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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莲朵壟焦胺嗨
办均潷閂

字化转型是当下的热潮。面对潮

流，企业或兴奋于追逐可能出现

的商机，或焦虑于落伍时代步伐

的风险，纷纷奋勇争先，如潮水

般涌入转型者之列，以求立于潮

头，或希望至少可以分一杯羹。 

然而，潮起潮落的历史经验，总是不断提醒：

任何潮流，既蕴含着新生事物强大的生命力和潜在

商业价值，又很容易在涌动中吹起泡沫，形成陷阱，

引盲从者折戟。今天，数字化转型的不少陷阱已然

显现。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既要积极投身

洪流，也应冷静思考，努力避免掉入各种各样的陷

阱之中。

缮摁潷閂倸
胜损彩烷莲朵鲛带维熏波熬惟灸尷诟
放眼企业界，有太多的企业热衷于把提供数字化解

决方案作为未来的重要业务和新增长点，这是极大

的战略定位上的误区。

一些传统上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企业，摇身

一变，开始兜售数字化解决方案。如日中天的互联

网企业，自认为只要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把触角

伸向实业界，稍加时日，便可以成为这些领域数字

化解决方案的专业提供者。垂直领域的企业，尤其

是行业领先企业，自认为在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可以积累起足够的数字化转型技能、专业人才

和管理经验，将来完全有能力向本产业甚至跨产业

的各类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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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惯性思维，很容易指向这样的决策：交由信息

