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应全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重新思考如何通过全新的工作体验实现业务韧性和敏捷性

工作平台新体验



资料来源：Datadriveninvestor.com, 2019年

2000年
亚洲金融危机 
纳斯达克股市市值
蒸发78%

2001年
911事件
5天内市值下
跌1.4万亿美元

2011年
福岛核灾难 
日经指数下跌
16%

2015年
黑色星期一
中国股市1天内下
跌8.5%（3周内暴
跌30%）

2009年
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
 希腊外债与
GDP之比为
146.2%

2016年
英国退欧
英镑对欧元和美元汇
率下跌10%

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 
全球股市暴跌60%

2008年
全球金融崩溃
全球股市市值蒸发
10万亿美元

2014年
全球石油危机 
石油价格从110
美元跌至50美元

新冠疫情 
全球GDP下
跌8%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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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在高风险的世界中生存
“黑天鹅”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https://www.datadriveninvestor.com/2019/01/18/9-black-swan-events-that-changed-the-financial-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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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规模和范围震
惊了全世界。然而，它甚至没
有进入今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
发布的 “全球十大风险清
单”，来得毫无征兆。

如今，远程办公和生活交流已
悄然成为了新常态。安全、隐
私和道德问题也因此变得越发
突出，韧性、信心和信任从未
如此被需要过。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不过，全球疫情起先并未被列入2020年最有
可能发生或影响最大的风险之一。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最有可能发生的十大
全球风险

1. 极端天气事件
2. 气候变化调整措施失败
3. 重大自然灾害
4. 生物多样性减少
5. 人为造成的环境灾害
6. 网络攻击
7. 数据盗窃或诈骗
8. 水资源危机
9. 全球治理失败
10.资产泡沫

…
27. 传染性疾病

最有可能发生的十大
全球风险

1. 气候变化调整措施失败
2.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3. 生物多样性减少
4. 极端气候事件
5. 水资源危机
6. 信息基础设施崩溃
7. 自然灾害
8. 网络攻击
9. 传染性疾病
10. 人为造成的环境灾害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Risk_Report_2020.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Risk_Report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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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升至37%

3资料来源：: 埃森哲2020年3月。新冠病毒会改变消费者们吗？

的人们第一次尝试在线上购物。
的员工认为公司应对新冠疫情
表现良好或很好。

以前从未在家办公的人，现在打算
今后更经常地在家办公。

网上购物预计从

的受访者计划以后增加在家办公
的频率。

“当前的状况要
求我们在数周内
就做出改变，而
在过去，这种改
变可能需要花数
年时间。”
Satya Nadella 
微软首席执行官
资料来源：: Microsoft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我们购买的商品、我们生活和
工作的方式已被永远改变。
过去的几个月已证明，我们有能力打破常规，快速适应和学习，
转危为机。

46%

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PDF-123/Accenture-COVID19-Pulse-Survey-Research-PoV.pdf
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PDF-123/Accenture-COVID19-Pulse-Survey-Research-PoV.pdf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microsoft-365/blog/2020/04/30/2-years-digital-transformation-2-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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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构想的文
化和员工体验

转型的业务
运营

弹性的数字
化工作平台

重新构想
企业业务

未来就绪的
企业

工作环境
常青的IT
运营模式

工作平台技术
生态系统

工作平台
安全性

文化、领导力
和行为

员工体验

人才和能力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运用整体分析方法重新思考您的
工作平台体验。
面对新冠疫情以及发生更频繁、影响更大的事件，
企业的韧性和对事态的快速响应能力成为其生存和
发展的必要条件。

工作平台体验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工作平台集技术、运营、文化和员工体验为一体，
重点关注成本、效率、生产力和增长。

现在，工作平台的整体框架非常重要。因为预测或
阻止“未知的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不太可能，所
以企业唯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超越竞争对手。

