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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已然降临，您所在的企业是否已在组织层面准备就绪？面对这一问题，作为

数字原生的高科技企业踌躇满志，而缺乏数字化DNA的诸多传统企业则有所顾虑：

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还是大刀阔斧、毕其功于一役？如何实现企业内各部门的全面数

字化转型？数字化基因又应如何在传统业务部门中得到长久、稳定的表达？

在地球的漫长历史中，物种不断进化演变，通过“打造”更加适应外部环境的基因，

得以延续和发展。商业世界亦是如此：面对席卷全球的数字革命，缺乏数字化DNA的企业

必将面临生存危机，构建数字化组织势在必行。

面向未来，数字化组织应实现各部门、各维度上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在理想愿景中，

各个部门应实现基于信息及数据流通的业务赋能、面向用户及商业伙伴的统一规划和协同

运营、并具备前瞻创新的数字化思维模式，全面实现技术、业务、人才等方面的数字化转

型（参阅图1）。

破译数字化的遗传密码
传统企业组织转型的“双螺旋”引擎

• 基于信息流通的业务赋能

• 以用户为中心的协同运营

• 前瞻创新的数字思维培育

• 信息不畅，抑制业务持续提升

• 缺乏协同，无法挖掘用户价值

• 狭隘短视，难以适应多变环境

部门1 部门2 部门3

部门1 部门2 部门3

理想愿景 各部门全面实现数字化转型

零星的数字化尝试 当下现状

图1 | 面向未来：从零星的数字化尝试，到各部门全面实现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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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当下，诸多传统企业仍然停留在图1左侧的现状：这些企业只是在不同部门内进

行零星的数字化尝试（例如市场部的数字营销精准投放、销售部的数字看板、采购部部分

业务流程的线上化和自动化等），数字化赋能力度有限、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同、业务规

划狭隘短视、全局视野和前瞻性思考不足。

对于传统企业而言，尽管未来转型目标清晰明确，如何从当下现状跃迁升级至理想愿

景却成为考验其的一大难题：固步自封，必将被数字化转型浪潮淹没；鲁莽激进，亦将面

临基因变异之风险。数字化基因的遗传密码究竟应当如何破译？

与欧美诸多领先企业相比，中国传统企业通常缺乏数字化转型的良好基础，以致在全

面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尽管如此，近年来许多中国企业成功突围，走在了数字

化转型的前沿，他们的成功案例亦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启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许多企业

在转型过程中均成立了有别于传统业务部门的新型实体部门：传统业务部门利用专业经验

和运营资源，较为独立地实现自身的运营目标，被称作“纵向部门”；而新型实体部门则

通过不同方式与各个纵向部门进行合作，并在此过程中为纵向进行数字赋能、促进业务协

同、培育数字化的适应性思维，被称作“横向部门”。横纵部门相互交织，如同生命体的

DNA一样，形成了“双螺旋”结构（参阅图2）：其中一支为传统的纵向部门，例如产品、

市场、销售、售后等；另一支则为新设立的、携带数字化基因的横向部门。横纵部门在数

字化“双螺旋”结构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 纵向部门：重点掌握人、财、物等经营资产（如业务专家、营销预算、生产设备等），

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侧重于经验驱动。

纵向
部门

纵向
部门

纵向
部门

零星的数字化尝试

各部门全面实现
数字化转型

“双螺旋驱动”

掌握信息资产
数据驱动

掌握经营资产
经验驱动

横向部门

横向部门

横向部门 横向部门

纵向部门
数字化组织2.0

数字化组织1.0

数字化组织3.0

图2 | 从数字化组织1.0到3.0：通过横向部门为纵向“嫁接”数字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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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向部门：重点掌握信息资产（如经营数据、用户洞察、商业伙伴反馈等），专长于

数据分析并具备洞察能力，侧重于数据驱动。

横纵部门二者各有所长、相辅相成，共同打造数字化组织转型的“双螺旋”引擎。对

于传统企业而言，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通过成立若干横向实体部门，可以为纵向业务部门“嫁

接”数字化基因、打造“双螺旋驱动”的数字化2.0组织，为从数字化1.0组织（零星的数

字化尝试）到3.0组织（各部门全面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跃迁升级打好扎实基础。基于我

们的观察，横向部门具体可通过三种方式为纵向注入数字化DNA中的不同成分。

物理方式：动力推进

谈及数字化转型，首先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对业务部门的赋能。尽管许多传统

企业内部已经开展零星的数字化尝试，纵向业务部门之间依然存在数据语言不统一、信息

沟通不顺畅的现状。这些部门犹如一个个数据孤岛，缺乏统一的数据和信息归口，难以形

成基于数据分析洞察的业务提升闭环、数字赋能动力不足。

针对这一痛点，传统企业可以从物理维度出发，成立横向部门并扮演动力推进器的角

色，一方面统一汇集、分析各纵向部门的业务数据和信息，一方面基于包括数据分析在内

的数字工具提供及时、有效的数据洞见，从而助力拥有专业经验的纵向部门提升业务能力、

有效实现数字赋能（Digital empowerment）（参阅图3）。 

横向角色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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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色