化部门负责数字化转型最为合适。

如此思维，至少忽视了两个重要风险：一是现

有的企业信息化部门缺乏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有的业

务能力。长期以来，信息化部门普遍只是为企业处

理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财务数据、统计数据等提

供支持，并不参与具体的业务工作。

一个汽车制造商的信息化部门，触及的数据包

括：零部件等的采购量、批次与金额，主要供应商

的基本情况，产销量，残次品率，成本核算结果，

经销商及购买者的基本情况，融资渠道与成本，资

产与负债，等等。然而，对于加工车间在加工过程

中的机器工况，车间现场的状况，工程技术人员在

研发及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售出去的汽车

行驶中的车况、路况与驾驶人员的行为，汽车故障

维修过程中的车况及维修人员的行为等，并不了解，

因而缺少对业务运行中形成的车、人、场景等数据

进行专业化分析的能力。因此，单靠信息化部门已

有的工作条件和知识积累，根本无法完成企业数字

化转型所需要的海量数据的搜集、储存、传输、分

析与应用等工作。

二是现有信息化部门有可能会低估数字化转型

工作的重要性。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期阶段，不

少基础工作，有时容易被信息化部门从过往的工作

习惯出发视为信息化工作的已有内容或延伸，无法

从一个全新的新事物的视角给予应有的重视。

因此，企业要想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一

定要下决心建立起专门从事数字化转型的部门或岗

位，由专业的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实际上，越来

越多的企业，认识由新设部门来统领数字化转型工

作是较之由信息化部门负责更为有效的选择。新设

的数字化转型部门与岗位，需要与业务部门密切合

作，甚至嵌入业务部门中，以便更为有效地推动企

业经营过程中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人才，既要懂企业的业务，又

要懂数据挖掘与分析。信息化部门现有人员中，那

对此，我们深感忧虑和不安。若干年前，ERP

风潮涌动之时，又何尝不是如此景象。回顾历史，

当年热衷于成为系统集成商的大批 IT 和非 IT 类企

业，最终修成正果者，不过是少数。在数字化转型

的起步阶段，对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感兴趣的

企业，会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可以预见，其中相当

多以此为战略定位的企业，可能会遭受挫折。

这方面，GE 的教训已经非常深刻。实事求是

地讲，单就 GE 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来说，无疑走在

了全球制造业企业的前列。GE 在航空、能源、医

疗等设备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可圈可点。然而，

GE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尝试借助

Predix 平台为全球各类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平

台和提供服务支持的努力，成效不佳。

对于多数企业，面对热潮，重要的不应是去把

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作为未来新的业务和增长点，

而首先要做的是努力实现自身的业务数字化——以

数字化理念、工具和方法等改造企业的现有业务，

提高业务运作效率，增加业务附加值，更为出色地

满足顾客的需求，充分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

力。随后，企业可以适度考虑推进数字化业务——

把汇集海量数据及分析数据得到有价值的结果作为

新业务，在向客户提供数据及分析结果中获得增长。

这会是部分企业的新业务，但对多数企业来说，这

未必能形成规模十分庞大的新业务。而未来能够成

长为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企业，将是少数

新式专业化企业。

楹榻潷閂倸
令拿羡查窍朵腎嵐绳事烷莲朵壟焦襪毖
不少企业很自然地把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任务交给

了信息化部门，希望在首席信息官（CIO）的带领

下，由信息化部门来完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

如此安排，常常带来力不从心的局面。

毋庸置疑，信息化部门同样以数据为工作对象，

几乎是企业内部与数字化转型工作距离最近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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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能够以开放心态接受数字化这一新生事物、并能

迅速补足所需知识与技能的，自然应该优先吸收进

入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部门中。不过，相当多的企业

数字化转型部门人员，很可能并非来自企业的信息

化部门。例如，中信集团设立了由公司高管挂帅、

集团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子公司负责人共同参与

的转型小组，组建了专门负责转型工作的中信云网

公司和中信科技公司，引入专业化人才，广泛对接

内外部资源，以灵活的机制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

默醋潷閂倸
迸熬陪滅烷莲朵默醋滦ǜ颁均复
热潮之下，企业争先恐后地大规模导入数字化工

具，诸如各种无线或有线传感器、仪器仪表、摄像

头、云存储与云计算、人工智能、芯片、边缘计算

等，以为这样就可以确保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走

在时代的前列。显而易见，这是非常片面化的认识

与行动，数字化转型不是企业堆砌大量数字化工具

就可以顺利完成的。

企业不能落伍于时代，但企业也不能为了赶时

髦而盲目引入各种各样的最新工具。时髦且先进的

数字化工具，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并不是每一

个工具对任何一家企业都同等重要，也不是在特定

企业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同等有效。

工具本身并不能带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

化工具需要有合适的人才来掌控，需要和各项业务

工作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需要以精细化的企业内部

管理做支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把人员、设备、

场景等不断联结在一起，实时获取海量的各类数据，

有效进行分类、存储和模型化的分析，为更加高效

地开展各项业务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否则，先

进的工具对企业来说并无实际价值。

先进数字化工具的导入，需要在硬件、软件、

人才等方面投入大笔资金，并需要源源不断地追加

投入。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业务发展需要和财力状

况，量力而行、分阶段推进。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

企业并不需要大肆引入各种数字化工具，重要的是

要引入自身转型中确实需要的数字化工具。

数字化工具的应用，确实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

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等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提升。

但是，数字化工具并不能取代企业的产品及服务本

身。这些工具并不能“包治百病”，企业决不能让数

字化工具冲淡了业务领域和核心技术层面的创新要

求，在引入数字化转型工具的同时，企业必须始终

坚定不移地围绕客户需求，在核心技术创新、商业

模式创新等方面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照菰潷閂倸
迸熬失第烷丝滦矾丝搬鞭读
数字化热潮出现后，企业所有的部门和人员都开始

认识到，数据是有价值的，数据正日益成为企业的

核心资产。很多企业认识到，积累数据是最重要

的，一是把本企业的各种数据集中起来，二是想方

设法从外部获取各种数据。一些企业以为，从内外

部获得的各种数据，只要努力抓在自己手里，就抢

占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甚而至于，在这样的认识

之下，企业内部也出现了众多部门抢夺数据的现

象，带来了一个个“数据孤岛”：信息化部门和企

业综合管理部门找各种机会尽可能把各种企业数

据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并不愿意把数据轻易提供给

其他部门使用；各个业务部门、职能部门想方设法

把数据留在自己手里，尽量阻隔其他部门收集和

共享数据。显然，这样的认识和做法存在着很大的

偏差。

数据的终极价值，在于借助对其分析得到能够

用于鉴证、预测的结果，以此促进业务提升，数据

的价值需要在传输和分析应用中得到实现。企业以

及内部各个部门想方设法把数据都抓在自己手里的

做法，无助于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现。对于不懂业

务的部门来说，拿到数据，也未必能够从中分析出

有价值的结果。而且，这种情况下来自业务与职能

部门的数据，很可能是已经被过滤和处理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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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可用于分析的价值已经远远下降。对于每一

