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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 PC 巨头，如今还在转型途中。 IT 产业的巨变，中国市场的巨变，都是其转型中的不确定因素

改造戴尔 千亿投资中国“买路”
本报记者 李立 上海报道

改造“
戴尔”

就在苹果公司刚刚在旧金山发布史上
最多新品， 全面升级产品线的 12 小时之
内，戴尔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
戴尔却选择飞到大洋彼岸， 将目标锁定中
国 。迈克尔·戴尔日前在上海宣布了一揽子
关于中国的最新计划，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莫过于， 未来 5 年将在中国市场投入 1250
亿美元，力挺戴尔中国 4.0 新战略。
戴尔大中华区总裁黄陈宏接受《中国
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戴尔公司自
1995 年进入中国以来， 就致力于和中国
市场一同成长。 戴尔正处于在中国发展的
4.0 阶段，将更加深入植根中国，完成从创
新、 研发、 采购、 到生产的一系列本地
化。 ” 另外一面，据迈克尔·戴尔透露，戴
尔的整体转型也正处于健康状态，最近一
个季度的增长超过 10%。 但是在业内看
来，1250 亿美金的投资计划，刷新了戴尔
对华投资的最新纪录，亦反映了戴尔对中
国如此“认真”。 从当初的 PC 业巨头向
“端到端解决方案厂商”转型，如何真正完
成戴尔转型在中国的落地，实现可观的投
资 回 报 率 ，1250 亿 美 元 的 投 资 计 划 才 只

戴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宣布戴尔“在中国，为中国”全新在华 4.0 发展战略。

是开始。

演进中国 4.0

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 实际

过‘互联网 +’，几年之后，可能会增

已经不是戴尔历史上的第一次。
早在 2013 年， 迈克尔·戴尔接

长到 40%，对于戴尔来说看到至少 4
倍以上的市场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

受采访已经明确表示将大幅投资以

戴尔能够将解决方案与传统企业相

提升在新兴市场覆盖面和竞争能
力，这其中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罗

结合，洞悉传统企业转型时的痛点在
哪里，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

斯、印度与中国。当时的投资重点聚
焦在促进 PC 和平板电脑业务增长

当然戴尔深知， 仅仅是加大投
资力度仍然很难实现戴尔中国的本

与加速交付简化和改善后的客户体

地化。 选择与本土合作伙伴的深入

验上。 而此番的 1250 亿美元如何
花， 戴尔方面暂未公布更加详细的

合作， 参与创业投资可能是更直接
的路径。 此番与金山云的合作即是

细节。但从之前戴尔转型的方向看，
储存业务、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端到

例子， 借助双方互补的技术资源和
客户关系， 双方共同推出“戴尔 -

端的解决方案等无疑都将是重点投
入的领域。
这场声势浩大面向中国的投

金山云”服务。 据记者了解，与戴尔
牵手之前， 金山云已经与 SaaS 厂
商、PaaS 厂商、行业集成商和 ISP 互

资背后，更多指向戴尔的转型与新
业务拓展。 在此之前，戴尔完成了

联网服务商的合作， 建立起广泛的
产业生态， 并已成长为国内最大规

自身的私有化。 有评论认为，尽管
戴尔公司曾经彻底改变了全球个

模的商业云存储服务商、 唯一提供
混合云解决方案的国产云、 国内最

人电脑产业的发展格局，却错过了
用户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消

大的游戏云和医疗云平台的提供
者。而中桥调研的数据显示，中国已

费趋势以及企业计算技术向数据
中心和云计算网络的迁移浪潮。 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迈克尔·戴尔希
望通过私有化过程来努力重塑戴
尔公司的往日辉煌。

有 10.3% 的 传 统 企 业 部 署 了 云 计
算， 另有 34.1%的企业有意在未来
一年尝试部署云计算。
即使如此， 豪赌中国市场的戴
尔仍然充满变数。 一方面来自自身

