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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剖析5G对产业端及消费端可能带来的深层次变革，以及对行业生态格局带来的
深刻影响，从而帮助5G生态参与者，乃至每一个行业企业，开启以变御变，赢得5G时代的战略性布局。

结合埃森哲全球企业高管的5G市场调研，我们发现，5G带来的变革仍然被普遍低估。首先，从商业
的视角看，“5G”不应仅仅理解为网络技术本身，而是其他更多前沿数字技术大规模商用的加速器，从
而开启了“产业再造”的新时代。

与此同时，消费者的数字生活也将跨入一个新时代：消费终端更加多元与去中心化，并将成为更加
智能与互联的“生力产品（Living Product）”，消费者则更加追求数字技术隐身幕后的沉浸式感官体
验，服务与体验将不再仅仅基于手机屏幕。消费者也将更加强调数据的主权、安全、隐私，企业则开始同
步思考数字减法，如何避免过度打扰，成为消费者不可或缺，但更加安静的存在。

这些来自产业端和消费端的变革，将驱动所有企业更加全面开启数字化转型之旅，而5G时代数字
化服务的主要增量市场，也将主要来自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需求，而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通道服务。
企业的5G解决方案，将更加与所在垂直行业的痛点密切相关，并将嵌入到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除此之外，5G技术本身也深刻改变了行业生态，软件定义、边缘计算等5G技术逐步打破了网
络――平台――计算之间的泾渭分明的边界，竞争边界也将逐渐模糊；随着大规模产业级应用以及消费
者对安全、隐私等诉求的提升，电信运营商与OTT等数字原生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劣势也将部分重置，谁
都有可能凭借扬长避短的竞合策略，在生态变局中脱颖而出。

而面对这一生态变局，5G生态参与者的一系列核心能力需要更新，诸如对垂直行业的洞察力以及客
户经营能力、对消费者未来数字生活旅程的洞察以及产品服务创新能力、应用场景的持续创新能力、驾
驭商业模式变化的能力、乃至更多元的数字技术积累以及生态合作，都将成为制胜的关键。

因此，5G对于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其他5G生态角色，乃至5G生态之外的当今每一个企业自
身，都将成为企业领导者需要关注的首要战略议题，大家需要结合5G带来的颠覆性变局，重新擘画数字
化转型战略，以变御变，赢在5G时代。

5G降临，绝不仅仅是网速和容量的提升，而是将掀起一场颠覆式的产
业变革，以及再一次的消费者数字生活大爆炸，从而为5G生态的参与者，
乃至每一个垂直行业企业，带来一场全新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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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将带来新一代的产业变革、企业的
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以及面向消费者
的数字生活变革

埃森哲面向12个行业的1,800余名全球大、
中型企业高管开展调研，结果显示，多数（53%）
企业高管认为5G赋能企业的大部分事项4G网络
都能支持。近四分之三（72%）的受访企业高管表

示，他们需要协助以构想5G未来的可能性和应用
场景。然而，六成受访高管表示，通信服务提供商
对他们各自所在行业面临的挑战（如不同行业应
如何利用技术实现创新）尚缺乏足够认识。

事实上，埃森哲认为5G将掀起新一轮连接浪
潮，为创新、商业和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三维
视频、沉浸式电视、自动驾驶汽车及智慧城市基础
设施等领域的发展，将为企业带来难以想象的机
遇，并引发重大变革。

我们有理由认为，5 G带来的，绝不仅仅是
速度与容量，5G更事关它将催生的无限商业可

能；5G变革的，也绝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新一代的
产业变革、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变革，以及面向消费
者的数字生活变革。如果生态参与者忽视了这一系
列变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的改变，而仅仅选择简单
跟随，未能以变御变，那么失去的，将可能是一个
时代。 

图1：全球企业高管5G调研

的受访企业高管认为：5G
赋 能 企 业 的 大 部分事 项
4G网络都能支持

的受访企业高管表示，他
们需要协助以构想5G未
来的可能性和应用场景

的受访高管表示，通信服
务提供商对他们各自所在
行业面临的挑战尚缺乏足
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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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将带来产业互联网大规模商用变
革，从根本上推动各类垂直行业步
入“产业再造”的新时代