工作
平台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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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在近期的新冠疫情危机中，排名前20%最佳工作
平台体验的企业均比同行表现更加出色。

埃维诺研究，2020年

股价差异中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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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如何稳固、保障并拓展我们现有的
应急技术投资？

• 我们的数据资产和核心应用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上都能够使用吗？

• 我们现有的设备能支持新常态吗？

• 我们如何让技术和运营更具弹性？

• 如何自我投资、实现工作平台技术的现代
化，开展创新工作方式并降低运营成本？

• 我们能利用公民开发者网络在危机时代实
现创新吗？

• 我们的端到端工作环境安全吗？

• 我们如何引入安全文化、从而大规模地减少混
合远程工作面临的风险？

• 我们的安全政策和工作方式能支撑业务更新
吗？

• 我们如何在不影响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实施安全
控制？

• 我们安全文化的弹性足以应对大事件的发生
吗？

• 我们的员工拥有必要的安全技能吗？
• 我们如何在保护隐私的同时，满足紧急安全和

公共健康需求？

• 我们需要简化并提升IT部门的响应力？

• 您和IT部门是如何为业务恢复/增 长做出贡
献的？

• 我们应如何加速创造价值？

• 我们如何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加强服务管理并
制定应急计划？

• 我们如何才能使技术解决方案更加灵活并更
好地应对变化？

• 变化的速度将不会放缓：我们如何才能在分
布式的环境中更好的管理？

常青的IT运营模式 工作平台安全性 工作平台技术生态系统

弹性的数字
化工作平台

工作
平台
体验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弹性的数字化工作平台

技术是实现业务连续性的基础，
它还能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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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运营的转型

当前危机对于业务重构带来
影响深远的问题。

• 我们如何重塑并重构企业的运营模式，通过改
变工作方式来提高响应力和韧性？我们是否应
当引入以企业问题为导向的敏捷团队和小组？

• 分析、自动化、增强和人工智能如何能削减成
本并提高我们的能力？

• 我们应如何使我们的战略和运营更具韧性？我
们需要改变业务连续性的计划吗？

• 我们应如何调整渠道、客户服务和供应链、从
而优化响应力和韧性？

• 我们如何通过通过合理的物理足迹来削减成
本？

• 我们实际工作平台的作用已经改变了吗？

• 我们更加灵活、分散的工作平台吗？企业有
没有自有、租赁或使用灵活的办公场地？

• 我们如何帮助同事营造高效率的在家办公环
境？

• 我们如何无缝整合物理和数字化工作环境，
从而大规模地促进安全的混合工作并优化客
户体验/员工体验？

• 哪种因素将重塑我们所处的行业和企业？

• 哪些真正有意义的行业和客户趋势已经加速
发展？您的企业应如何适应？

• 客户行为会转变吗？

• 之前的细分市场仍然存在吗？

• 我的品牌价值或产品改变了吗？

• 我们的之前的市场战略是否应该转型销售、
盈利能力、弹性和竞争优势？

工作环境 未来就绪的企业重构业务

转型的业务
运营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工作
平台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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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企业文化 的哪些元素需要针对全新的工
作环境进行调整？

• 我应该如何领导、管理并协调未来工作？

• 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力特征？

• 我如何能够借助分布式的远程劳动力实现企业
持续发展？

• 员工体验还重要吗？如果是，新的“重要
时刻”是什么？

• 哪些员工行为需要改变？

• 我们如何保持并发扬一些新的工作方式?

