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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亚太地区在数字化
转型方面的成功

赞助商

赞助商观点

我很高兴这次亚太地区调查的结果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公布。在最近

的记忆中，没有什么能比目前的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更能影响个人、企
业和社会。

这项对 200 多名企业高管的调查证实了我们的团队在过去 10 年里在亚洲
目睹的一些变化。例如，我们已经看到亚洲公司如何抓住数字化转型作
为一种战略，这不仅是为了增长，也是为了生存。

通过艰苦的工作和教育，红帽已经提高了对开源和我们的开放文化的认

Dirk-Peter van Leeuwen

这项由哈佛商业评论分析服务机构与红帽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越来越

红帽亚太区

识。众所周知，我们的成功部分归功于我们所遵循的文化和实践。

多的亚洲公司越来越愿意接受文化变革，并致力于打造精英管理型组
织。我们知道，任人唯贤会带来更好的合作和好的理念。

调查突显出了亚洲公司如何在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成功方面领先于全球同
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事实
上，这项调查还显示，亚太地区的企业需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投资
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目前的疫情大流行正在证明，自动化和
数字化转型运动不仅应该继续，而且应该加速。我相信读者们会发现这
项研究信息非常丰富。我们期待与您合作。

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理解亚太地区在数字化
转型方面的成功

在成功进行数字化转型方面，亚太地区
(APAC) 值得世界其他地区借鉴。

哈佛商业评论分析服务机构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6% 的亚太公司表示他们的数
字转型战略非常有效，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中只有 19% 的公司这样认为。亚太

地区在转型效率上的差异转化为该地区企业的重要商业优势，包括帮助它们比全
球同行更快地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和服务。

此外，近 95% 的亚太地区高管表示，在过去 18 个月，利用创新技术来创造新

的商业模式、产品或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 Covid-19 时代，现代化的必要性对世界各地的组织都具有新的意义。“数

字化转型已经提上公司议程一段时间了，但我们现在目睹的消费者转变正在挑战
那些在过去一直减缓转型速度的范式，”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驻澳大利亚悉尼

办事处常务董事兼高级合伙人 Stefan Mohr 说。“整个[亚太]地区的高管们都表
示，时间越来越紧迫，并且他们的转型目标正变得更加雄心勃勃。”

无论是为了保持现有转型战略的有效性，还是为了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后扩展

计划，亚太地区的高管们明白，他们的努力需要转型变革的三个基本要素——文化

重组、有针对性的技术投资和业务流程改进。正如主要报告《反思数字化转型》
所示，这些基本要素也是全球高管们最关心的问题。” 在亚太地区，一些组织（

重点

95% 的亚太地区 (APAC) 高管表
示，过去 18 个月，数字转型的
重要性有所提升。
80% 的亚太地区商业领袖认为
文化变革和技术现代化与数字转
型同等重要。
40% 的亚太地区高管正在快速
开发并向市场交付新应用程序，
而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比例仅
为 23%。

包括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ANZ)）正在把这些面向变革
的基本要素作为其企业标识的一部分。

“转型不是只发生在一段专注的时期内，之后就没有变革的事情，”ANZ 企业

领域主管 Anthony Watson 表示。“我们的座右铭是，不断变革绝对是我们组织

DNA 的一部分，也是该地区其他组织 DNA 的一部分。我们对整个组织都有这样
的期望，那就是我们将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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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转型的独有特点

亚太地区在其他对商业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方面也表现出众。

如何解释亚太地区的转型优势？ 早在 Covid-19 疫情压缩现代化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的企业在客户保留率、忠诚度以

速交付业务价值的转型计划。“与西方相比，亚太地区（尤其是

与客户进行实体互动和数字互动的结合]中至关重要。”数字转型

时间表之前，市场压力就已经在推动亚太地区的组织制定旨在快

中国）有更多的领导者们对缓慢转型的容忍度很有限，”BCG 香
港办事处常务董事兼合伙人 Josh Ding 表示。“他们正在寻找快

速、敏捷的转型项目。他们知道，如果太晚做出必要的变革，就
可能落后[于竞争对手]。有时，我们甚至会看到内部竞争——两个
不同的团队处理同一个项目，以取得快速成果。”