如果说从2G到4G时代，改变更多来自于面
向C端消费者，面向数字生活的移动互联网创新，
那么5G技术所催生的，则更多是产业互联网加速
走向大规模商用。

5G将催生的，是除5G自身外，更多数字技术
的产业互联应用――5G的本质，不应狭义地理解
为网络连接技术，而是它为更多其他前沿数字科
技的大规模商用创造的绝佳场景。

产业互联网也并非新生事物，一直以来，垂直
行业都在寻求各种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创新，但由
于行业级应用对连接规模、实时性、稳定性的更高

要求，在缺乏5G网络支撑下，这些前沿数字技术
的应用场景，仍然受到很大限制。

5G的3大技术场景切中这一瓶颈，为其他
前沿数字技术在各种复杂场景下的实时、在线应
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eMBB（增强移动
宽带）将为超清视频等技术在教育、娱乐等产业
提供实时应用场景；URLLC（超高可靠超低时延
通信）将加速车联网、无人驾驶、增强现实、机器
人等技术在出行、制造、医疗等领域的商业化应
用；mMTC（大规模物联网）则加速了物联网产业
走向成熟，带领各行各业走入万物互联时代。

图2：5G三大场景加速其他数字技术的产业应用示例

增强移动
宽带
(eMBB)

超高可靠超
低时延通信
(URLLC)

大规模
物联网
(mMTC)

下一代通信/ 
社交/AI助手/
实时培训学习… 

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
扩展现实（XR）

大规模无线
传感器网络…

超清视频/ 
下一代娱乐…

无人驾驶/ 
车联网（V2X Mesh）/
边缘计算…

智慧城市/
智慧场馆…

固定无线接入（FWA）/ 
移动5G接入

机器人/ 
自动化/ 
远程控制…

无人机/
远程驾驶无人机/
天空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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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还将催生多种数字技术面向应用场景的集
成式应用，从而发挥数字技术“组合拳”的价值。

以工业X.0――互联员工应用场景为例，通
过工作场所的传感器、可穿戴设备、智能摄像头等
终端获取实时的员工状态数据，通过为企业定制
的SD WAN 5G网络的安全接入，在边缘计算及云
平台支撑下，通过AI智能进行数据的价值挖掘，应
用于监控、分析、预警、呈现等一系列解决方案。
在这一场景中，定制化的5G网络成为可穿戴、物

联网、云、边缘计算、AI及大数据分析等诸多数字
技术组合式应用的关键纽带。

综上，5G技术更大的价值是催化了更多数
字科技与产业应用间的“化学反应”，活跃的数字
技术、广阔的市场需求，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将
从根本上推动各类垂直行业走入“产业再造”的新
时代。

图3：5G互联员工应用场景技术组合图示

“互联员工”解决方案：在厂区移动环境中，实时捕获员工活动，并通过智能算法实时监控员工
健康、安全合规等状态，并提供实时分析预警

终端设备 智能应用定制化网络接入 云 & 安全

拥有、管理数据 数据价值挖掘获取数据

通过部署在工作场所
的传感器、智能摄像
头，以及可穿戴设备等
终端，收集员工位置、
工作环境、关键体征参
数等数据

通过为企业定制的安
全/QoS承诺的SD -
WAN实时的接入、传
输至物联网平台

并将数据存储至安全
的云平台

数据通过智能应用平
台，进行实时的监控、
分析、呈现、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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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引领消费者体验及产品设计的跨
时代变革，催生智能、随时在线的“生
力产品”

消费终端将更加多元化、去中心化――3G时
代，仍然是手机、PC、IPOD等数字终端独立存在
的年代。进入4G时代，开始出现如可穿戴设备、无
人机等数字消费终端，但仍主要以智能手机为中心
伴生，话筒、摄像头、屏幕和传感器也都还是以零
件的形式存在于电脑和移动设备中。随着5G驱动
泛智能终端加速普及，它们开始“脱离母体”，不再
以智能手机为中心触点，走入数字终端去中心化
的“散生”时代。

时刻互联，却又隐身幕后――过去，服务消费
者的方式一直受制于我们以智能手机为中心的触
点，过分强调通过屏幕带来的数字体验，导致人机
互动时间过久，面对面交流严重匮乏。在5G时代
消费终端愈加多元化、去中心化趋势下，企业与消
费者之间从单一触点，进化到去中心化的全触点，
企业与用户的互动也不再是定期通过屏幕交流，而
演变为时刻互联的体验。因此，企业开始打破数字
屏幕的禁锢，重新回归感官和人性化体验，聚焦通
过每一个触点和渠道打造个性化服务。企业的当务
之急成为开发数字和实体深度融合的全新服务。