个业务部门来说，如果只是抓住本部门的数据，能

够用作分析的事项非常有限。就整个企业来说，仅

仅依靠自身所获得的数据，推动数字化转型所能达

到的高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内外都没

有建立起有效的数据治理机制，数字化进程中缺

少清晰的任务分工和职责权限界定，缺少必要的数

据搜集、传递与使用法定程序与机制。为此，企业

内部需要建立良好的数据治理机制。企业有必要在

充分把握自身业务特性的基础上建立其自身的数据

分类体系、数据标准和数据收集与存储办法，建构

起能够高效率获取并存储高质量数据的企业数据仓

库。同时，企业要建立起内部数据流转机制，确保

只要经过必要的流程，任何部门在业务活动中需要

用作分析的数据，都可以及时、完整、高质量、界

面友好地获取。企业外部也需要借助联盟合作、行

业组织、政府部门及国际组织的力量等，建立起不

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共享、买卖等所需

要的治理机制，既保证每个企业与数据相关的合法

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又保证不同企业可以依据确定

的规则开展数据买卖与共享等行动。一旦在企业内

外部的数据治理机制得以建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的步伐将大大加快。

癌檩潷閂倸
迸熬烷莲朵壟焦熹觉澌瀚鍪漂
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是为了提升业绩水平，为了获

得更好的发展。这样的要求，本无可厚非。不过，

寄希望于数字化转型能够立竿见影，要求数字化转

型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全面收回各种投入并

带来十分突出的业绩增长，可能有些操之过急。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行动，需要长期

投入和着眼于企业的长期绩效提升。目前来说，各

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普遍处于初期打基础阶段，在

人员、设备等方面的初始投入很大，短期内能够带

来的绩效无法完全覆盖投入是很正常的。

数字化转型和业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数字化转

型更多地体现为对业务绩效提升的助推作用，数字

化转型相对独立的绩效，不容易单独衡量。如人力

和物料成本降低了，残次品率减少了，库存量减少

了，交货期缩短了，各种故障以预警的方式提前排

除了，维修中的停机时间减少了，为客户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更加精准了，客户的满意度提高了，等等。

在这些情形中，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直接价值不容

易从现有业务的综合绩效中剥离出来。

正因如此，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巨大的业

绩压力。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工作，企业设

立专门的部门、岗位，大规模引入数字化转型的高

端人才，投入大笔资金拥有相关软硬件建设。然而，

由于数字化转型工作与业务紧密相连，这些专业化

的部门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又带有很强的业

务特性。企业的业务工作，常常是要看到显而易见

的绩效的。不过，数字化转型部门及其人员，却在

一段时间内并不能产生大量的直接效益。这样一来，

从企业高层到数字化转型部门，都会因此而面临巨

大的业绩压力。甚至在压力面前，一些企业开始削

减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投入，裁减部门和人员，走向

了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反面。

因此，企业做数字化转型，不能受制于短期绩

效要求，要做好长期打算，从战略发展的高度出发，

源源不断地投入资金和人员，算大账、算长期账。

对于专门从事数字化转型的部门和人员，不要从一

开始就赋予他们业务部门的业绩要求，不列入利润

中心，而将其列入成本费用中心。对其考核方式，

不能以短期直接收入与利润指标来衡量，而要以其

在推进企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改变作

为工作的业绩，甚至鼓励大胆尝试，允许必要的

失败。

数字化转型中的五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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