业务绩效指标显示了亚太地区企业在提高产品上市速度以

及在其他重要领域（如员工参与度和财务回报）的表现优于全
球同行。这些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亚太地区的企业对自己的
转型战略比同行更为乐观。
例如，27%

的亚太地区高管认为，通过数字化转型，

他们的产品上市速度有所提高，而在其他地区，这一比例仅

为 15%。图 1此外，近四分之一 (23%) 的亚太地区公司报告称
员工满意度有所提高，而其他地区的此类受访公司的比例仅为
13%。与全球同行相比，亚太地区的公司也报告了 6% 的由于
转型成功而带来的增长优势。

以下哪些公司绩效衡量指标因贵组织的数字化转型而得到显著改进？

上市速度

+12%

+10%

29
23

+6%

27
22

+5%

32
27

+5%

24
21

+3%

增长/创收
客户保有率/忠诚度
运营效率
市场地位和竞争对手
23
22

引进新产品/服务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分析服务机构调查，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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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差异

23
13

员工满意度

哈佛商业评论分析服务机构

亚太地区公司优先考虑文化变革

亚太地区的公司做了什么来实现这些差异，并在他们的数字转

型努力中脱颖而出？ 该地区的高管们似乎已经找到了缓解一些
棘手挑战的方法。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亚太地区的高管们表
示，作为现代化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的文化变革，以及技术和业
务流程，已经给成功转型带来了重大障碍。但调查数据显示，与
全球同行相比，亚太地区公司在解决这些障碍方面做得更多。例
如，在五个基本文化特征方面，亚太地区的高管给自己公司的评
分始终高于其他受访者。图 2

亚太地区在文化特征方面的最大差异在于包容性和适应性。

包容性衡量的是企业是否建立了沟通渠道，以便让领导者和
项目团队积极从一线员工和其他人那里征求不同看法。适应
和敏捷性的必要组成部分。

对速度的需求推动了亚太地区的创新努力

27%
15%

表示。“这是增加客户基础和保留率的基础。”

断变化的条件。当市场条件迅速变化时，两者都是协作决策

亚太地区看到了业务 KPI 的优势

■ 世界其他地区

策略师、最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首席讲师的 Hoe Siu Loon

性描述了信息如何自由流动，使个人能够做出决定并应对不

图1

■ 亚太地区

及运营效率方面都有了更高的提升。“客户体验在‘心理’世界[

“除了他们的正式职责之外，我们组织中的个人应该是

变革的推动者，”ANZ 的 Watson 说。“当人们遇到组织需

要做出变革以实现其目标的事情时，他们就会被赋权，并被
期望去努力推动对话。”

这些领域的优势对亚太地区的企业来说是好消息，但行业分析

师认为，在进一步培养转型文化方面还必须做更多事情，特别是
在全球 Covid-19 危机期间，企业试图加快创新的情况下。“培

养具有新工作方式的现代文化，对于吸引组织所需要的具有分析
和数字创新专长的人才非常重要，”BCG 香港办事处常务董事
兼高级合伙人 Tjun Tang 表示。“否则，这类人通常不会入职
公司，或者不会留下来。”

要做到这一点，亚太地区许多公司将需要通过说服高管与员工

+1%

进行更多协作互动，替换传统的层级管理结构。“我们正与高管
们合作，让他们变得更像教练，”斯坦福大学高管项目教职人员

兼学术主任 Behnam Tabrizi 表示，其中 Behnam 著有《Rapid
Transformation》（《快速转型》）和《The Inside-Out Effect:
A Practical Guide to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由里