图4：去中心化的泛终端生态

3G时代的独立终端

1997—2006年

4G — 从整合到“伴生”

2007—2016年

整合于 — 智能手机 伴生 — 大量周边终端

5G —“散生”时代

2017—2026年

大规模多样化独立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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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随着5G、物联网、AI等技术发展，数字
技术将逐渐融入实体世界，但将隐身幕后，成为对
消费者“透明”的存在。在灵活定义的5G网络及
云的庇佑下，数字技术变的无所不在，但又不易察
觉。企业要思考一个关键问题：随着数字技术无所
不在，却又逐渐隐身“幕后”，5G时代的消费者的
数字体验旅程是怎样的？如何为他/她们提供更加
沉浸的、无缝的数字生活体验？

数字减法与数据主权――需要注意的是，随
着5G带来的万物互联与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消费
者也将开始拒绝无孔不入的数字技术，乃至趋于屏
蔽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过载；并且，消费者对数据
主权、数据安全、数据隐私的要求更高。5G驱动万
物互联，消费者数据也呈爆炸性增长，消费者对终
端接入以及数据的安全、可靠、隐私保护的要求将
更加突出，并且消费者将开始觉察并宣告对个人数
据的主权，要求企业获取并使用他/她们的个人数
据时更加透明。调研显示，87%的消费者希望更加
主动地拥有并管理他们的消费数据。与此同时，越
来越多的企业也在重新思考未来如何避免过度打
扰消费者。

更加智能、随时在线的“生力产品”――5G时
代，伴随着传感器、物联网、AI等技术的大规模应
用，产品将更加智慧并且实时互联，成为“生力产
品”。产品将不再是一次性的生产与销售，而是贯
穿全生命周期持续与客户互动，反馈客户个性化需
求，持续升级产品设计与功能，为客户提供前所未
有的个性化体验，使得为每一位消费者提供定制
化的产品与服务体验成为可能，带动产品/服务设
计从“客群画像”进阶到“个体画像”的新高度。

图5：埃森哲中国消费者数字趋势研究

的受访消费者认为，能够实现对个人
在线数据的可视化和掌控至关重要

但是，大部分受访消费者认为，仍然
没有有效的办法去管理这些数据

7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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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将推动企业通过全面数字化转型
转轨“第二条曲线”

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企业运营的端到端――伴随5G加速产业与消费端的颠覆性变革，抓住5G时代
带来的创新可能，建立先发优势，将成为企业全面拥抱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结合埃森哲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深度洞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主要来自于三大驱动力：

换言之，5G时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已不仅仅局限于IT架构升级、企业上云等普适性议题，而是与业务
深度融合，贯穿于企业价值链端到端的纵深。

通过数字化激发更多产品
或商业模式创新的可能，帮助企
业在推动传统主业转型之外，开
辟创新业务，布局企业驾驭行业
周期不断变革的第二条S曲线。

产品与服务的
数字化

包括数字化的客户体验设
计、生力产品和生力服务，数字
化的全渠道设计、数字营销等，
从而获得更加以客户为中心的
洞察力，带动业务增长；

包括智慧研发、智慧制造、
智慧物流与供应链、敏捷的员工
队伍等，从而全面提升业务运营
的效率与敏捷性；

企业核心业务运营的
数字化

业务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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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埃森哲――企业数字化转型框架

传统主业

传统主业
转型

传统主业
增长

创新业务

核心传统主业

生力产品/服务

消费者体验
数字全渠道 数字营销

敏捷员工

智慧供应链智慧制造
智慧研发（R&D)

数字化驱动的商业模式
创新与生态合作

5G数字化服务将更多地嵌入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链各环节…巧妙转轨

培育、增长
创新业务

数字化创新（Go Digital） 智能化运营（Be Digital）



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度融合垂直行业――众所
周知，5G应用场景将全面覆盖不同垂直行业的不
同专业领域，诸如交通出行、城市治理、工厂运
营、医疗监控、能源、零售、娱乐、农业…，不同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服务需求，也更加与所在垂直行业
面临的业务需求与痛点相关。

