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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软件创造了无限可能，各企业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从而提供

更出色的客户体验。

传统业务模式将无法满足未来业务需求，而且任何行业都会受到这种变化

的影响。为保持竞争力，亚太及日本地区的企业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

战略，否则就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从集成多个云环境到拥抱未来的数字化

工作空间，数字化转型之旅中的每一步都将帮助您实现未来的新的可能。

亚太及日本地区的客户率先实施我们的解决方案。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

逐步实施企业转型并推动业务增长。在本纲要中，我们为您介绍其中一些

客户案例。

他们的案例非常鼓舞人心：从让 State Bank of India 能够为每位印度人

提供普惠金融，到帮助 Nissan China 推动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将向您介绍如何通过合适的技术合作伙伴和解决方案将面临的挑战

转变为机遇，希望这些成功案例能够像激励我们一样给您带来启发。

创造无限可能

Duncan Hewett 
亚太及日本地区

高级副总裁

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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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 CHEMIST WAREHOUSE 

科技解决方案，
让客户平台
发展点石成金



20世纪80 年代，三家药房联合组成了一个网络。如今，该网络已发展为 
The Chemist Warehouse Group。该公司现在在全国有近 500 家分公司，以及

一个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平台。在过去的短短 5 年时间里，就发展为澳大利亚的

第六大零售商。

The Chemist Warehouse Group 以向客户低价提供

药品、医疗保健和美容产品而自豪。“最便宜的价格，

最优质的服务”是他们的醒目标语，该集团恢宏的发展

奇迹证明了其有效的商业战略。

该集团显然发展良好。但另一方面，快速扩张也导致给

公司的 IT 基础设施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作为集团总部和全国协调点，AM Solutions 深知五年前

构建的基础设施再也跟不上业务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步伐。

虚拟化以实现业务增长

AM Solutions 有着 130 亿澳元零售药店市场供人竞购，

且面临激烈的竞争，因此必须削减成本，信守以最佳

价格提供高质量医药产品的承诺。

除此之外，集团还迫切需要进行创新。如果低价吸引

客户蜂拥而至，那么无缝的客户旅程就能够留住客户。

即便公司每年都在阿里巴巴的天猫上创单日记录，还是

需要能够不断形成商业洞察力并相应采取行动，以提供

全方位无摩擦客户体验。

简言之，AM Solutions 需要一个合作伙伴，能够助力

他们快速扩展运营，提供深刻商业洞察力，最终使其

企业顺应未来需求。

通过与 VMware 合作，AM Solutions 以软件定义数据

中心 (SDDC) 为公司愿景并实现了 100% 虚拟化。计算、

存储和网络实现了统一和自动化，并将相同的总体结构

从数据中心扩展到了药房。这个新的 IT 环境保持一致、

易于管理和控制，并支持快速部署 IT 服务，而成本只是 
The Chemist Group 初始采购和维护成本的一小部分。

较高级别的标准化和自动化将团队资源释放出来以专注

于为企业提供创新。仅商业智能一个团队的数据分析

平台的性能就提升了三到四倍。借助更多的商业洞察力，

The Chemist Warehouse Group 能够更好地了解客户，

并开发新技术，从而改进体验。

支持未来技术以深化客户关系

AM Solutions 现在有一个专为未来增长设计的出色 
IT 平台。

实现虚拟化后，Chemist Warehouse 获得了开设24小时

商店的自信，因为他们充分了解经过改进的 IT 基础

设施能够轻松扩展以满足此较重的工作负载。该公司

近年来还试行了内部创新。其中最吸引人的是类似 

Siri 的技术，该技术简化了拆包过程并捕获商店和路径

数据，未来可将这些信息馈入无摩擦全方位服务中。

展望未来，AM Solutions 准备进军新西兰，以及利用

认知计算和机器分析等新兴技术。该集团甚至准备

试验一种先进的无人驾驶飞机运载系统，把包裹送到

客户家里。

AM Solutions 致力于寻找在每个接触点

吸引客户的令人振奋的新方式 – 从

他们走进商店的那一刻起直到走出去。

将业务转型后，该集团正在朝着改变

澳大利亚零售格局的方向迈进。

VMware 解决方案：

• 通过使用 VMware 的 SDDC 解决方案套件，现代化 

IT 基础设施以创建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并通过 100%
 虚拟化计算、存储、网络和管理实现高级标准化和  