尽管相比惠普、IBM、 微软等
巨头公司， 戴尔进入中国要晚，但

以外的能力， 开始发展合作伙伴
和销售渠道。

之外,戴尔还将强化与本地合作伙
伴的大数据与云数据合作； 据悉，

很具体的说明了戴尔“在中国， 为
中国”原则。 另外一面，转型中的戴

从 2006 年开始，戴尔失去全球
PC 老大的位置， 就已经预示着危

转型的问题与诸多选择， 一方面则
是中国市场的变数与不确定性。 尽

是在过去的 20 年内， 中国已经成
为戴尔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从 2015 年开始， 戴尔中国进
入 4.0 的版本， 迈克尔·戴尔将在

戴尔已经与中国科学院达成合作，
共同成立“
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联

尔也并未打算放弃消费及商用 PC
业务的市场。 据戴尔全球副总裁、

机的来临。 戴尔特有的销售、组装、
配送电脑的经营模式已经不那么奏

管中国被认为潜力巨大的市场，但
与二三十年前 IT 巨头抢滩进入与

市场。
“从 1995 年进入中国， 戴尔

这阶段的中国战略概括为“在中
国，为中国”。 尽管在此之前，戴尔

合实验室”。 而在戴尔宣布这一揽
子中国新计划的前夜，还特别密会

个人电脑产品部总经理 Sam Burd
透露的数据显示，去年戴尔在中国

效，2009 年， 戴尔宣布了公司的新
战略， 逐渐将自身转变为涉猎广泛

快速增长，已经发生急剧变化。以戴
尔起家的 PC 业务为例， 在过去的

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黄陈宏解
释， 内部分别称为戴尔中国 1.0、

中国已经将战略升级为 4.0， 但此
番戴尔带来的一揽子计划才更像

雷军，与金山云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伙伴协议，戴尔和金山云将共同推

—每
内地建立了近 2100 个店面——
3 小时就开一家新店——
—2015 上

的 IT 产品与服务供应商。 与此同
时，戴尔的转型背后是全球 IT 产业

2.0、3.0 与 4.0： 戴 尔 中 国 1.0 从
1995 年到 2000 年，通过特许销售

是将 4.0 战略落到实处。 据其透
露， 这一系列计划主要包括三大

出“戴尔 - 金山云”服务。 为客户
提供横跨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

半年又增加了约 1400 家零售店；
目前全中国戴尔的店面已经超过

的转型与巨变，IBM 将 PC 业务出
售给联想，惠普分拆，而戴尔则在私

第二季度再度遭遇严重下滑。 分析
机构 Gartner 统计，5 家 PC 厂商联
想、惠普、戴尔等无一例外地在该季
度全部减少了出货量。 戴尔方面表

进入中国市场，将戴尔特有的“直

步：首先戴尔公司今后 5 年将在中

等无缝连接的统一云管理服务。

11700 家戴尔体验店。 86%新建立

有化之后， 将业务中心转移到为企

示，戴尔接下来的产品周期将在 12

销” 模式引入中国；2.0 是从 2000
年到 2007 年，中国不再仅仅是销
售市场， 也是戴尔的全球制造和
服务基地， 戴尔在中国设立了制
造中心， 比如著名的厦门工厂，

国市场投入 1250 亿美元， 预计对
中国进出口额贡献约 1750 亿美
元，并直接或间接支持 100 万个工
作机会； 同时戴尔会将已有 15 年
历史的创投基金引进中国，关注新

黄陈宏认为戴尔中国已经更
接近于一家中国公司。 据戴尔方面
发布的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戴尔
65%的产品是由戴尔和其代工厂
在中国生产。 戴尔现有 7 家工厂和

的店面深入到中国的四到六线城
市。“
如果在苹果之外，你想要用更
好的笔记本，我建议你看看戴尔。 ”
Sam Burd 如此建议。 据了解，戴尔
正在将更多的首发产品带入中国，

业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上。
在黄陈宏看来，因为
“
互联网 +”
时代的来临，中国的 IT 市场无疑将
呈现更广阔的前景。 这或许也是戴
尔加大中国投资的潜台词。 之前在

到 18 个月之间，尽管 3~5 年的产品
更新周期会有利于 PC 厂家分摊成
本压力。
谈到关于巨额投资的投资回报
率， 迈克尔·戴尔表示了乐观态度，

2007 年到 2014 年左右，我们把它
归为戴尔中国 3.0，开始拓展直销

兴技术领域的创业公司，特别是在
储存、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除此

11 家代工厂负责生产客户端产品
与服务器， 其中有 9 家都在中国，

戴尔的王牌笔记本 XPS13 也专门
针对中国市场开发设计。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就预测，
“
今天互
联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约为 10%，通