以埃森哲持续创新的工业X.0解决方案为例，
围绕其中的智慧制造场景，互联工厂解决方案通
过工业物联网（IIOT）实时设备连接、大数据分
析、增强现实、可穿戴设备、云服务，帮助制造企业
提高效率和资产利用率，并提供更安全可靠和高

效的生产环境。以更为具体的智慧矿山解决方案
为例，综合运用大规模传感器、产业物联网平台、
数据采集和分析、增强现实，云服务等技术，直击
行业痛点，通过捕获和整合实时设备数据、环境数
据，应用特定行业分析模型，生成实时的可执行洞
察，并通过移动设备向现场工人提供支持，在此场
景下，风险被及时预测，生产吞吐量、资产利用率
和运营效率获得大幅改进。我们相信，5G时代，越
来越多数字化服务将更加与垂直行业痛点强相关，
通过为某一具体应用场景和相关痛点提供解决方
案而创造价值。

图7：埃森哲工业X.0――智慧矿山解决方案

实时设备数据采集及
大数据分析

7x24设备及生产过程
可视化监控

预测性检修维护提升
设备利用率

移动终端实时支持

实时监控工人及环境
安全

事件实时通知实时
预测，决策支持

第17号铲车驾
驶 员 疲 劳，建
议停机休息半
小时…

第18号铲车第
三铲齿有脱落
风 险，建 议 停
机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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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行业的增量市场改变――结合上述企业
数字化转型业务需求的改变，ICT行业面向企业客
户的数字化服务，增量市场将更多来自于5G赋能
下不同垂直行业相关的企业数字化服务解决方案，
这些数字化服务将更多嵌入到垂直行业的价值链

中，通过解决行业痛点而创造价值，而传统的数
据/语音流量，网络连接等基础通道服务，预计将
不再是主要的价值创造点与增量市场来源。

图8：通信行业增量市场预测（短期）

市场规模*

消费市场 企业市场

市场规模*

数字化服务
解决方案

传统通信
管道服务

307     598

515     510

18%

869     951

578     817

9%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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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 (十亿美元)
红色数字代表2016—202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
数据来源：面向通信服务提供商的市场机遇蓝图，全球范围（2016年2月）； 
2016年11月21日，包含2016年第四季度更新，埃森哲分析



5G时代行业生态的边界愈发模糊，未
来可能会较多出现某个生态玩家在生
态版图上多角色扮演，跨界竞争的生
态格局

竞争边界逐渐模糊――5G带来“端――网 

――云――计算”的边界模糊化，改变ICT行业生
态：传统上的清晰的ICT生态角色划分为终端――
网络――平台――应用提供等生态角色，不同的
企业（如设备厂商、通信运营商、OTT等）在生态版
图上有其传统的优势领域，但5G本质上成为“软件
定义”型的网络，随着大规模IOT终端的接入，以及
MEC边缘计算的应用，算力向终端层及网络层扩展
分布；SDN/NFV、智能化网络切片等技术驱动网络
层更加智能化和定制化，“网――云――计算――
应用”相互融合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5G网络的这些特点，使得5G行业生态的边
界变得愈发模糊，未来可能会较多出现某个生态
玩家在生态版图上多角色扮演，跨界竞争的生态
格局。尤其是网络提供商与平台提供商的融合趋
势更加突出，面对企业市场，运营商与OTT等数字
原生企业的直接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竞争优势部分重置――5G网络将从相对标准
的通道服务，转变为需要根据客户需求灵活定制，
重新凸显多元终端接入、边缘计算、网络连接、网
络切片等个性化、集成化解决方案的价值。为企
业客户提供更加定制化、集成化的5G网络及应用
解决方案，或可成为电信运营商的独特优势，运营
商凭借这一优势，继续延伸更广的价值链角色也
成为可能。

其次，大规模企业级的5G应用场景，对数据
安全与网络服务质量的要求更加严格，将使运营
商的品牌、规模，统一的接入控制、高信任级别的
服务、规模化运营等特点，成为竞争优势。

图9：电信运营商在智慧电网解决方案中的竞争优势

随着大量的不同种类的新能源不断并入电网，电网变得愈加复
杂，并难以有效监控，大规模电网里的每一个设备和传感器都
将变得至关重要。电网运营商需要依靠一个高度稳定、高度可
信、高度安全的网络及平台解决方案。