• 我们具有未来价值的劳动力是什么？我们
的员工价值主张应该改变吗？

• 未来福祉意味着什么？

• 如何帮助各种远程劳动力 实现工作和生
活之间的平衡？

•  我们应如何重构劳动力 、使之与未来业务/工
作平台体验蓝图，以及和当下的工作相一致？

• 这些劳动力将与疫情之前的核心员工有所不
同吗？

• 我们在克服未来的不确定性时应如何加快学
习速度？

• 我们如何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敏捷性——也就
是在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时候迅速切换角色？

人才和能力 员工体验 文化领导力和行为

重构文化和员工
体验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重构企业文化和员工体验

劳动力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
必须顺应发展，更好的支持业务
恢复和增长。

工作
平台
体验



9

在新冠疫情下，全球各类企业需要立即
通过采取行动来保护其业务和员工。它
们必须迅速地适应新常态，这涵盖客户
战略、渠道管理、劳动力重构、供应链
适应以及技术和财务管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动荡的时代。在
危机中，领导者需要发现业务和工作平
台方面的进步空间，重新制定发展战
略，转危为机，在经济衰退和恢复期赢
得更多市场份额。

制定明确的工作平台体验战略 ，助力
企业未来的发展。

弹性的数字
化工作平台

业务运营转型

重构的文化与
员工体验

5. 利用工作平台分析来保护业务韧性、
提高生产力、顺应企业文化的技术和
行为变化。

1. 明确您的未来
业务、劳动力和员工

体验蓝图和路线图

2. 实现工作平台
技术的现代化并
且加以拓展和充
分利用，削减成
本、优化业务敏
捷性和弹性、提

高投资回报。

4. 调整劳动力
和人工智能的
配比，适应新
的工作方式、
满足人才需求
和控制成本。

3. 重构混合远程环境中的工作方式，
保护销售、降低服务成本，同时促进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和敏捷性。

在新环境中实现企业
发展的五个步骤：

工作
平台
体验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1. 明确您的未来业务、劳动力
和员工体验蓝图和路线图。

主要问题
新冠疫情暴露了企业现有业务和劳动力战略存在的差距和弱点—首当
其冲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持业务的连续性。

即便在这场危机中逆势发展的企业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我们知道，客户购买模式、劳动力结构、供应链、产品和服务都发生了
永久的改变。我们也知道，道德、信任和安全将持续影响品牌声誉。

对领导者来说，为了加快业务恢复和增长并在竞争中立足，现在是时候
重新思考业务模式和工作平台战略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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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您的未来业务、劳动力和员工体验
蓝图和路线图。

您能做些什么？
• 审视危机期间的业务战略和绩效。研

究关键问题、潜在原因和临时决议。

• 确认您的收益，考虑如果保护及如何
将收益更好的纳入未来企业业务战略
和蓝图中。

• 制定复工方案，平衡安全、需求、速
度、可行性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 重构业务战略，重点放在产品和服务
组合、客户关怀和运营、人才敏捷
性、弹性核心和可负担性方面。

• 利用数据和洞察更新工作平台体验战略
和路线图，包括未来业务运营模式、劳
动力旅程和配置、技术生态系统和实际
工作平台。

• 调动并重构跨职能团队设计、测试、实
施并推广工作平台体验解决方案，同时
持续评估并追踪价值创造。

• 设立或提升工作平台体验卓越中心，以
此指导战略重设、创新网络、需求优先
排序、产品组合管理、体验、服务、治
理和价值管理。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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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您的未来业务、劳动力和员工体验
蓝图和路线图。

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 全球某清洁产品供应商必须改变业务模

式，以更好地服务客户并提高业务绩效。

• 由于无法整合数据，实现洞察力，所以该
客户不能实时掌握企业绩效、实践方法和
行为。同时，销售团队依赖纸质办公，而
且没有启用以客户为中心的销售战略。

• 我们帮助该供应商重构了业务模式，在客
户看来它成功的从一家产品供应商转型为
了一家值得信赖的食品卫生咨询商。

• 集成化的数据平台为客户提供了食品卫生
规章合规方面的洞察力，从而使其卫生检
查结果预测的准确性达到90%。

• 取消了纸质办公流程。数字化技术和
设备帮助销售人员优化流程和效率，
提高数据准确性，并为预测分析提供
实时洞察力。

• 客户能够做出更好的购买决策，在优
化安全标准的同时实现更好的监管合
规性。

• 最后，客户信任度得到提升，销售人
员的的工作平台体验得到优化，公司
有机会实现27%的产品收入增长。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2. 通过拓展和现代化升级，提
高工作平台的可用性，帮助企
业削减成本、优化业务敏捷性
和弹性、提高投资回报。