至外的效应：转型领导力实用指南》）两本书。“这意味着要花

更多时间与一线职工在一起，倾听他们的问题，并帮助他们找到
解决方案。它还需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们能觉得足够安全来分
享问题，甚至批评上司的决定。”

他说，与他合作过的两家公司（泰国的一家全国性银行和香港

的一家全球性物流公司）的高管通过结合团队建设举措、新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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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迅速开发并向市场交付新的应用程序。相比之下，世界其他

图2

地区只有 23% 的高管这样说。图 3

文化是亚太地区转型的关键

“我们公司正在利用技术实现业务现代化，以更快、更有效地

高管们列举了在关键领域取得的进展

提供服务，”Watson 说。“在开发新金融产品的过程中，技术

您所在组织的文化特征达到什么程度？

■ 亚太地区

■ 世界其他地区

42%
29%

还能让我们更好地整合客户反馈。”
亚太地区差异

包容性

+13%

41
28

+13%

40
29

+11%

41
31

+10%

44
37

+7%

适应性
透明度
社区
合作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分析服务机构调查，2019 年 11 月

励措施和技能发展，创造了更具协作性的环境。他们都看到了员
工敬业度和忠诚度的提高，以及客户满意度的提高。

Tabrizi 没有掩饰让高管们改变想法的难度。“在某些情况下，

要想改变传统领导者的思想和想法，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他
表示。“通过运用现代的、西方的教练和协作思想，以及亚洲关
心员工的理念，有巨大的机会可以改变公司的思维方式。从长远
来看，具有这种文化导向的公司将会取得成功。”

但随着他们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前进中的企业的高管必须继

续在协作与他们的监督职责之间取得平衡。“随着员工对创新做
出贡献的能力越来越强，高层领导必须确保团队不会变成飞向不

同方向的无制导导弹。”BCG 的 Mohr 警告称。“高管必须设置
护栏，为实现特定的业务目标提供指导和协调。”

亚太地区正在把技术放在坚实的基础上

文化变革是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关键要素，但亚太地区的商业领
袖们认为文化变革与技术现代化是相互交织的——80% 的人认

为这两个领域在他们的创新战略中同等重要。相比之下，世界
其他地区的高管对这两项指标的重要性有更明显的区别，其中
83% 的高管认为文化最重要，而 74% 的高管认为技术最重要。

亚太地区对技术的关注似乎正在取得回报。在对转型非常重要

的领域中，高管们对他们当前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架构的效率的
评价要远远高于同行。例如，40% 的亚太地区商业领袖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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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39% 的亚太地区高管说，他们在有效地更新内部系统，

而其他地区只有四分之一的高管这么说。近四成 (39%) 的亚太

地区公司也在控制维护成本。这是在组织试图维护遗留的 IT 基
础设施，同时投资于数字创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克服摩擦的
重要方法。公司在维护方面的支出越少，他们投入在创新上的
财务资源就越多。但是其他地区只有四分之一多一点 (28%) 的
公司有这样的预算灵活性。

最后，在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资源方面，地区差异非常

明显。亚洲公司在这一领域给自己的评分较高，为 39%，而其他
地区是 29%。

为了保持他们在 IT 效率方面的势头，亚太地区的高管们对于

未来 12 到 18 个月在哪些方面进行投资有清晰的想法。但与世界

其他地区相比，他们在一个领域仍将奋力追赶。过去 18 个月，
亚太地区企业在分析企业数据方面的资源支出一直落后于同行。

例如，亚太地区的商业领袖们在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学习等先进
技术、预测分析等方面的投入不足。

这种情况即将改变——在未来 12 到 18 个月里，亚太地区的高

管们将更多地关注分析平台。然而，当被问及未来一年左右计划
投资哪些新技术以支持数字转型时，40% 的亚太受访者选择了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比全球同行少 9%。亚太地区以外的公司在
协作平台上的支出也将会更多，其比例与此类似。相反，亚太地
区的公司在云分析平台上的投资将比其他公司略多一些。调查还
发现了技术投资计划中的其他地区差异。亚太地区的企业计划在