电信运营商可以为电网企业提供基于大规模物联网平台的5G解
决方案，用以监控运营愈加复杂的能源网络。

在提供并运营该解决方案场景下，电信运营商的竞争优势得以
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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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生态边界的模糊，运营商的网络连接
等传统优势领域，壁垒也将更加开放，面对来自
OTT等数字原生企业的市场侵蚀，彻底沦为底层
通道提供商的逐底风险同样存在。  

OTT部分传统优势遇阻，但机遇同在――万
物互联时代，安全、身份识别与接入控制环节将部
分从云端转移到网络边缘，用户数据的拥有权也
很可能从应用提供商转移到最终用户手中，这些
潜在的变局，将给以OTT为主的数字原生企业带
来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弥补针对终端层、网络层的
掌控与赋能能力。

图10：互联网企业部分传统竞争优势遇阻

算力将向网络边缘及终端延伸 安全控制也向终端设备及消费端延伸

安全与身份识别、鉴权管理

数据所有权

MEC 大规模边缘计算

% 在传统的数据中心或云平台之外
被处理的企业数据

从 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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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向 边缘设备

向 最终用户

逐渐向…

逐渐向…

安全和隐私

10%
2017 202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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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5G催生产业端、消费端的全面颠覆，也将
有助于OTT等数字原生企业，面对千差万别的垂直
行业，以及愈发“挑剔”的消费者，发挥其快速创
新、敏捷迭代的竞争优势，以及对数据资产的更强
的驾驭能力，并通过更灵活的生态合作战略，弥补
其终端、网络环节的生态版图、强化其端到端的数
字化服务能力，加速抢夺/侵蚀市场。

随着竞争优势的重置与竞争边界的模糊，可
以预见，无论是企业市场、消费市场，运营商与
OTT之间的竞争将更加直接、激烈；终端商、设备
商、垂直应用提供商等其他生态角色，也会在其中
合纵连横，积极寻求成为众多5G应用场景中不可
或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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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GSMA, Global Mobile Trends 2017, September 2017



5G生态参与者的核心竞争力
需要迭代

对垂直行业的洞察与客户经营能力――随着
企业客户的数字化服务需求从网络连接/存储，逐
步过渡到围绕具体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未来无
论是电信运营商，还是OTT企业，均需要更加洞悉
垂直行业，以客户的业务诉求与痛点为始，提升产
品与服务的定制化创新能力。

随着行业定制化解决方案的增多，以体验为
导向的企业客户经营与服务能力至关重要，包括基
于行业洞察的企业客户解决方案定制、营销、全渠
道、全旅程的客户服务与价值挖掘等能力。

对消费者数字生活旅程的洞察与创新能力 

――如前所述，5G时代的消费者更加重视各种数
字生活应用场景下透明、无缝的数字化体验，对底
层语音/数据通道的认知度及忠诚度则越来越低。
所有面向消费者的5G生态角色，均需要建立面向
消费者的数字旅程设计能力，以及产品和服务创
新能力，核心关键在于：能否成为消费者每日数字
生活中的高频存在，以及关键入口之一。

应用场景创新能力――单纯认为5G部署后应
用便水到渠成是错误的，应用场景的持续创新在
5G时代至关重要。万物互联下，不同行业的应用
场景必然爆炸性增长，应用场景无法穷举，是一个
持续创新的过程。创新将涉及不同的垂直行业、不
同的数字技术或其技术组合、企业价值链的不同
领域、不同的应用场所…等n维组合，产生无限可
能。而应用场景的设计，将是撬动5G时代颠覆式
创新的发端和巧妙杠杆。

仍然以埃森哲工业X.0为例，在智慧矿山场景
中，铲车由于高强度使用造成铲齿的金属疲劳脱
落，并混入矿石对机器设备产生严重磨损，成为矿
山作业中的痛点之一。结合定制化的5G网络，为
每一个铲车的铲齿部署实时互联的传感器，并结
合数据分析、边缘计算等能力，可以实现实时预警
与快速干预。而这一场景，仅仅是无数智慧工厂中
可能的应用场景之一。