动力推进器

经
验
提
供
者

图3 | 动力推进

借力数字工具，实现数字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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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实践：近年来，面对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包括消费品（快消、鞋服、家电等）、

金融（银行、保险等）、工业品在内的诸多传统企业开始借鉴互联网企业的“大中台”思路，

搭建具有横向性质的数据中台，负责将散落在不同部门的用户和运营数据打通、整合，并

通过数据分析对纵向部门赋能。以国内某领先乳品企业为例，该企业经过长期积累获得了

丰富的数据资产，然而数据分散且标准不一、可利用度不高。通过建立横向数据中台，该

企业实现了产品、用户、经销商等数据的打通和标准统一，并基于大数据分析持续为供应链、

生产、销售、营销等业务部门提供数据洞见，全面提升运营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实现“动力推进”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在技术层面，需实现数

据的语言统一、部门之间的数据整合打通、以及信息的及时共享；在人才层面，需要建设、

培育具有数据洞察分析能力的专业团队；在考核层面，需要对纵向部门合理设置考核指标，

保证数据分析结果对业务提升起到切实的督促作用。

化学方式：催化激活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纵向部门不仅需要对各自业务进行数字赋能，还需通过相互协

同为企业整体创造更高的价值。在当下的许多传统企业内，纵向部门之间仍矗立着一道道

“部门墙”：各部门仅仅关注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在用户运营及商业伙伴赋能方

面的规划步调不一、互相缺乏协同，难以深入挖掘用户、尤其是存量用户的价值。

针对这一痛点，传统企业可以从化学维度出发，设立横向部门并扮演协同催化剂的角

色，通过在统一的数字化平台上进行用户运营及商业伙伴赋能，积累丰富的数据资源并从

中挖掘业务机会，催化纵向部门之间的“化学反应”并充分利用其运营资源，从而有效挖

掘用户价值、全面赋能商业伙伴、深度激活业务协同（Need for collaboration）（参阅图4）。

领先实践：近年来，面对国内汽车市场的下行压力，车企纷纷开始审视内部的组织管

理痛点。痛点之一便是对于用户缺乏统一和跨部门协同的运营，导致用户体验不一致、用

户价值未能充分挖掘；对于经销商的运营及赋能亦是如此。对此，某知名车企成立了横向

实体部门，负责数字化触点（如App、小程序、公众号等）上的潜客、保客全量用户运营，

并基于用户数据分析挖掘业务机会，拉动、整合纵向部门（如市场、销售、售后等）的运

营资源，联合举办会员活动，深度挖掘用户的全生命周期价值；与此同时，该企业还建立

了负责经销商赋能的横向部门及数字化运营平台，真正实现主机厂与经销商之间的直连互

动，显著提升经销商的活跃度和满意度。

为了实现“催化激活”，传统企业在技术层面需要实现数字化触点的统一规划和运营、

以及用户 /商业伙伴的 ID统一及数据整合，为数据资产积累打好基础；在人才层面，需要

打造一支擅长用户运营、具有协调能力的团队；在组织层面，需要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

促进纵向部门积极配合横向，形成相互之间的高度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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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方式：繁衍孵化

面向未来，传统企业除了实现数字赋能和业务协同，更需要培育具有适应性的数字化

思维。所谓适应性思维，即具备前瞻视角、不断试错创新，从而更好地适应瞬息万变的外

部环境。然而当下许多传统企业仍未意识到这一点：数字化的零星尝试更多是亦步亦趋的

模仿、以及对短期业务指标提升的聚焦，缺乏前瞻性、系统性、创新性思考；同时，数字

化项目很大程度上依赖第三方的支持，缺乏内部的数字化思维培育和人才造血功能。

针对这一痛点，传统企业可以从生物维度出发，成立横向部门并担任思维培育室的角

色，一方面负责开展具有前瞻性的洞察分析（如用户体验创新、前沿技术应用等），为纵

向部门指引方向；一方面负责牵头成立跨部门的数字化项目团队，通过用户体验、产品开

发、业务场景等方面的创新设计和试点，在实践中培育适应性思维（Adaptive mindset）
（参阅图5）。

领先实践：国内某领先综合金融企业于十多年前便开始布局科技创新，成立具有横向

性质的科技部门，承担整个集团的科技“大脑”角色。该部门致力于研发前沿科技、将其

应用于不同的金融业务，并为整个集团孵化培育数字化思维，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和用户需求。以智能化投资为例，该部门基于技术分析洞察，捕捉到人工智能在证券投资