基于云计算的商业应用程序上的投资比其他地区的公司多 8%，
并且在业务流程自动化方面的投资多 6%。

亚太地区的一些企业一直专注于做基础工作，以支持更多地

使用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级分析。“我们最大的关注点是成为一
个数据驱动型组织，因为它能够有效地使用提供给人工智能等
工具的数据，”Watson 说。“然后人工智能使我们能够从我

们正在收集的大数据集中获得洞察力和智慧。但说到底，一切
都归结于数据——我们如何看待它并从中提取价值。我们将继
续在这一领域大举投资。”

亚太区的业务流程现代化计划

与其他地区的高管一样，亚太地区的商业领袖们也在对数字化转
型的第三大支柱——业务流程进行现代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Hoe

表示，该地区以前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往往聚焦于优化内部流程，
以降低成本。“现在的趋势正在走向为了业务增长而转变业务模
式，”他说。“这样做的目标是将目光投向公司外部，通过新产
品、新服务以及更多客户来分得更大一块蛋糕。不幸的是，由于
遗留问题，亚太地区许多公司仍然存在着繁琐而乏味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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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亚太地区 IT 支持创新

该地区的高管对他们的基础设施表达了更高的满意度
您当前的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架构在为下列各项提供基础方面的
有效性如何？

■ 亚太地区

■ 世界其他地区

亚太地区差异

40%
23%

+17%

39
25

+14%

39
28

+11%

39
29

+10%

快速开发和交付新应用程序
有效更新系统
控制维护成本
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分析服务机构调查，2019 年 11 月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高管一样，为了改进流程，亚太地区的领导

者们也在寻求许多相同的流程改进资源的帮助。全球三分之二的
高管认为，在开发和项目管理中采用敏捷方法对于实现数字化转
型极其重要。世界各地的高管也同意，DevOps 和精益方法极其
重要。最大的流程差异体现在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方法上：四分

之三的亚太公司认为它们至关重要，而来自其他地区的受访者中
只有 66% 这样认为。这种差异说明了对高速转型项目的渴望，
其中这些项目由短期的迭代改进所推动，从而带来持续变革。

转型新视角

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不受政治边界或地区市场的限制。世界各地的

公司都了解对包含三大变革支柱的多层面转型战略的需求：文
化、技术和业务流程现代化。尽管变革仍很困难，但亚太地区
的高管们普遍在寻找方法，让他们能比全球同行更有效地进行

转型。这使该地区能够应对其他一些没有界限的问题——Covid19 疫情大流行，因为它扰乱了商业计划，给组织带来了新的压
力，要求它们变得更加灵活、更加适应客户需求和更加创新。

“由于 Covid-19 疫情，公司领导者不得不做出一些非常具有

变革性的决定，”BCG的 Tang 说。“在如何引导公司走向未来
方面，病毒给了他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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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和参与者简介

从《哈佛商业评论》读者（杂志/电子期刊读者、客户、HBR.org 用户）中共选出 690 名
受访者填写了此调查问卷。
组织规模

资历

关键行业领域

工作职能

地区

100–499 名员工

行政级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

金融服务

公共/行政级管理人员

北美洲

19%

19%

13%

20%

37%

9%

44%

11%

16%

25%

24%

19%

10%

11%

21%

10%

17%

8%

13%

7%

11%

7%

10%

2%

500–999 名员工
1,000–4,999 名员工
5,000–9,999 名员工

高层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其他

39%

10,000 名或更多员工

制造业
科技

商业/专业
服务

7%

咨询服务

7%

政府/非营利机构

6%

或以下 其他领域

咨询

销售/商业开发/客户服务
金融服务
制造业
科技

8%

商业/专业服务

8%

IT/软件工程

7%

或以下 其他职能

因四舍五入，数据合计值可能不是 100%。

欧洲

亚太地区
拉丁美洲
中东/非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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