最重要的是，数字化服务提供商，需要与垂直
行业、生态伙伴一起，建立围绕应用场景的共同创
新、快速创新、持续创新能力，并需要审慎地验证
应用场景背后的商业逻辑与商业模式可行性。应
用场景的持续创新，将成为在5G发展初期，先人
一步的制胜关键。

商业模式创新能力――5G对产业端和消费端
的颠覆式改变也改变了价值创造模式，带来商业
模式的不断改变，生态参与者需要不断调适来自
商业模式的变化，乃至主动拥抱商业模式的创新。
以电信运营商的企业市场为例，随着价值创造更
多来自于与应用场景结合的端到端解决方案，未
来运营商5G企业服务的收费模式，将可能更多基
于解决方案的服务，基于其平台上垂直应用生态
伙伴的赋能服务和基于平台交易的服务，乃至基
于价值创造的收费模式，而可能不再仅仅是传统
的基于通道服务的固定收费模式。

这其中，B2B2C的赋能服务价值凸显，是立
志提供平台级服务的生态参与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领域之一，5G时代行业生态必将爆炸性增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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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应用提供商为代表的诸多企业，对安全解决
方案、应用间数据共享与分析、定制化网络运营等
专业领域，相比4G时代，均会有更复杂、更加个
性化的需求，运营商或OTT头部企业可利用其灵
活的泛在网络及平台数据积累，将平台能力产品
化，为其提供B2B2C的赋能服务。除此之外，围绕
某些场景下（如数字家庭），通过一个集成的、安
全的平台，汇聚自有或独立的第三方应用，为消费
者提供整合的、无缝的、安全的一体化体验，也可
能会成为潜在的一种消费需求，而运营商或OTT，
则可能成为最具潜力扮演这一角色的参与者。

其次，垂直行业内部的5G先行者，也可凭借
创新的解决方案，向同行业输出产品化的解决方
案或数据洞察，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数字技术“组合拳”――如前所述，5G网络
需要更多数字技术的加持，诸如物联网、边缘计
算、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等一系列
数字技术，共同为企业提供端到端集成的解决方
案。因此，无论是运营商、OTT、终端设备提供商、
垂直应用提供商等各种角色，建立一个更加生态
化、多元化、开放式的“数字技术栈”至关重要。

生态合作成为必选――无论是5G+其他数字
技术的融合创新，还是垂直行业解决方案的创新，
任何一个生态参与者都无法单打独斗，欲形成端
到端的交付能力，生态合作成为必选。

图11：5G世界需要更多数字技术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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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

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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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来临，生态参与者应时而动， 
以变御变，正当其时

如前所述，5G将为电信运营商重新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但同
时也将进一步打破已有的竞争壁垒，运营商将面临不进即退的现
实挑战，如果无法抓住5G机遇，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将进一步
沦为底层通道提供商的角色，随着通道服务加速成为低成本产
品，将无法为巨大的5G网络建设投资提供充足的回报。

因此，运营商需要在战略层面，重新思考企业市场和消费市场
的战略定位：在企业市场，如何利用全连接优势逐步延伸，赢取巨
大的数字化服务增量市场？而在消费端，又如何重新成为消费者每
日数字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

电信运营商
5G时代，
不进即退

图12：5G时代电信运营商企业市场潜在场景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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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运营商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全面的数字
化转型，重塑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的核心能力，诸如
如何变流量经营为客户经营，围绕用户数字生活
提供高粘性产品，并提升用户体验？如何加深对
垂直行业客户的洞察与经营能力？如何重新定义
广泛的线下门店的功能？如何增强传统纵向组织
架构的敏捷性？如何推动纵向集成的传统IT架构
走向解耦，为前端面向企业客户、消费者的业务创
新提供更敏捷的中台化支撑？如何驾驭更加软件

驱动和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乃至如何构建快速敏
捷开放的创新能力、增强数据分析与科技人才积
累，以及鼓励创新与试错的企业文化，都是5G时
代，运营商迫切需要思考与破解的战略议题。

清晰的战略定位，以及系统性的数字化能力
转型，将成为运营商能否抓住5G机遇的关键，也
将为成功者与跟随者在5G时代竞争地位的云泥
之别。

OTT企业应直面部分传统竞争优势可能被弱
化的潜在威胁，思考如何策略性补齐自身在终端
接入、网络与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生态版图与
能力短板。

