责任人、风控独立审核人和内部审计人员。

图1 | 合规目标运营模式结构



音，并将其转换为数字文本，可

用于交易监控。

 • 图像和面部识别：用数字化匹配

技术进行信息分类或身份鉴定，

可用于开户流程。

数据分析：该环节涉及数据分

析和规律识别，会用到以下几项智

能技术：

 • 数据挖掘：利用统计方法，从海

量数据中寻找规律，可用于交易

监控。

 • 案例推论：分析数据库中的现有

案例（例如过去的洗钱案例），

通过相似性分析制定决策。

 • 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模仿人类

专家认知和推理过程的决策系

统，可用于 KYC 风险评分。

机器学习：利用数据开展机器

学习，包括训练机器进行自我改善。

机器学习主要用到以下五种智能 
技术：

 • 监督学习：用过去的问题解决案

例来训练机器，从而持续改善机

器性能，可用于多文件信息管理。

 • 无监督学习：利用聚类分析、降

维、异常监测等技术，发现数据

中的结构，可用于改进洗钱监测

模型。

 • 强化学习：从实践中学习，而非

从观察中学习，学习过程中无需

了解每个步骤的结果，也无需考

虑决策的长远影响。

 • 深度学习：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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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各类合规活动中的智能技术



析数据，无需进行手动特征构建

或对问题进行分类。

 • 推荐系统：根据用户历史偏好（基

于内容）和相似用户偏好（协同

过滤），预测用户当前偏好，从

而对推荐内容进行排序，可用于

处理交易监控中的一级警报。

行动执行：机器可按照明确指

示执行，也可以根据自我判断做出

反应。该过程会用到七种智能技术：

 • 自然语言理解：运用句法和语义

分析，将自然语言转换为计算机

可读模型。

 • 自然语言生成：将机器语言翻译

为自然语言，可用于提供自动咨

询服务。

 • 语音合成：将书面文本转换为语

音。

 • 机器翻译：将一种自然语言自动

翻译为另一种自然语言，满足不

同国家地区的服务需求。

 • 情感分析：从文本中提取信息（例

如作者的态度、评价、情感状态

和性格）。

 • 业务流程管理工具：支持在单个

平台上设计和实施多种流程解决

方案，可用于协助预警和案例管

理或客户导入。

 •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使用静态规

则制定决策，将人工操作自动化，

可用于在客户导入时筛查负面新

闻报道。

智能技术评估框架
不同的技术可提供不同的能

力，进而能够执行不同的任务。其

中一些任务较为常规，而另一些任

务则涉及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需

要用到智能技术（参阅图3）。

上述任务和与其有关的技术可

分为以下三大领域：

数据生产与收集：利用技术执

行标准化简单任务，进而显著提升

效率。该领域会应用到机器人流程

自动化、业务流程管理工具以及语

音识别等数据收集技术。这一部分

技术是银行在智能技术布局中，尤

其在早期，应用最为广泛的。

 • 基本数据分析：利用基本数据分

析工具，按照预先定义的规则，

为相对简单的任务提供支持，例

如，通过交易监控或基于用户

风险评级的规则对用户行为进行

预警。该领域会应用到案例推论

和专家系统。基本数据分析往往

是智能技术推广计划的中期优先 
事项。

 • 高级数据分析：分析大量非结构

化数据，找出新的洞察（例如在

交易支付中发现规律）。该领域

会应用到学习算法和自然语言

处理。高级数据分析通常在数据

生产与收集和基础数据分析之后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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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 智能技术和合规风险管理评估框架