  自动化

• 这使 AMS Chemist Warehouse 能够：

 - 释放 IT 资源以专注于提供创新，而不仅是运营 IT
 - 快速提供 IT 服务并将 IT 服务从数据中心扩展到

    药店，以高度可见性和控制力进行管理

 - 重新设计企业以保持快速增长，通过 IT 平台增加 

客户知识，并支持新创新

更深入地了解业务并增强客户亲密度

为企业的其余部门提供无摩擦 IT 服务和

体验

以比平均零售商低 5 倍的价格运营 

IT 基础设施

降低 IT 设备采购和维护成本

将部署额外 IT 容量和服务所需的时间

从数月缩短到数天

将平台上的数据分析性能提升 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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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Z BANK

银行业务步入成熟
且日趋移动化



主要优势

数字设备支持轻松获取制定决策所需的信息，由此便开启了“移动时代”。人们

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习惯于使用数字服务以图简单便捷，因此也完全有理由

期待银行业务方面提供同样的服务。

设备不仅在年轻群体中得到广泛使用。市场发展正受

老一代的推动。事实上，澳大利亚的一家拥有 180 年历史

的银行也在利用移动设备处理银行业务。

ANZ Bank 成立于 1835 年，业务涉及超过 34 个市场

领域。公司拥有 50,000 名员工，资产达 7,721 亿澳元，

是澳大利亚五大上市公司之一。

2014 年，随着出现新一轮的数字竞争对手，传统银行预计

面临 30% 的收入损失。外部环境日新月异。客户和股东

期待获得更多收益，在此压力之下，ANZ 需要保护利润

并重塑未来。

由您自行处理银行业务 
 
现在想象一下，您从紧凑的日程中挤出时间，赶在银行

关门之前去办理业务，但却因为您前面还有 20 个人而

需要等候很长时间。人们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速度在

可控的时间内做更多事情，而不是前往银行。查看账户

余额和付款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数字

渠道来完成。

从某种角度来说，银行是存放现金的旧砖房，不需要您

随时造访。只有在咨询复杂金融产品的情况下，才需

偶尔前往。即使是这样，也需要与专业人员进行高效互动。

认识到这一点后，ANZ 试图重新定义“银行大楼”。他们

必须进行转变，以便能够随时随地与客户会面，而无论

客户是采用网络还是智能手机，是在家中和公司还是在

大楼内支持数字技术的空间。

他们设想了一个方案，即客户可以进行数字化预约，

而不用排队等候。到达银行以后，客户可以在 iPad 上
登录，并告知银行他们需要哪类信息。如果需要等候，

客户可以随意离开。当轮到他们的会面时，银行会与之

电话联系。财务专员可以携带公司发放的设备在方便的

地点与客户会面，并以数字方式提供可当场查看、修改

和完成的产品。

终端用户使用自己的设备

鉴于提供金融建议的复杂性，实现该方案可谓说来容易

做时难。设备必须与连接到核心平台的整个银行系统

相集成，并进一步连接到专业保险和投资解决方案。

ANZ 需要确保设备本身上的公司和客户数据的安全性，

同时简化应用开发和交付，并快速扩展。

VMware 帮助 ANZ 统一了对公司配备的移动设备和

银行分支机构的 Apple® iPad® 自助信息终端等数字化

工具的管理。使用 VMware 软件开发工具包，ANZ 还
开始了移动应用开发，包括从面向客户的 goMoney 
银行应用和 Grow 财富应用，到面向员工的自定义 HR 
工具。