主要问题
新冠危机对企业的技术战略、运营能力和业务绩效造成巨大压力，
企业不得不迅速重构业务模式，保证业务连续性。

现在，IT领导者必须要重新思考他们的工作平台技术战略，以平衡
未来业务方案和成本合理化之间的关系。

随着混合远程办公的需求不断增长，各企业机构需要思考如何才能
为每名员工提供独特的工作平台体验——无论在家中，办公室，
工厂，甚至是在运输卡车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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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做些什么？
• 优化工作平台的IT战略和成本支出。将

战术性举措（比如增强端点安全性）引
入方案之中，以此加速云平台、应用、
设备和分析的现代化进程。创新融资模
式可以减少企业的经济压力。

• 借助自动化设备、应用和服务管理，转
向灵动的服务运营模式。不断对核心系
统进行安全更新、维护和新功能升级。
优化终端用户支持，削减成本，提升员
工体验。重新思考业务连续性计划，提
高企业韧性。

• 保障安全性，关注四大支柱，即：数字
身份认证、信息保护、应用安全和网络
防御。评估针对核心终端用户平台的安
全战略，确保实施的生态系统都符合合
规要求。

• 利用可靠的服务，借助工作平台解决方
案尽可能地实施标准化，在研发和与其
它工作平台技术连接方面保持良好的记
录。评估业务新特征和功能与规模和连
续性之间的利弊。

• 采用合作平台（比如Teams，Power
Platform）和自动化/人工智能工具实现
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无论业务用户在哪里
都能为其提供工作流程支持，实现效率的
最大化并优化员工体验。

• 探索并采用传感器、增强现实、人工智能
和分析，优化实际工作平台的规划、安全
性、劳动力重构和业务运营。

• 关注劳动力，始终将终端用户放在心上。
制定一项工作体验计划，为员工提供支持
并利用分析来衡量价值。

2. 通过拓展和现代化升级，提高工作平台的
可用性，帮助企业削减成本、优化业务敏捷
性和弹性、提高投资回报。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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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 Towergate Insurance公司希望通过工作平

台体验升级和转型，提高其竞争优势。

• 为了释放工作平台的全部价值，这家英国
公司致力于制定一项综合战略，将技术、
运营、文化和员工体验整合在一起。

• 我们与Towergate紧密合作，帮助该企业创
建了低成本、高效率、响应及时且安全的
常青的数字化工作平台。 

• Towergate的移动能力、生产力、协作
水平和安全等级正在稳步提升，工作平
台正在发展着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 Towergate Insurance的集团首席信息
官Gordon Walters表示：“我们已迁移
到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我们的所有
员工都彼此互联。通过技术手段，我们
可以预测到客户的需求，从而更好地为
客户服务，提高满意度。

2. 实现劳动力技术生态系统的现代化并且加
以拓展和充分利用，以削减成本、优化业务
敏捷性和弹性、提高投资回报。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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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3. 在支持多种形式的远程办公环境
下，重构中的工作方式，以保护销
售、降低服务成本，同时促进以客
户为中心的理念和敏捷性。