并且意味深长地表示，“没有中国就
没有戴尔”。

英特尔夏乐蓓和她的中国计划
本报记者 李正豪 北京报道

今天的英特尔视中国为全球最
重要也是最战略的市场，不仅仅因为
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更看好中国走
向全球势不可当的步伐，还把中国当
成其全球创新的试金石。作为公司领
导力的一个重要部署， 夏乐蓓于
2014 年 10 月被任命为英特尔中国
区总经理。在新的职位上耕耘了近一
年， 夏乐蓓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在接
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畅谈了
她的思考和举措，让英特尔再次抓住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机遇。
“
未来中国会领跑全球，很多新
生事物将始于中国。 比如在物联网

技术上，中国已处在领先地位；还有
无人机和机器人， 中国排名前三的

重新认识中国市场

无人机制造商， 代表了目前全球在
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准和产能。 ”夏乐
蓓在采访上打开了她的话匣子。

十年之前的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的跟随者，看到先进市场都在发生什么，然后快速跟随、复制到中国市场上；现在是倒过来
了，中国有了很多很棒的企业，不断进行创新和创业，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开始观察中国、看看中国在做些什么。

英特尔内部测算显示，中国客户
生产的产品 85%用于出口全球其他市
场。因此，英特尔已经从
“
在中国，为中
“
在中国，为全球”时代。
国”时代，进入
“
我们已在中国的 800 个城市完成布
局， 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计划是将触角
伸向 1300 个城市。 ”夏乐蓓透露。
布局的重点，一是继续推进 PC
领域创新，二是推动物联网和可穿戴
设备等领域的创新和普及，三是打造
PC、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的生态圈。

为什么是她？
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我所秉承的工作态度，不是说这件事为什么
办不成，而是说这件事怎么做才能办成，我觉得英特尔要寻找
的中国区总经理，可能就是要有这样的特质。
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 很多女
性公司高管应该就是那种“穿着
Prada 的恶魔”，拥有精致的妆容、高
冷的眼神、 时尚的装束以及巨人千
里之外的疏离感。
夏乐蓓显然不是这样。 在英特

蓓曾经披露过她在介入中国市场之
初的心路历程，
“
我的老板跟我说，夏
乐蓓，去中国吧，去负责与联想合作
的相关业务，我当时一想，中国？我不
是中国人，完全不会说中文，怎么应
付得了？ 但是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这

尔中国总部采访那天， 身着印花裙
装的夏乐蓓有着“
邻家女孩”的亲和
感， 采访当中时而微笑着发出“
oh
my god”的感叹，也让这个有着印度
血统的美国女性略显俏皮。
但在同事眼中，夏乐蓓也有“
女
汉子”的一面，据称这个
“
出差狂人”

个地方这份工作让我无法拒绝，经过
慎重考虑，我接受了老板的建议。 ”
在此次采访中，面对记者“英特
尔为什么选择你作为中国区总经
理”的问题时，夏乐蓓总结道，
“多年
职业生涯当中我所秉承的工作态
度，不是说这件事为什么办不成，而

是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实干派。
2015 年已是夏乐蓓在英特尔的
第 20 个年头。夏乐蓓最早在英特尔美
国加州总部的销售与市场部门任职，
此后又被派往英特尔亚太区新加坡等
多个市场，在成为英特尔中国区总经
理之前，夏乐蓓已作为英特尔公司联
想全球客户总监介入中国市场 2 年。
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夏乐

是说这件事怎么做才能办成， 我觉
得英特尔要寻找的中国区总经理，
可能就是要有这样的特质。 ”
另一方面，
“
我在英特尔工作了
20 年，这么多年我的上司对我有所
了解，他们既然信任我，那么我也应
该相信他们的这种信任。 我的一个
原则就是， 充分相信那些信任我的
人。 ”夏乐蓓说。