为了引起员工对移动化的兴趣，ANZ 实施了自带设备

计划，并创建了一个内部应用商店，其中提供员工

可以远程访问的工具，以便他们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因此，一线员工可以与更多客户会面，并提供个性化

建议。这些优质互动意味着会有更多客户在会面结束

时注册服务。

作为首批探索数字化银行和企业移动化并让客户和员工

受益的公司之一，ANZ 现在管理着 18,000 多台设备和 

20 种应用。2017 年，公司报告称全年盈利提高 18%。

他们还在继续集成移动支付，并探索区块链使用情形。

ANZ 致力于打造卓越的客户体验，从而

参与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他们以行动证明，

企业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现在，ANZ 已经

有 183 年历史，仍在寻找新方法来打造

一家敏捷且日趋移动化的银行。

VMware 解决方案：

• 使用 VMware Airwatch® 和 VMware Workspace 
ONE™ 在移动设备上提供易于使用且可确保企业安全

的工具和应用，从而应对 IT 消费化并为客户和员工提

供数字化工作空间

• 这使 ANZ Bank 能够：

 - 让财务专员在任何地点与客户会面

 - 重新设计分支机构，使财务专员可以在办公大楼

内使用移动设备与客户进行更好的沟通

 - 简化应用开发和交付，并在不影响安全性的情况

下快速扩展

开发了 20 多种自定义移动应用

管理 34 个国家/地区的 18,000 台设备 减少了客户在银行分支机构的等候时间

确保移动设备上公司和客户数据的安全性

在银行大楼中配备信息终端亭和 iPad 来
打造“数字化分支机构”，从而让客户能够

更方便地查看信息和产品

允许 50,000 名员工灵活地远程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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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RTI AIRTEL

在软件定义的环境中
打造新一代云



主要优势

 Har Ek Friend Zaroori Hota Hai…”是 Bharti Airtel 的 Hello Tunes 服务中的

一个优美曲调，Hello Tunes 是该电信公司于 2004 年首次在印度推出的来

电铃声服务。自此以后，Hello Tunes 推出 Name Tunes 和 Celebrity Name Tune 
等改进的功能，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电信公司可以提供非凡的体验来丰富客户的生活。Airtel 
用户可以利用 Name Tunes 和 Celebrity Name Tunes 
对来电者进行有趣且新奇的个性化问候设置，这虽然是