主要问题
在领导们评估新冠疫情影响及下一步措施时，显而易见的是，为了生存和增长，
大多数企业都需要削减成本、保护现金流并重置部分业务。

产品和服务、客户战略、渠道管理、供应链和财务管理都可能成为关注领域。

总之，领导们将考虑是否（在可能时）实施战术变革或转型，以创造显著的竞争
优势，有效减少未来业务中断的可能性。



17

您能做些什么？
• 根根据产品和服务的变化、新客户购买

模式、交付能力和供应链响应力，重新
审视运营模式， 争取削减成本的同时，
提高客户体验/员工体验。

• 重新设计运营模式蓝图：

• 整合并扩展危机时期的收益；
• 提升客户和员工信任度和实时体验；
• 提高运营响应力和韧性；

• 评估重新规划工作平台的各种选择；
• 帮助固定和临时员工更轻松地适应混

合远程办公；
• 从增强运营、能力建设、应急响应和

成本削减等方面充分拥抱自动化和人
工智能技术。

• 通过数据实现洞察力和跨职能团队来测
试、试点并优化拟议的运营模式变化。

3. 在支持多种形式的远程办公环境下，重
构中的工作方式，以保护销售、降低服务
成本，同时促进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和敏
捷性。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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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全球化的保险公司需要优化基础
设施风险管理、改善客户体验、提高
盈利能力。

• 借助增强现实、分析、自动化和人工
智能技术，我们一起审视并重新思考
了风险评估运营模型。

• 最终，该公司实现了以下目标：
• 将风险评估和定价时间从三周缩

短到三天；
• 支持风险工程师远程工作；
• 降低管理成本；
• 更准确地模拟风险，减少了风险

溢价。

3. 在支持多种形式的远程办公环境下，重
构中的工作方式，以保护销售、降低服务
成本，同时促进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和敏
捷性。

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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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4. 调整人员和外包人员的比例，以适
应新的工作方式、人才要求和成本。

主要问题
在各企业机构确定需要汲取哪些教训在新常态中支持增长的同时，也应从工作方式甚至到工作本质等
各方面考虑其长期影响。

各企业机构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 工作的地点；
• 工作的方式；
• 完成工作的人员；
• 业务企业的方式；
• 所需的才能；
• 关键劳动力市场的定义；
• 如何留住顶尖人才并使其影响最大化；
• 如何使劳动力绩效最大化；
• 什么是可负担力？如何弥补预算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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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做什么？
• 创建拥抱变化的企业文化。考虑哪种工作

方式、奖励制度能有效激发工作效率。

• 重构企业模式，重置战略目标。利用零基
础企业方法从下至上进行重新设计。识别
顶尖人才，灵活部署并分配工作，使其能
推动业务增长。

• 重新梳理企业，实施更加灵活的设计，引
人tribes和chapters。让团队关注客户和
企业所面临的难题和机会。

• 重新思考劳动力定义。 您未来的人才
库可能不仅是合同工，考虑新的人才分
类，包括临时工，关键业务流程外包或
自动化程序，这样可以减少资产负债表
上的人员成本、提高灵活性。

• 深挖生产力，调整业务流程，致力于通
过工作平台，实现从知识库、工厂和一
线员工的统一技术管理的一体化目标。
提供学习机会，提高个人绩效，利用数
据分析来形成新常态。

• 重新评估员工价值主张，将其与企业价
值和对顶尖人才的期望相匹配。深刻认
识到员工关注点已经发展改变。

4. 调整人员和外包人员的比例，以适应新
的工作方式、人才要求和成本。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https://www.accenture.com/us-en/insights/strategy/zero-based-organization
https://www.accenture.com/us-en/insights/strategy/zero-based-organization
https://www.accenture.com/us-en/insights/strategy/zero-based-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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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整人员和外包人员的比例，以适应新
的工作方式、人才要求和成本。

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 这家跨国医药公司希望能够提高业务绩

效，并且尤其关注制造运营和执行。

• 我们意识到，这家公司并未将现有技术
投资的最大化，同时也有机会提高员工
生产力。

• 我们帮助该公司重新设计了制造流程，
充分利用了数据及其可利用的技术。

• 我们帮助该企业通过赋能员工，利用关
联数字设备获得实时运营洞察能力，同
时也帮助公司提高快速决策的能力。

• 数字运营中心更好的管理了整个制造执
行层面的工作，优化了工作流程、员工
效率和满意度、员工体验和业务绩效。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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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5. 利用工作平台分析来实现业务韧性、
生产力、对文化产生影响的技术运用和
行为变化。

