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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而易见，数字化正以其迅猛之势影响着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但其同

样也很容易使企业陷入诸如混合云、容器、固态硬盘、SDN（软件定义网络）和NFV

（网络功能虚拟化）等技术的复杂性当中，从而忽视了大局：技术只有在能够创造差异

化的客户价值并且增强竞争优势的背景下才具有意义。

云时代的数字经营战略

新 ICT 技 术， 即
云计算、大数据
分析、社交网络、
移动宽带以及物
联网等，已经确
立 了 4 种 通 用
的商业经营战略，
也可称之为数字
准则，包括卓越
资讯、协调战略、
集体亲密感和加
速创新。>>

乔·韦曼
（Joe Weinman）
云计算领域思想家，
顶尖云计算战略家，
在 物 联 网、 大 数 据、
新兴科技及研发等方
面有诸多建树，开创
性地提出了“云经济
学 ”（Cloudonomics）
这一概念，曾出版《云
经济学——企业云计
算战略与布局》等经
典畅销书。

◎ 云计算领域思想家、顶尖云计算战略家  乔·韦曼（Joe Weinman）/ 文

因此，开发者们在制定一个聚焦的经营战

略时，应该对客户已经明确表示和还未明确表

示的一切需求、不断变化的全球竞争环境、关

键行业的发展趋势、现有的技术能力，以及当

前的市场地位都有所了解，然后在此基础之上

再综合运用技术和其它的业务系统元素，例如

文化、组织和度量标准来支撑客户的经营战略。

而不是急切地推出一种技术，事后再去审视这

种技术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业务计划。

和客户提供高度动态性的价值网络。

•  协调战略 ：代表了新一代的智能化、

数字化并且与云端连接的产品与服务。与云

端连接可创造独特的客户价值，并使企业在

体验经济层级中从低价值商品一步一步升级

其产品、服务、体验，直至最后实现转型，

而每一层级的升级都会带来了更大的客户价

值和更高的盈利能力。

• 集体亲密感 ：代表了传统客户关系的

演变。从人类大脑到计算机算法、从真实的

面对面交际到虚拟的远程联系，这一转变的

幅度比从线下服务交付转变为在线商务和在

线社交媒体业务还要大。集体亲密性使用大

数据和推荐引擎来集中处理所有的数据，给

每一对客户关系丰富了个性化、情景化的产

品和服务。

• 加速创新 ：非常重要。客户看中的是

敢于对未来的提升做出承诺的公司。ICT 技

术不仅可以加速新型研究成果的开发，同时，

由于过去的行业发展使能并促进了众包、创

意市场、市场竞赛与挑战、创新型网络和快

速成形技术，新的 ICT 发明还能够降低研发

成本并提升市场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日积月

累，最终使得业界可以花费最小的人力来编

程计算机程序以达到创新目的。

经营战略实施
• 卓越资讯 ：信息和 ICT 技术可以用许

多不同的方式来自动处理、补充、代替、映

射或优化各个行业的流程和资源。例如，货

运港口的运营为 ICT 技术开发提供了大量的

机会，以优化陆地与海运船只之间的货物中

转，从而提高产量、降低劳动成本、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并提高货物交付的准时性。而