OTT企业同样需要思考，如何更加深度了解垂
直行业，如何增强垂直行业应用场景的创新能力。

扬长避短也成为关键，互联网企业也需要思
考，如何巩固自身在客户经营层面的优势，更加深
度洞察、预见、引导消费者在5G场景下的数字生
活旅程，如何打破实体与数字之间的藩篱，为消费
者提供线上与线下，数字与物理世界相融合的，无
缝的、更加人性化的感官体验，以及形成持久记忆
的服务。

互联网企业也需要直面5G时代的消费者数
据安全与隐私诉求，既充分发挥在数据资产利用
上的传统优势，也需要思考在产品与服务设计上
如何平衡数据的利用与数字化的过度饱和，巧妙
的抓住渴望“清净”的用户，以及部分“极简”数字
消费需求。

5G时代的生态合作策略，获取更多前沿的数
字技术创新积累，以及垂直行业应用或消费者数
字生活入口，也应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关注重点。

OTT等互联网企业
扬长避短与生态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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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改变的不仅仅是ICT行业，而是应该成为
每一个企业领导者的首要战略议题之一，企业领导
者需要深入思考，在5G及全方位数字技术赋能下，
企业的数字化变革所带来的更多可能性，以及如何
战略性布局，拥抱变革，获得先发性竞争优势。

诸如在前端，如何在5G赋能下为消费者提供
全场景、全周期、全渠道的产品与服务体验；5G

及其他数字技术能否帮助将产品升级为更加智
能、互联的“生力产品/服务”，帮助企业建立与消
费者全产品周期的实时互动。

诸如在运营端，如何在5G赋能下，通过智慧
研发、智慧制造、智慧供应链、智慧员工等解决方
案，大幅提升运营效率，获取敏捷竞争优势。

领先企业也需要思考技术驱动商业模式创新
的可能，并且，将自身打造为所在行业的5G先行
者，也将有机会成为垂直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提
供商。通过5G创新能力的产品化输出，为自身开
辟新的业务增长点。

因此，企业客户自身，同样需要结合5G带来
的产业再造及数字生活变革机遇，重新审视与刷
新自身数字化转型的业务蓝图、创新机会，以及关
键能力建设策略及路径。

除此之外，5G行业生态的其他各方参与者，
诸如网络设备提供商、芯片与嵌入式技术开发商、
终端与电子消费品、垂直行业应用提供商等等诸
多角色，同样需直面5G变局，重新审视战略机遇、
擘画竞合策略，推动产品与服务创新，从而成为垂
直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消费者每日数字生活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

每个企业亦不应
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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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司，为客户提供战略、咨询、数字、技术和运营服务
及解决方案。我们立足商业与技术的前沿，业务涵盖40多
个行业，以及企业日常运营部门的各个职能。凭借独特的
业内经验与专业技能，以及翘楚全球的交付网络，我们帮
助客户提升绩效，并为利益相关方持续创造价值。埃森哲
是《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目前拥有约48.2万名员
工，服务于120多个国家的客户。我们致力驱动创新，从而
改善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埃森哲在大中华区开展业务30年，拥有一支1.5万人的员
工队伍，分布于多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大连、成都、
广州、深圳、香港和台北。作为可信赖的数字化转型卓越伙
伴，我们正在更创新地参与商业和技术生态圈的建设，帮
助中国企业和政府把握数字化力量，通过制定战略、优化
流程、集成系统、部署云计算等实现转型，提升全球竞争
力，从而立足中国、赢在全球。

详细信息，敬请访问埃森哲公司主页 www.accenture.
com 以及埃森哲大中华区主页  www.accenture.cn 。

关于埃森哲战略
埃森哲战略融合深厚的行业洞见、先进的数据分析能力，
以及人本设计方法，帮助客户预见趋势，洞察先机。以清
晰可行的路径打造敏捷竞争力，埃森哲战略帮助决策者设
定并执行战略，以驾驭数字转型并驱动增长。

更多信息，请关注@AccentureStrat或访问埃森哲战略主
页 www.accenture.com/strategy 以及埃森哲战略大中
华区主页 www.accenture.com/cn-zh/strategy-index.
aspx 。

@AccentureStrat

www.linkedin.com/company/accenture-strategy

欢迎与我们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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