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经过概念验证并获得管理层支持后，该部门牵头成立项目团队，召

集来自纵向专业子公司的业务专家以全职形式参与创新，共同合作并将智能化投资工具应

用于前端业务，将数字化产品和前瞻创新思维赋予纵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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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 催化激活

依托数字平台，激发部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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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适应性思维的“繁衍孵化”，传统企业需要在技术层面实现基于用户及运营

数据的深度分析挖掘、支持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人才层面，需要招募具有数字化创新能

力和经验的团队；在组织层面，则需实现人事借调、考核、激励等各方面对参与创新项目

人员的保障支持。

上述三种数字化基因注入方式的必备条件各有不同，且分别侧重数字化DNA的不同 
元素：

• Digital empowerment：“动力推进”侧重为纵向部门进行数字赋能，练就数字化

组织转型之“术”

• Need for collaboration：“催化激活”侧重促进纵向之间的相互协同，阐释数字化

组织转型之“法”

• Adaptive mindset：“繁衍孵化”侧重为纵向部门培育适应性思维，点明数字化组

织转型之“道”

对于传统企业而言，道、法、术三大元素缺一不可：掌握适应性思维之“道”方能用

好数字赋能之“术”；坚持互相协同之“法”才可将“道”落实巩固。三者融合兼备，才

能实现数字化转型（参阅图6）。然而，不同企业数字化DNA中这三大元素的培育程度有

所不同，因此在组织转型过程中应当从技术水平、人才能力、企业战略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有的放矢、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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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 繁衍孵化

组建数字团队，培育适应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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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横纵组织架构设计仅仅是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在成立横向部门的同时，传统

企业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 促进横纵协同：横向部门建立后，将与纵向部门之间产生诸多管理关系。企业需要合

理选择横纵管理抓手，有效促进横纵之间协同，化“角力”为“合力”。

• 完善绩效管理：对于新设立的横向部门，在设置其考核指标时应侧重于促进跨部门的

合作协同，通过共同承担KPI、部门之间互评等方式形成横纵合作的牵引力。

• 建设人才团队：根据横向部门的职能需要，通过招募、培训等方式大力吸引并培育具

有数字化及创新能力的人才，为数字化转型不断提供新鲜血液。

• 宣贯数字文化：数字化转型落地离不开企业内部的数字化文化变革。通过勾勒企业发

展愿景、高管率先垂范、调研倾听民意等方式，可对文化变革形成全面支撑。

• 构建合作生态：在进行组织内部转型的同时，传统企业还需要以开放姿态与用户、商

业伙伴、其他行业合作伙伴共同构建围绕数字化的生态系统，实现合作共赢。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缺失数字化DNA的传统企业在未来必将举步维艰。通过建

立横向实体部门“嫁接”数字化基因、打造数字化组织的“双螺旋”引擎，为传统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新思路、新方向。在转型过程中，横向部门通过“动力推进”提

供数字赋能之“术”，借助“催化激活”促进相互协作之“法”，依靠“繁衍孵化”培育数

字思维之“道”，将助力传统企业稳步实现数智融合、效能跃升，满怀信心地迎接数字化

浪潮。

动力推进

Digital
empowerment

术：赋能力

繁衍孵化

Adaptive
mindset

道：育思维

催化激活

Need for
collaboration

法：促协同

面向未来的数字化组织DNA

图6 | 数字赋能之“术”、业务协同之“法”、思维培育之“道”，三大元素融合兼备，方能实现数字
化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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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士顿咨询公司：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与商界以及社会领袖携手并肩，帮助他们在应对最严峻挑战
的同时，把握千载难逢的绝佳机遇。自1963年成立伊始，BCG便成为商业战略的开拓者和
引领者。如今，BCG致力于帮助客户启动和落实整体转型——推动变革、赋能组织、打造
优势、提升业绩。

组织卓越要求有效整合数字化能力和人才。BCG复合多样的国际化团队能够为客户提
供深厚的行业知识、职能专长和深刻洞察，激发组织变革。BCG基于最前沿的技术和构思，
结合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为客户量身打造符合其商业目标的解决方案。BCG创立的独特
合作模式，与客户组织的各个层面紧密协作，帮助客户实现卓越发展。

如需获得有关BCG的详细资料，请发送邮件至：GCMKT@bcg.com。

如欲了解更多BCG的精彩洞察，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BCG波士顿咨询；ID：
BCG_Greater_China；或“BCG洞察”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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