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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革环境下企业面临的挑战 
 

二、“互联网+”驱动的IT愿景 
  

三、优化IT治理提升企业IT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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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变革环境下企业面临的挑战 

• 这是一个社会快速变革的时代 

• 国家战略转型 
 经济下行，管制松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一带一路，国际化加速… 

• 客户结构转型 
 基本客户的逐渐老龄化 
 年轻一代客户逐步成长 

• 思维习惯转型 
 跨界协作 
 整合创新 
 普惠服务 
 尊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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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处于重大的技术变革之中，领先型的互联网公司在VR、
人工智能、同温层无线通讯、光通讯、区块链等新技术领域向我们
展示了颠覆性的新技术对未来社会的冲击；中国正大力实施“互联
网+”国家战略，一场数字化变革正在主导经济的各个领域。 

Facebook十年计划图 Google的新型组织与业务方向 

 这是一个突破式技术创新的时代 

Links/Facebook“十年路线图”展现蓝图.docx
Links/Facebook“十年路线图”展现蓝图.docx
Links/不安分的Google.docx
Links/不安分的Google.docx


© 2012谷安天下版权所有 

•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像“站在门口的野蛮人”样抢走你的生意。传
统企业的老板们焦虑于这种跨界颠覆似乎防不胜防，难以抵挡，更不
知道如何出手反击。当“互联网的野蛮人”来敲门时，传统企业最需
要学习的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行为背后的互联网逻辑。 

《站在门口的野蛮人》 

• 线上线下打通 
• 向消费者赋权 
• 极致的客户体验 
• 免费的推广策略 
• 基于BI精准营销… 

“野蛮人”获取网民的招数 

 这是一个“野蛮人”横行的时代 

－工信部发布了 2015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全国移
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3.06 亿户.  



© 2012谷安天下版权所有 

•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几乎所有的行业最大的
车间都在中国，从钢铁、水泥、船舶到皮鞋、牛仔裤、家电、
手机都存在产能过剩情况。国家推动“供给侧改革”化解产能
过剩，利用“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是一个生产过剩的时代 

• 转型 
• 创新 
• 差异化… 

中国“互联网+”行动百佳实践案例 

Links/中国“互联网+”行动百佳实践案例.docx
Links/中国“互联网+”行动百佳实践案例.docx
Links/中国“互联网+”行动百佳实践案例.docx
Links/中国“互联网+”行动百佳实践案例.docx
Links/中国“互联网+”行动百佳实践案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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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技术影响传统业务的前瞻性不足，缺乏变革准备； 

•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接合的理论与方法不成熟； 

• IT战略决策缓慢、IT支持业务创新能力不足； 

• 面向互联网的新技术架构理解与快速研发能力不足； 

 面对剧烈变革，传统企业信息化“步履蹒跚” 

1.2 传统企业信息化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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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客户的产品设计和运营能力存在较大缺陷； 

• 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隐私保护及业务风险控制能力较低； 

• 抵御重大网络攻击能力低下，安全意识与安全技能急待提高； 

• 缺乏“互联网+”环境下业务与技术的复合性人才等问题。  

 面对剧烈变革，传统企业信息化“步履蹒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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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环境下的 IT应有的特征 

• 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传统企业的信息化应借鉴互联
网公司的经验，以互联网思维拥抱变革，以新兴技术重构企业价值链，
不断提升IT能力，达成“互联网+”环境下的IT目标。 

移动互联 移动互联 

云计算 云计算 

大数据 大数据 

跨界融合 跨界融合 

重塑结构 重塑结构 

尊重人性 尊重人性 

开放生态 开放生态 

连接一切 连接一切 

新兴技术手段 互联网思维 

战略快速决策 战略快速决策 

需求有效把握 需求有效把握 

产品设计运营 产品设计运营 

项目快速实施 项目快速实施 

自适应信息安全 自适应信息安全 

IT能力提升 

智能搜索 智能搜索 

物联网 物联网 

IT投资管理 IT投资管理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 

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 

整合创新 整合创新 

智慧管理 智慧管理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IT目标 

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 

2.1 变革环境下IT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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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营方式 2. 经营方式 

