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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3%由于营销与技术
的分离，61%的
企业损失了利润

63%的企业错失
了销售商机

概述：

埃维诺与Sitecore®的最新调研结
果显示，由于企业营销工具缺乏互
通和关联性，61%的企业损失了利
润，63%的企业错失了销售商机。
想要改变这一局面，企业需要敏捷
的营销工具、可靠的合作伙伴、以
及获得首席官们的首肯与协作。

• 企业需要融入了人工智能的市场营销和
技术组合来连接客户，从而实时捕捉客
户需求；

• 实现这样目标的三大要素：最佳的人才
管理战略，其中包括：招聘新员工、再
培训现有员工、以及寻找可信赖的合作
伙伴；

• IT和市场营销首席官更紧密的合作。



然而，还是有些企业没能实现卓越的客户体
验。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又该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为了找出问题的根源，埃维诺和
Sitecore与研究机构Vanson Bourne合作，对
来自全球各个国家跨行业的1400多位市场营
销和IT决策者进行了调研。根据我们多年来帮
助客户开发部署个性化客户体验平台与解决
方案的经验，我们对调研结果进行了分析。
请阅读以下调研发现。

出色的客户体验能
助力企业业务发
展。但是如何娴熟
运用营销和技术来
实现这点？

客户优先并非新观念。如今，出色
的客户体验理应是在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的基本手段。同时，正确的
市场营销工具和匹配的技术才是提
供客户体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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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3%

40%
的企业采用电子商务技术

的企业部署了个性化营销

的企业引入了端对端的客户
旅程计划

如果运用得当，市场营销和技术能
为企业带来出色的用户体验
市场营销和技术，也称为Martech 
(Marketing and Technology)，是
首席营销官在董事会占有一席之位
的的法宝。企业需要正确的市场营
销与技术来清晰地了解他们的客
户。这种技术与优秀的人才和流程
相整合，就能可靠、迅速、且规模
化地实现卓越的客户体验。

说来简单，但真正做到却不容易。在我们
调研的高管中，95%都认为他们的客户体
验的各个方面都急需改善。有三分之二的
首席营销官认为他们的企业管理层并不了
解客户体验、个性化和数据分析。

同时，我们的调研也发现，有部分企业已
经采取措施来弥补上述不足。目前，仅有
40%的企业采用了电子商务技术，23%的
企业实现了个性化营销，33%引入了端对
端的客户旅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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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三倍的客户体验投资回报

对客户的消费习惯不了解，不理
解客户喜好，或无法触及的客户
都不是企业的客户，更别说成为
企业的忠诚客户了。大多数自认
为营销技术做的不错的首席市场
营销官认为，由于无法有效覆盖
到这些疏离的客户，企业损失
63%利润和61%的销售良机。

从现在就开始改变吧！埃维诺和Sitecore
的调研中提到，每1美元用于提高客户体
验，将为企业带来3美元的投资回报。同
时，近80%的受访者认为，采用或升级他
们的营销和技术1就能实现投资回报。我
们这次的调研为您列举出了提升投资回报
的措施。

1 《客户体验与企业利润息息相关》，埃维诺与Sitecore，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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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市场营销和
技术向智能化转型

什么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三倍
的投资回报率？具体技术取决于
企业的业务需求和目标，同时也
要考虑一些普遍因素。例如，为
实现市场敏捷性，企业市场营销
技术应具备高灵活度和自适应
性。这就意味着营销技术需要与
企业现有的技术快速集成，同时
也需顺应未来新技术发展趋势。

把敏捷性作为竞争优势，您就可以改变客
户体验。例如更快速、便捷地增加销售和
体验的渠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增
加自助功能，快速适合新的营销活动来适
应客户需求。

企业也需要找出现有营销技术与新兴科技
（例如：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机器学
习）间的缺失和差距，并找到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我们认为，如果企业营销技术能
与这些新兴科技的紧密融合、无缝交互，
那必定可以迅速发现和响应客户需求，交
付卓越的客户体验，让市场营销技术顺应
未来发展。 