一个很小的改进，但很好地反映了 Airtel 的创新重点和

客户至上的理念。

通过提供专属客户服务，并转型为提供移动服务、数字

电视和内容的数字化运营商，Airtel 现在成为印度最大的

电信公司，2017 年市场上使用其业务的客户已超过 3.79 亿。

但是，保持敏捷性并响应数十亿用户的需求绝非易事。

再加上国内市场的剧烈动荡，这意味着 Airtel 必须重新

审视其传统 IT 基础架构，以便保持竞争优势。

在印度电信行业保持领先

印度开放电信市场已有近 20 年。自从 1999 年颁布《国家

电信政策》以来，电信行业已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

预计到 2020 年，仅印度就将有 3.3 亿新用户。

为了保持领先地位，Airtel 需要通过技术来实现转型、创新

和颠覆性变革。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彰显优势至关重要。为了提供如

语音、数据、电视和银行服务等量身定制的有意义服务，

Airtel 需要使用数据分析来了解客户，并创建交付服务的

应用。

针对新项目和需求实施 IT 改造

Airtel 的传统 IT 体系尚无法完成支持众多已规划项目的

任务。其 IT 环境仅以全负荷的四分之一运行，速度缓慢、

不直观且无法灵活应对开发人员的敏捷性和资源需求。

网络和安全自动化元素也是其传统环境中的最大瓶颈

之一。

在 VMware 的帮助下，Bharti Airtel 成功转换到完全虚拟

化的环境，在此环境中，网络、计算和存储协同工作。

该云计算基础架构称为“MyCloud”，现在可以运行

大部分关键任务工作负载。

除了改进监控和容量规划功能，IT 团队现在可以根据

需求有效且经济高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源。这意味着

开发人员现在可以自动且可靠地获取资源，并且可以

创新和创造能够更快地推向市场的新应用。

最重要的是，Airtel  还能够无缝集成网络和安全性调配，

从安全角度来看，这可以消除冗余的防火墙设备，

并大幅缩小潜在受攻击面。

随着公司推动实现5G，在班加罗尔开设

数字化创新实验室，并寻求进一步的

网络扩展，其灵活、敏捷且可扩展的 
IT基础架构将成为解决额外需求的关键。

Bharti Airtel 始终以创新和客户至上的

理念为基调，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VMware 解决方案：

• 使用 VMware vCloud® Suite Advanced、vRealize® 
Automation Advanced、vRealize® Operations 
Advanced、VMware NSX® 和 VMware vSphere® 

  等产品对传统 IT 环境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打造软件

定义数据中心和具有自动化功能的网络

• 这使 Airtel 能够：

 - 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 提高数据中心运维的效率

 - 根据动态 IT 工作负载和需求调整资源

更快地为 3 亿客户交付全新的优质数字

服务

优化 IT 基础架构、安全性和流程的管理和

性能

允许开发人员调配自己的 IT 资源，从而

加快应用开发和部署

通过将网络和安全策略的管理从物理层迁移

到虚拟层来提高数据中心安全性

深入了解以准确预测容量和资源需求通过消除 IT 资源瓶颈来提高工作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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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NGTHAI CARD PUBLIC COMPANY 

确保信用卡领域实现 
THAILAND 4.0



主要优势

通过微分段加强数据安全性

信用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支付方式。他们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需求和

期望，现在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回馈，包括网上购物折扣和回扣、免费机票，甚至

是医疗服务。

过去，用户必须通过实际交付的纸质优惠券来兑换信用卡

特权。邮寄时间过长和优惠券在寄送期间丢失都会让

客户不满。零售店的服务点员工还必须处理耗时的流程

来计算所用的优惠券。

Krungthai Card Public Company (KTC) 已经转变了

泰国的信用卡服务行业。他们为会员和业务合作伙伴

推出 TapKTC 移动应用，实现了以数字方式接收、跟踪

和兑换特权，从而一举解决了自身面临的挑战、消费者

面临的难题，并为全国的零售生态系统带来优势。

1996 年，KTC 作为 Krungthai Bank 的子公司而成立，

是泰国最大的信用卡发卡行，为全国 300多万客户提供

服务。

随着泰国致力于成为无现金社会，并计划在东南亚地区

实现更高效的跨境金融服务，KTC 将自己定位为泰国

数字化时代的领导者。

泰国数字化支付的兴起

全球都在向数字化转变，因而各个国家/地区都制定了

自己的发展模式。泰国正在努力实施 Thailand 4.0 战略，

旨在将其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重工业转变为以技术创新

为基础。

让数字化支付成为主流是Thailand 4.0战略的一个

关键部分。尽管 70%的泰国人仍然倾向于使用现金，

但当地市场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五年，电子钱包、信用卡

和移动银行等数字化交易每年同比增长约 30%。

为了与Thailand 4.0 战略保持一致，KTC 决定重新

审视其客户参与度战略，并纳入最新的金融科技。公司

还必须履行广泛的职责，包括维持在提供无与伦比的

客户服务方面的声誉，最大程度地提高股东回报，并支

持政府推动经济发展。

从信用卡提供商转变为 Thailand 4.0 的承办商

KTC 希望开发全新的移动和电子支付解决方案。但是，

公司的有机增长和客户对及时服务支持的需求已经给

其现有 IT 基础架构敲响警钟。KTC 还希望为员工提供

进行移动办公的灵活性。

实施新的 IT 基础架构已势在必行，该基础架构需要

能够支持进一步增长并且高效、安全且可靠地向移动

设备交付关键应用和信息。

KTC 与 VMware 和 Tangerine 合作，采用整合 IT 工作

负载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实现了动态、敏捷且可

扩展的服务交付。虚拟化平台显著增加了数据存储

容量，并降低了成本。还通过微分段增强了业务和客户

数据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最后，员工现在可以在安全的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