这需要一个实时系统来录入并管理不断变化

的信息，包括船只到港时间、货车和铁路运

输状态、港口集装箱位置，以及诸如天气预

报和交通堵塞等外部数据信息。

资讯与运营的融合是一种可以在很多

垂直行业中应用的概念。例如，在教育行业，

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传统教育模式，但是最成

功的举措必须要提供在线与离线（O2O）的

整合，其中在线教育内容与测试要整体涉及

到具体的课堂活动 ；而在金融行业，“银行

3.0”同样需要在线与离线整合，通过网上银

行，尤其是手机银行的手段实现对实体分行

的全渠道整合。

• 协调战略 ：产品正在变得智能化并通

过广泛的价值链云连接到生态系统。同样地，

车辆之间以及车辆与云端之间也相互连接 ；

恒温器不仅自适应而且彼此相连，居民能够

在到家前远程控制恒温器或与智能电网进行

动态协调 ；可穿戴设备和新一代连接式服装

能够监视、跟踪并关联用户的运动过程及其

结果变化，例如身体脂肪和体重的减少。

服务也正在智能化、数字化和云连接化。

例如，位于中国河南省的郑州大学医院已经

成为实行远程医疗的领先者。该医院已经在

100 多个县部署了远程会诊设备，支持了数

万次的远程会诊和诊断。远程急救护理、影

像检查、医疗诊断和其它的医疗服务因云平

台和光网络的大规模应用得到了实现。

由云连接的产品和服务构成的解决方案

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了 360°的视角。在医疗

行业，尽管每一台放射仪器都经过校准，可

以向每一位患者提供安全的辐射剂量，但 X

光机、CT 扫描仪和其它放射性仪器的组合

需要一个像 GE 的 DoseWatch 一样的连接方

案才能提供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成像视图。

同样，在金融服务业中，支票账户、个人贷款、

抵押贷款和股票的传统信息“孤岛”必须要

细化整合，才能为每一位客户的财务状况制

定一个全景视图。

新的 ICT 技术正在实现一个全新的商业

模式。例如，汽车保险费传统上一直都是基

于诸如驾驶员年龄、性别和家庭住址这类静

态数据，以及与汽车品牌、型号和出厂年份

相挂钩的违章信息确定的。如今，智能、云

开发者们在制定经营
战略时，应对客户需
求、竞争环境、行业
趋势、技术能力等都
有所了解，以支撑客
户的经营战略。而不
是急切地推出一种技
术，事后再去审视这
种技术能够实现什么
样的业务计划。>>

4大经营战略

我认为今天的 ICT 技术，即云计算、大

数据分析、社交网络、移动宽带以及物联网等，

已经确立了 4 种通用的商业经营战略，我也称

它们为数字准则，包括 ：

• 卓越资讯 ：补充、取代并推动了卓越运营，

以此实现认知计算或机械自动化流程 ；利用优

化算法来提升进程性能，实现在线和离线之间

的无缝融合，以及为供应商、合作伙伴、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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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车辆所生成的数据可以被用来支撑按

里程付费这种保险模式。这一服务能够基于

实时以及实际的驾驶行为和状况，包括从行

驶速度到交通拥挤状况等信息来决定保费额

度，而且按照里程计算，实时评定、结算和

支付这些保费。

• 集体亲密感 ：要让客户产生亲切感需要

对每一位消费者或每一个公司的需求有深入

的了解，然后再去满足这些需求。而这是与

大规模生产方式完全相悖的。例如在福特第

一批量的 Model T 汽车的销售中，所有客户

购买到的车完全一样，商家不在乎客户具体

想要什么颜色，而只提供黑色这一选择。换

句话说，客户亲密感由裁缝师、发型师、医

生和调酒师们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符合

其需求的服装、发型、治疗方案和酒水。

然而，客户亲密感是让步于集体亲密感

的。不同于消费者与服务提供商或者是企业

客户与客户团队之间的两两对应关系，从所

有客户那收集来的信息经过复杂的算法处理

后，可以更好地为个人客户提供更精细的个

性化和情景化的建议。

例如，Netflix 公司在业务中所考虑的下

列信息，就提供了一个关于集体亲密感的很

好的例子 ：

• 客户意图，客户搜寻过的信息所透露的

目的 ；

• 客户行为，例如点击的电影名称或图片

（决定看什么的时候），以及电影中观看、跳

过或者重复观看的部分 ；

• 观看场景，例如电影是在移动设备还是

家庭电视上观看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观看的 ；

• 客户信息，例如年龄、性别和家庭住址；

• 外部数据，例如电影名称、语言、演员、

所属国家和性别。

需要有数以万亿个这样的数据点才能为

每一位用户提供个性化建议，包括展示给用

户的的“微流派”——例如“古怪浪漫喜剧”