通过采用正确的人工智能、分析和相关技术，
企业就能实现投资回报。正确使用人工智能和
分析解决方案能为企业建立历史数据基线，通
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建议，并且更准
确预测未来。然后，智能自动化可以帮助您分
析来自于多渠道的所有数据，无需IT协助，即
可将数据转化成业务洞察力。通过开展更高效
的测试环节，定制客户体验，实现卓越的企业
成效。

这样也能让企业更顺畅地与新营销技术无缝
衔接。企业内部不同技术的集成成本可能远
远高于技术本身。如果没有经过仔细规划，
这可能会吞噬企业IT预算。这不仅仅是在预构
连接器的需求清单上打勾这么简单，其要求
的是在开放API的前提下，确保企业业务的连
贯性和灵活度。就算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也应具备集成功能，无畅的与第三方组件进
行集成，满足任何业务需求。一旦企业准备
好与视频聊天、聊天机器人等其他人工智能
技术集成，这些API就能为企业带来灵活性。

72%
的高管认为企业应该更好
地利用数据，将数据转化
为企业的洞察力。

86%
的高管相信，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是每个企业都应该具备
的，其中79%的高管已经准备
采用它们。

的市场CMO抱怨他们所使
用的营销技术的用户友好性
不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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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该采用新的
战略了
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市场营销技术的一大难
题基本上与技术无关，而是需要在正确的时
间安排懂得相应技术的人才来完成。若无法
做到这一点，即便是最精心设计的营销技术
平台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要成功做到这
点，企业需要先实现以下三大方面的工作：

• 招聘新人才；
• 留住现有的人才；
• 依靠拥有经验丰富的 市场营销技术和

客户体验的战略技术合作伙伴。

在理想的情况下，企业团队不仅需要市场营
销人员和技术人员，还应包含与业务相关的
人。他们可能并非是编码人员，也不一定是
富有创意的市场营销人员。相反，他们应该
是具备数字化技术敏锐度而又了解市场需求
的人员。比如，高度关注数据的市场营销人
员，能够理解数据，通过数据为企业带来洞
察力的人。

许多企业希望直接将这种人才招揽旗下，但
更好的方法其实是在市场营销部和IT部门发
掘有这种能力、并自己渴望成就更高职业发
展的人才进行培训。这样一来，企业可以解
决一部分人才需求。然而，为了顺应营销技
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技术要求的逐步提
高，企业也需要寻找外部资源，那些了解行
业发展，拥有专业能力与洞察力以及项目经
验的合作伙伴就是企业合适的选择。

探索新兴市场营销技术的未知领域是一个挑
战。有经验的合作伙伴能够帮助企业把握正
确的方向，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分享经验，
推动营销技术走向成熟，为您的客户体验战
略保驾护航。

61%
的IT高管认为，市场营销部
门因为缺乏培训，所以不能
发挥现有技术的作用。

70%
的IT高管想要改进他们的营销
技术，但不知道如何着手。

的高管认为企业缺乏运用
营销技术的能力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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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研发现，尽管过了多年，市场营销和IT部
门仍没有实现高效沟通，缺乏共同的视角来看待IT
和营销。这种断层必然会阻碍企业实现市场营销
技术的成熟度，并且不能为客户交付卓越体验。

市场营销部门和IT部门的工作模式从本质上
来说完全不一样，推诿工作是绝对不可取
的。企业应该在工作开始前，就集结市场营
销/IT团队，共同设计，通过配合来实现目标。

然而，同时考虑和满足市场营销和IT部门的
不同需求，制定共同的路径图就难上加难。
例如，IT部门认为最简单的技术对于市场部
来说也并不容易驾驭，反之亦然。

这些问题既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
的。因此，需要企业所有人员的配合。在未
来，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将愈发激烈，数字化
程度也将更高，首席营销官和首席信息官所
扮演的角色将不断调整和变化。首席营销官
和首席信息官需要承担起用数字化手段创收
的责任，共同打造企业未来。现在还有首席
数字官加入，让职责进一步复杂化。

IT传统上是成本中心，而市场营销技术是战
略部署，两者对投资回报率有着不同的认识
和要求。首席信息官、首席营销官和首席数
字官都需要考虑这个因素，并开展协作，确
保营销技术的成功，将公司营销部变成创收
部门。这种协作必定需要设定共同目标，及
互惠互利的绩效，例如考核他们在消除影子
IT方面的成效。