3. 经营理念 3. 经营理念 

1. 业务体系 1. 业务体系 

4. 企业生态 4. 企业生态 

 如何实施服务创新，满足新的业务
需求？ 

 如何结合传统营销渠道和网络营销
渠道？ 

 如何实现由“产品中心主义”向
“客户中心主义”的转变？ 

 如何定位与其他机构(如第三方支付
公司)的关系？ 

5. 产品组合 5. 产品组合  如何进行产品设计与组合，以形成
有竞争力的产品体系？ 

 用互联网思维拥抱变革 

7. 技术架构 7. 技术架构 
 如何引入分布式技术架构，应用云

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6. 服务目录 6. 服务目录  如何构建企业服务目录与IT服务目
录？ 

• 变革时代需要变革的思维，企业对突破性的技术的应用，需要考
虑不同的实施思路与运营环境，需要创新性管理方法。 

Principles of Creating New Thinking 
- by Peter Docker 

Principles of Creating New Thinking 
- by Peter 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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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新兴技术重构企业价值链 
• 用数据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据正成为新的自然资源，对于企业而

言它是竞争优势的基础；通过云计算构建通向新业务模式的途径；通过
移动、社交构建一个全方位交互的企业。  

Gartner提出了一种利用企业架构分析促进新兴技术应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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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7/19 

• 在变革环境下，重点建立战略迅速决策能力、需求有效把握能力、项目
快速实施能力、系统部署与服务能力、自适应信息安全能力及IT投资管
理能力。  

2.2 变革环境下所需的IT能力 

 构造变革环境下所需的IT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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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治理的定义与作用 
• IT治理是组织在信息化过程中需要建立的一种宏观的决策、协调及控制机制，

其作用是明确IT决策责任、建立协调沟通机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控制信
息化风险，促进IT与业务的融合，使IT为企业创造价值。 

3.1 建立变革环境的IT治理机制 

IT治理内容 IT治理机制 

• 推进IT科学决策 
• 协助跨部门沟通 
• 高效的需求管理 
• 优化IT投资管理 
• IT支持业务创新 
• 新技术跟踪预研 
• IT绩效机制建立 
• IT人才引进政策 

• 推进IT科学决策 
• 协助跨部门沟通 
• 高效的需求管理 
• 优化IT投资管理 
• IT支持业务创新 
• 新技术跟踪预研 
• IT绩效机制建立 
• IT人才引进政策 

提升战略迅速决策能力 提升战略迅速决策能力 

完善需求有效把握能力 完善需求有效把握能力 

促进项目快速实施能力 促进项目快速实施能力 

优化系统部署服务能力 优化系统部署服务能力 

建立自适应信息安全能力 建立自适应信息安全能力 

培育IT投资管理能力 培育IT投资管理能力 

IT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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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规划部门 IT规划部门 IT建设部门 IT建设部门 IT服务部门 IT服务部门 协作单位 协作单位 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 

职责定位 职责定位 

业务方案 

业务验证 

用户管理 

IT 预算与
成本分摊 

55 职责定位 职责定位 

IT规划与架构 

IT投资与项目组
合 
安全与质量管理 

需求与 IT服务规
划 
IT前瞻性研究 

职责定位 职责定位 

业务方案 

业务验证 

IT相关的竞
品分析与业
务模式创新 

用户管理 

职责定位 
 

职责定位 
 

需求管理 

项目开发 

测试管理 

应用运维支持 

研发管理 

IT采购与外包管
理 

创新支持 

职责定位 职责定位 

系统运维 

服务管理 

IDC管理 

新技术应用 

应用运维 

社会化服务 

技术规划 

IT预算与
成本分摊 

CIO/CTO CIO/CTO 

• 综合考虑组织的IT原则目标、演进路线和风险评估结果，设计IT治理机构、
CIO及IT部门的职责定位。促进IT与业务充分融合，使IT成为支持与推动业
务创新、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和取得竞争优势的核心力量。 