或是“大脑科幻小说”——和在每一微流派

中显示的特定电影。这使得 Netflix 可以更好

地满足客户的差异化的需求，不仅能够满足

大部分观众对热门作品的需求，同时还能够

满足特定客户对小众作品的需求。

在医疗保健方面，美国梅奥医院也进行

了类似的工作，维护着关于基因数据、表观

遗传数据和微生物群数据等庞大资料库，其

位于明尼苏达州的门诊医院还保留着药效数

据。这些数据可以详细显示出基于个人遗传

图谱和医疗诊断的每种药物的有效性，从而

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法和药物。换句话说，集

中收集的数据源被用来提供独特的、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

从广义上讲，集体亲密感需要将视角从

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例如，零

售银行的客户开始期望得到个性化产品，而

正如在社交媒体网络上统计的那样，提升产

品个性化能够大大增加银行关键业务的成果，

包括存款规模、支付产品的使用量，以及整

体收入。

• 加速创新 ：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

竞争，企业必须创新才能够确保生存，其次

才能进一步考虑业务的蓬勃发展。ICT 技术

可以实现更快速、更低价和更好的创新。

大多数 IT 机构正在采用类似敏捷开发和

DevOps 这类方式提升开发过程的速度和灵活

性。但是，ICT 技术能够使创新远远超出 IT

部门这个范围，并由此带来更大的影响，而

这些都归功于众包、创意市场、竞争、挑战、

创新网络以及其它方法。

以 GE 为例，其使用云来运行包括“第一

飞行任务”（Flight Quest I）在内的多个在线

竞赛，以更精准地预测航班到达时间，并且

在“第二飞行任务”（Flight Quest II）中优化

飞行路径并以此提升乘客体验。为了达到此

目的，GE 发布了大量关于天气情况、预计到

达时间和实际到达时间等大数据设置，然后

将其作为竞赛开放给世界上任何一个想要解

决这个问题的人。最终 100 万美元的奖金授

予了各种使用尖端统计方法来得到创新算

法的团队。

教授兼研究员 David Baker 在华盛顿

大学设立了一个名为 Fold.it 的项目。该项

目致力于确定致病蛋白质的结构 ：Mason-

Pfizer 猴病毒逆转录病毒蛋白酶。为了吸引

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他们的研究当中，开发

人员将项目游戏化，通过网络竞赛吸引广大

市民的参与。结果就是这个 15 年都没有被

世界顶尖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攻克的难题，在

短短的 3 周内就被并不了解蛋白酶、病毒以

及生物学的人解决了。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 ：创新

不再仅是一个人的努力，机器正在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当谷歌的 DeepMind 

AlphaGo 在 2016 年 3 月以 4:1 击败了韩国

的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这一消息立刻成为

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消息。AlphaGo 并未使

用“蛮力算法”递归检查所有可能的行棋

招数来做出所有可能的反应，相反，它通

过深入的机器学习方法来学习下围棋。实

际上，它正是利用了我们人类用来学习语

言、抽象思维、当然还有围棋等事物的镜

像神经网络方法。也许最有趣的是 AlphaGo

创造了新的战略和行棋方法，在第二场比赛

中，AlphaGo 下出的第 37 手棋被大多数旁

观的棋手认为是由于程序漏洞而导致的错

招。但是在几步棋之后，AlphaGo 这种创新

性的行棋意图便明朗起来 ：前面看似失误的

招数正是导向位置优势的关键一步，最终使

AlphaGo 取得胜利。

机器创新不仅只发生在游戏中。Melvin

是量子物理学中使用的一个软件程序，其采

用公共构建块并设计新的实验方案——由

于量子领域固有的非直观行为，这两者涉及

到异常复杂的活动。

做出正确的计算

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和哲学家孙子

说过，一支军队左翼强则右翼必弱，右翼强

则左翼必弱，如果各处都派遣援军，则各处

都将势单力薄的。要应用这些教义意味着一

个公司首先应聚焦于单一的数字准则，比如

说卓越资讯或集体亲密感。

然而，信息经济学与军事战术有所不

同。今天，对于任何一个行业的一家公司来

说，想要像一支伟大军队一样成功就不仅要

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弱点，也许还必须在所有

的数字准则上都拥有强大的优势。于是，我

们看到一些龙头企业采用 ICT 技术，通过卓

越资讯战略优化流程，通过协调战略打造行

业领先的产品与服务，通过集体亲密感战略

巩固客户关系、提升客户体验，同时加速创新。

孙子还说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

算多也”。那么，你的数字战略是什么呢？

集体亲密感需要将
视 角 从 以 产 品 为
中心转向以客户为
中心。例如，零售
银 行 的 客 户 开 始
期望得到个性化产
品，而提升产品个
性化能够大大增加
银行关键业务的成
果，包括存款规模、
支付产品的使用量，
以及整体收入。 >>

今天任何一个企业想
要成功，就必须在所
有的数字准则上都拥
有 强 大 的 优 势。 采
用 ICT 技术，通过卓
越资讯战略优化流程，
通过协调战略打造领
先的产品与服务，通
过集体亲密感战略巩
固客户关系、提升客
户体验，同时加速创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