主要问题
当前的新冠危机不仅让企业技术和韧性面临挑战，同时也让一些企业了解
问题和机会所在。在分布式的远程劳动力条件下，这一点尤其如此。

当工作平台的每个角落均变化四起时，衡量生产力、韧性和员工福祉将成
为企业的关键能力，需要得到实时监控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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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工作平台分析来实现业务韧性、生产力、
对文化产生影响的技术运用和行为变化。

您能做什么？
• 数宇伦理：如何才能保护人们隐私权的同

时，应对紧急公共健康和安全需求呢？
构建一个数字伦理框架，评估接触追踪技
术的影响。

• 最大程度地利用大数据， 获取未知洞
察，比如物理工作平台状态、弹性、业
务连续性、生产力、服务交付和员工福
祉。基于这些信号关注需要立即得到支持
的领域，并且将其作为衡量成功的一种指
标。

• 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现有活动和业务案例，
对动议进行战略优先排序。公正地对驱动
最大竞争优势的各项动议的资本性支出进
行优先排序，这也是员工或客户体验的核
心。

• 全面地衡量员工体验。 员工价值主张
（EVP）与员工体验的等式已发生了根本
性的改变。努力从员工旅程的层面去衡量
员工体验，理解全新的“重要时刻”。看
看您能如何实时影响他们，从而最大程度
地削减成本并提高影响力。用情感分析取
代成本较高的员工参与度调查。

• 引入助推理论（Nudge Theory）等行
为科学技术，积极地影响该企业的绩效。
通过现有工作技术战略性地推动员工，以
相应形成的洞察来驱动行为发生。

• 利用数宇化技术，实现洞察力， 驱动现
有投资产生最大价值。通过将数字化技术
直接构建到设备中，确保最大限度地利用
云平台的版本更新。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business/analysis-and-features/nudge-theory-richard-thaler-meaning-explanation-what-is-it-nobel-economics-prize-winner-2017-a7990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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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工作平台分析来实现业务韧性、
生产力、对文化产生影响的技术运用和
行为变化。

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 埃维诺通过微软工作平台分析

（Microsoft Workplace Analytics），
识别工作平台中的各种行为变化。

• 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已将来自
Microsoft 365的行为数据与实践报告等
运营数据结合了起来。这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员工流失和绩效，并将整体流失率
降低了7%。

• 在这场危机中，我们获得了如下方面的
洞察，即向远程办公的迅速转变如何影
响我们的员工和团队，以及协助和文化
如何发生演变。

• 因此，现在我们能够及时调整员工体验
和企业重心，从而减少风险并识别需要
获得支持的领域。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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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您的工作平台
体验之旅

完成企业危机
审查

扩大收益，制定
正确的决策

重置人员和人工
智工作团队，重
点考虑员工体验

基于情景重新
构想业务和工

作体验

优化技术弹性、
安全性、敏捷性

和指标

向新环境转变
（产品和服务、
客户体验、工作
体验和供应链）

通过工作平台体验
平台的洞察力来感
知，响应，衡量员
工的工作状态，提

高绩效

重新设计工作
平台和不同工
作地点的办公

战略

确认并调整复工
方案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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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维诺如何助您一臂之力？

探索

设想

准备就绪

让我们进行2小
时的对话，帮助
您了解卓越工作
平台体验如何帮
助您实现绩效。

让您的团队成员
与我们的专家举
行4小时的研讨
会，深入讨论工
作平台体验和您
的业务目标，重
新设计您的转型
之旅。

让我们的咨询
服务助您开启
工作平台体验
转型之旅：

• 愿景

• 解决方案设计

• 路径图

• 业务案例

• 价值验证

适应新的工作平台，实现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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