同时企业还应该推进内部协作，共同交付项
目，避免在不同部门出现大量的独立项目。 的高管认为市场营销

和IT间缺乏协作。

的高管认为首席信息
官和首席营销官之间缺
乏协作。

69%

73%

推进首席官们之间的
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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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营销部受访者 认
为， IT部门缺乏对数字化市
场营销工具的深入了解。

IT部门受访者认为，他们有
比市场营销技术更需要关心
的工作要完成。

使用营销技术的市场营销部受
访者认为，IT部门没有征求他
们的意见就实施了营销技术。

59% IT部门受访者 认为，
首席营销官没有进行有效沟
通，告诉他们需要市场营销
技术来发挥什么作用。

71%

68%

56%

59%

让您的营销技术准确衔接您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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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营销技术
成熟度

市场营销技术是助力企业发
展的必需品，市场营销和IT部
门的领导必须开展协作，携
手实现互连的客户体验。只
要您了解卓越的客户体验应
有的面貌，您就能找到顺应
未来的市场营销技术。

为什么选择埃维诺与Sitecore？

埃维诺能够与您开展协作，辅助您的企业来
提高工作效率，帮助企业从营销技术中发掘
更多价值。而Sitecore是全球领先的客户体验
管理平台，我们通力协作，为客户交付卓越
的客户体验解决方案。此外，借助埃维诺基
于Sitecore®体验平台™的数字营销及托管解
决方案，我们还能为您运行您客户的体验。

立即迈出第一步？如欲了解更多详情，
敬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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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帮助Bupa(保柏医疗中心)实现卓
越客户体验。

埃维诺帮助这家大型健康保险企业实施
Sitecore on Azure解决方案，帮助呼叫中心
和客户服务第一线的员工提高工作效率，交
付卓越客户体验。

加速Stockland (斯托克兰德)
客户响应的速度

埃维诺Sitecore on Azure解决方案帮助
Stockland实现无与伦比的客户体验，这家房
地产公司的网站会话量提升了55%，页面浏
览量增加82%。

帮助美国AGL （格林莱）与客户互动
实现质的飞跃

这一多元化的能源企业借助埃维诺Sitecore 
on Azure在线客户互动解决方案，提高网站
点击率高达50%。

保险公司通过降低50%客户流失率，
获得百万美元收入

一家大型保险公司通过判断最有可能流向竞
争对手的高价值客户，对其采取针对性措
施，让客户流失率降低大约50%，实现按揭
业务数百万美元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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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埃维诺

关于Sitecore

关于Vanson Bourne

埃维诺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创新领导者，通过人的力量和
微软生态系统，为客户提供数字化服务，商业解决方案，
以设计为驱动的用户体验。埃维诺成立于2000年，是一
家由埃森哲和微软成立的合资公司，埃森哲持有埃维诺的
大部分股权。今天，埃维诺具有遍布全球24个国家的
30,000名专家。

请登陆： www.avanade.com/zh-cn

Sitecore是支持背景营销的体验管理软件全球领先
者。Sitecore® Experience Platform™ 可以管理内容，提供
背景智能，并实现大规模的通信自动化。它可以为营销人员
赋予强大能力，在客户与品牌的交互背景下横跨每一种渠道
实时交付内容。超过4,600名客户——其中包括美国运通、
嘉年华邮轮公司 (Carnival Cruise Lines) 、易捷航空(easyJet)
和欧莱雅——信任Sitecore的背景营销能力，支持交付个性
化互动，让受众满意，打造忠诚度，并提高收入。有关更多
详细信息，欢迎关注我们：@sitecore。

敬请访问： www.sitecore.net 

Vanson Bourne是一家独立的科技领域的市场调研机
构。Vanson Bourne成立于1999年，我们的良好声誉来源于
严格的调研筛选原则，以及我们能够在技术和商业领域寻求
高层决策者意见的能力，并且是在大多市场的所有业务领
域。关于更多详细信息。

敬请访问： www.vansonbourne.com Vanson  

© 2018年埃维诺保留所有权利。埃维诺名称和标志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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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营销技术在您与客户间产生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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