履新英特尔中国区总经理还
不到一年，“出差狂人” 夏乐蓓已

拿到市场上出售。 中国的做法更具
有实验性， 小米就是很好的例子，

马不停蹄地走了中国的很多城

不需要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验，而是

市， 这让她本人也让英特尔对中
国市场有了全新的认识。
“
最近，我去了一个五线城市，
一个县级市，在大街上走，我问我
的中国同事，我说你确定我们来的
是个五线城市吗？ ”夏乐蓓说，
“
中
国的进步和变化太大了，十年之前

马上推出一款产品， 在市场上推
出、收集反馈意见，又马上做出一
款新产品， 再拿到市场上试验、收
集反馈，所以，中国市场是一个频
度很高的相互交互的市场。 ”夏乐
蓓表示。
由于中国的变化是如此之

我曾到过中国一些三四线城市，现
在我在五线城市的感觉，就是当年
在三线城市的感觉。 ”
夏乐蓓认为， 十年之前的中
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的跟随者，
看到先进市场都在发生什么，然
后快速跟随、复制到中国市场上；
现在是倒过来了， 中国有了很多
很棒的企业， 不断进行创新和创
业， 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开始

大， 中国市场对于英特尔的意义
也变得不同了。 夏乐蓓认为，中国
在创新上的引领作用，让“英特尔
在做出一个新的产品， 开发出一
种新的技术”时，“这个产品也好、
技术也罢， 能在中国赢得消费者
的青睐，能够赢得中国市场的话，
也就意味着这种新的产品或者技
术， 可以被销售到世界上的任何
一个地方。 ”

观察中国、看看中国在做些什么。
在夏乐蓓看来， 现在中国企
业的创新速度更快。“
通常在美国，

要推出一个产品，你得先在实验室
里反复研究， 做出 5 版、7 版甚至
10 版的样品，觉得差不多了，才会

重塑未来前景
英特尔拥有自己的技术专长，中国的创新、创业企业也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他们需要资金、技术和全球资源上的互补，两者
的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英特尔在中国市场的未来前景。
作为一家技术型企业，面对处
于快速变化之中的中国市场，英特
尔中国除了整体战略上仍然坚持
技术创新、与中国产业共同发展之

的大客户， 正在扩展新的业务、成
立新的下属公司，在服务器、存储
领域的大客户也在介入一些新的
领域。 我们在想，怎么把英特尔的

销售团队，专门服务于规模较小的
合作伙伴，以及小规模企业所组成
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的变化
非常快，我们的销售团队也跟着他

集团旗下持有展讯通信和锐迪科微
电子的控股公司 20%的股权，藉此，
英特尔将更加深入地介入中国智能
硬件市场；也包括 2015 年 8 月底刚

外， 在战术层面已经做了诸多改
变，而这些变化正是夏乐蓓需要推
进的工作。

技术用到更小型的终端上，或者用
到消费类的电子产品上。 ”夏乐蓓
认为，传统大客户的发展也给英特

们一起改变、一起前进。”夏乐蓓表
示，英特尔中国区需要在关注传统
大客户和中小型客户上形成一种

刚发生的向无人机厂商 Yuneec 投
资 6000 万美元，从而提前布局引领
世界风潮的无人机领域。

在中国市场上，服务器、存储、
PC 领域的传统大客户和渠道商，
仍然是英特尔目前最具实质意义
的合作伙伴。

尔带来新的商业机遇。
同时，英特尔也在加强与创新
型、 创业型新客户的对话与沟通，
以更灵活的方式与他们共同成长、

平衡，并且有信心在中国能扶持出
世界级的创新领导企业。
最近两年英特尔加快了智能硬
件、物联网、云计算三大领域面向中

“英特尔拥有自己的技术专
长，中国的创新、创业企业也都有
自己的独到之处， 但他们需要资
金、 技术和全球资源上的互补，两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在中国
的传统大客户，也在进军一些新的
业务环节。 譬如，我们在 PC 领域

发展、壮大。
“中小型客户的需求确实非常
不同，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全新的

国创新、创业企业的投资节奏。 其中
包括，2014 年 9 月英特尔 CEO 科
再奇宣布投资 15 亿美元获得紫光

者的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英
特尔在中国市场的未来前景。 ”夏
乐蓓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