在进行合规风险管理时，不同

工作内容对技术有不同的要求。例

如，全球和当地法规监测、风险评

估以及员工培训等工作最适合应用

基础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数据挖掘、

案例推论和专家系统。同时，对于

一些高度标准化的风控和报告类工

作，银行可以运用数据生产与收集

技术，例如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业

务流程管理工具、声音和语音识别

等。而其他更为复杂的工作，例如

分析特定交易规律，则需要运用自

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高级数据

分析解决方案（参阅附录“某欧洲

银行逐步采用合规智能技术”）。

深入分析：智能技术在客
户导入中的运用

为打击金融犯罪，金融机构需

要了解客户，妥善管理客户生命周

期的三个关键阶段：客户导入、客

户审核和客户退出。客户导入阶段

的核心工作是鉴定和验证客户身

份，可帮助银行达到监管报告要求，

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客户需求。

基于为一些金融机构针对合规

风险管理制定统一标准的经验，我

们创造了一套工具，用来识别全球

以及各地区关于客户导入的监管要

求所涉及的关键任务和数据（包括

所需文件）。该工具为制定全球客

户导入流程提供了基础。

客户导入流程分八个步骤，可

归为四个阶段：客户身份鉴定、客

户尽职调查、深度尽职调查、导入

确认。在客户身份鉴定（第1、2步）

过程中，银行需要收集公开和私人

信息，以便进行客户尽职调查，包

括客户验证、行为筛查以及客户风

险评分（第3至6步）。评估结束后，

银行需要开展深度尽职调查（第7
步），最终确认客户导入（第8步）。

如今，上述多个步骤仍然依赖

人工操作，因为需要收集并核查来

自不同数据来源的信息需要大量人

工参与。另外，多数银行不具备任

务管理和任务监控所需的集成工作

流工具。然而，随着智能技术在商

业上的普及以及越来越多的银行在

内部开发这些技术，银行自动化水

平将得到提升。这一过程主要涉及

以下三项智能技术（参阅图4）：

 • OCR：能够将模拟数据转换为数

字格式，用于客户导入过程中的

自动数据处理。

 • 机器学习：能够改进评分算法，

提高当前基于规则的客户风险评

分的精确度。

 •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在身份鉴定

阶段，该技术可用于数据的自动

收集和核查（包括从外部数据提

供商收集的数据）；在尽职调查

阶段，该技术可用于信息验证和

后续筛查；另外，该技术还可用

于对尽职调查和风险评分进行质

量检查。

随着银行在整个客户生命周期

加大对智能技术的运用力度，客户

导入阶段的合规风险管理流程已日

益自动化和标准化。

下一步行动
由于监管趋严，罚金高昂，银

行不得不重新设计目标运营模式，

并利用智能技术改善合规部门的效

率和效能。银行的下一步行动将取

决于自身在合规转型过程中所处的

阶段。在优化目标运营模式时，银

行高管应重视以下三个关键步骤：

 • 开展合规“体检”：与高管进行

访谈，并对标行业最佳案例，以

此评估本行合规目标运营模式现

状。在这一步中，银行可以围绕

合规策略、治理与组织、合规风

险管理等维度设计调查问卷，并

按照重要性对各维度进行加权处

理。

 • 定义目标运营模式：围绕合规，

设计详细的目标运营模式（包括

全行风险分类机制），并使其与

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厘清角色

和职责，确保全球框架与各地区

规则和业务要求保持一致。要做

到这一点，建立全面的符合全球

监管要求的数据库十分关键。

 • 设计路线图并实施：优化目标运

营模式的最后一步，是设计实施

路线图，包括确立项目结构。兼

顾新系统推广和日常合规运营是

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项目团

队应从项目伊始就与各合规部门

团队和业务部门团队开展合作。

在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下，
某欧洲银行出现合规人力短缺，
因此希望通过自动化来提升效率
和效能。该银行在全行范围内收
集信息，包括端对端流程数据、
每个流程对应的全职员工数、预
警数量、预警误报比例和预警处
理时间。

对上述信息进行处理后，该
银行针对不同流程开展智能技术
应用，并根据以下几项指标评估
其效果：预警误报减少的数量、
预警调查速度、向监管机构汇报
可疑活动所需时间，以及对全职
员工编制的影响。为了确定技术
应用举措的优先顺序 ，该银行
对比了实施各项举措所需的工作
和产生的效果，制定了一份项目
路线图，优先实施可迅速产生回

报的举措，推迟实施相对复杂的
举措。

 在第一阶段，银行重点针对反
洗钱 /禁令预警，实施流程管理
解决方案，并在所有业务部门开
展案例调查，旨在提高运营效
率，减少风险。之后，银行实施
了一项更激进的举措：引入机器
学习等智能技术，以此改善预警
监测算法，推动预先调查流程，
进而减少预警处理时间。

投资方面，该银行预计，上
述举措的投资成本将在第二年达
到顶峰，之后四年逐渐减少，直
至为零。据预计，在举措实施第
二年，合规职能成本将达到原有
水平的130%，随后逐渐降低。

某欧洲银行逐步采用合规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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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那些已经成功设立目标

运营模式的银行而言，在开展合规

风险管理时，可更多运用数据生产

与收集、基础数据分析和高级数据

分析等愈发普及的智能技术。银行

应采取策略性做法，初步采取以下

举措：

 • 评估数字化机遇和技术。在评

估合规流程现状时，银行需要

盘点合规任务的频率和结构以

及可用智能技术，从而对需求

进行分类和排序。在这一阶段，

决策制定者必须详细了解流程

及其背后的技术要求。

 • 开展试点项目，进行概念验证。

高管应挑选几种智能技术用于

开展试点项目，以进行概念验

证，并获得利益相关方认可。

 • 设计推广路线图。任何时候，

在进行智能技术推广时，路线

图都至关重要（包括确立合适

的治理架构）。选择供应商是

一项重要挑战。此外，银行可

以通过进行持续测试，发现错

配、缺陷或冲突（例如，IT 需

求与数据安全需求的冲突）等

问题。

在建立先进合规框架时，没有

单一的做法。如今，一些银行通过

制定目标运营模式，逐渐摈弃了应

急解决方案，转而构建新的智能技

术平台。通过这种做法，银行有望

为自身和利益相关方带来额外收

益，并发展自身能力，从容面对现

代全球银行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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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 客户导入过程中不同步骤适合的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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