IT支持业务发展目标 IT支持业务发展目标 

IT治理机构 IT治理机构 
IT决策协调 IT决策协调 

参与或辅助IT决策 

提供内部IT协调机制 

组织IT专题预研 

IT投资管理 

IT应用推进 IT应用推进 
与最高管理层的沟通 

与业务部门的协调 

IT战略推进与资源配置 
IT价值管理 

IT风险管理 

IT人力资源管理 

基础设施建设 

业务产品 
业务产品 

IT建设运营 IT建设运营 

IT战略规划 

IT架构规范 

IT研发测试 

IT投产运行 

IT项目管理 

 IT治理的定位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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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董办会 集团董办会 

集团信息技术委员会 
（CIO Lead） 

集团信息技术委员会 
（CIO Lead） 

跨团队IT支撑模式（含本地化合作伙伴） 跨团队IT支撑模式（含本地化合作伙伴） 

集
团
指
导 
层 

集
团
控
制
层 

IT
服
务
运
营
层 

集团IT规划与治理
中心 

集团IT规划与治理
中心 

项目与
资源 
项目与
资源 

安全 安全 
规划与
投资 
规划与
投资 

集团信息化管理部门 集团信息化管理部门 

IT战略 IT战略 IT投资 IT投资 IT绩效 IT绩效 

集团业务与IT战略规划 

IT愿景 IT愿景 

集团IT服务规划与投资决策 

服务开发 服务开发 服务验证 服务验证 服务运营 服务运营 

  集团跨业务线与跨平台的IT服务支撑模式 

服务设计 服务设计 

IT技术架构 IT技术架构 

集团IT服务目录（总部-区域-大客户） 集团IT服务目录（总部-区域-大客户） 

IT技术规范 IT技术规范 

IT资源架构 IT资源架构 

IT服务需求 IT服务需求 IT投资组合 IT投资组合 

IT外包战略 IT外包战略 IT绩效管理 IT绩效管理 IT创新管理 IT创新管理 需求与
服务 
需求与
服务 

质量 质量 

开发中心 开发中心 测试中心 测试中心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业务建模 业务建模 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外包管理 外包管理 需求管理 需求管理 

集团IT服务运营中心 集团IT服务运营中心 

架构与
技术 
架构与
技术 

 典型的企业IT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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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变革环境，企业为提升信息化的效率与效果，需要在IT治理框架下推进指导层、
控制层及执行层的资源配置及有效运行。其中控制层的决策协调、IT价值评估，执
行层的业务规划架构、IT规划架构、业务分析、需求运营、项目集管理是重点。 

 IT治理机制的运行 

3.2 推进IT治理机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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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T管控流程导入…  

• 3.1、IT管控流程导入常规步骤… 

• 1、变革管理ABC里程碑计划公布 

• 2、变革管理团队组建与责任委托 

变革计划 

 IT治理变革实施计划（示例） 

M1 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库建立（A计划） 
M2 变革目标和愿景建立（A计划） 
      2.5 转岗和晋升需求识别（B计划） 
M3 核心能力建设（A计划） 
M4 外聘人员引入（A计划） 
M5 集成化应用治理试点（A计划） 
M6 IT核心掌控能力建立（A计划） 
     6.7 整体IT技术架构规划外包（B计划） 
M7 中长期服务能力建设（C计划） 
M8 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建设（C计划） 
     8.6 并购或收购（B计划） 
M9 中长期战略规划（C计划） 

M1 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库建立（A计划） 
M2 变革目标和愿景建立（A计划） 
      2.5 转岗和晋升需求识别（B计划） 
M3 核心能力建设（A计划） 
M4 外聘人员引入（A计划） 
M5 集成化应用治理试点（A计划） 
M6 IT核心掌控能力建立（A计划） 
     6.7 整体IT技术架构规划外包（B计划） 
M7 中长期服务能力建设（C计划） 
M8 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建设（C计划） 
     8.6 并购或收购（B计划） 
M9 中长期战略规划（C计划） 

应用治理近期（2016~2017）实施战术计划－整合版v0.7.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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