上轻松访问信用卡产品信息和客户数据，从而能够

随时随地开展工作，并更好地接待和服务于客户。

KTC 一直在技术和人才方面大力投资，旨在开启新的

客户体验，并抓住国内外发展机遇。

当政府推出标准化二维码支付平台 PromptPay 时，

KTC 成为泰国首个支持通过信用卡进行二维码支付

的提供商。现今，公司正在开创利用生物虹膜识别技术

进行移动安全身份验证。此外，向越南、柬埔寨和

印度跨境扩展二维码支付功能也是信用卡方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发展。

KTC 已经不仅仅是一家信用卡提供商。

现已成为一家提供全套数字化生活平台

和服务的公司。他们承诺提供便利，

并满足一切日常需求，这一切将引领泰国

进入无现金支付和经济增长的新时代。

VMware 解决方案：

• 使用 VMware vCloud® Advance、NSX® Advance 
和 Enterprise、vSANTM Advance 和 Enterprise、
VMware Workspace ONE™ 以及 VMware 
Airwatch®，构建软件定义数据中心以支持移动

  设备和付款激增的情形

• 这让 Krungthai Card Public Company 能够：

 - 以更低的成本交付动态、敏捷且安全的 IT 服务

 - 实现企业设备的端到端管理，从而更好地为客户

提供服务

 - 简化应用开发和交付，并在不影响安全性的情况下

快速扩展

将数据中心占用空间减少 50%

大幅降低数据存储成本，并增加数

据存储容量

降低 IT 采购和维护成本 能够比以前更快地调配 IT 服务

为员工提供即时可用的企业设备，

并在一个小时内提供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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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BISHI ELECTRIC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通过高级云计算服务
应对不断变化的
用户需求



Mitsubishi Electric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MIND) 很清楚，适应力

最强的公司能够敏捷感受到变革之风，并能快速适应。

日本一直被认为是 ICT 和云计算服务方面的主要发展市场

之一，如今，无疑已成为亚太及日本地区的云计算领导者。

但是，日本在云计算和 ICT方面的崛起始于 2008 年的

重大全球经济危机。

那次事件既是挫折也是警钟，“Smart Japan ICT 战略”

也由此产生。该战略纵观内外全局，除了转变日本的 ICT 
基础架构以连接人才和服务以及解决日本的社会问题，

还力求加强全球推广和提高竞争力。

日本当局敏锐地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因此

将目光放在成为世界上 ICT 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准备好应对不断变化的云计算需求 

MIND 成立于 1989 年，提供包括 Internet 数据中心和

平台服务、网络、安全性以及应用解决方案在内的一系列

服务。

作为 Mitsubishi Electric Group 的 ICT 核心，MIND 
要想提前了解企业客户的需求，就必须实施数字化转型。

公司决定开始精简业务，并重新构建 IT 基础架构。MIND 
还需要满足日本企业对云计算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2014 年，MIND 与 Mitsubishi Electr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DIT) 合并。新实体可以帮助当地组织在

云端集中处理 IT 运维，更好地维护对业务连续性至关

重要的系统，实现可扩展性以推出全新数字化服务，

并确保提供响应动态数字化信息流所需的敏捷性。

通过与 VMware 合作改造其传统数据中心基础架构，MIND 
还建立了“Value Platform on Demand”私有云服务。

借助此服务，客户可以快速、灵活地响应数字驱动的

业务环境下的意外变化。

实现运维自动化以应对员工减少问题

除了全球经济变化带来的敏捷性和转型需求以外，

MIND 还面临员工不断减少的新问题。因此，公司需要

寻找精通网络和存储，并在提供服务支持方面拥有

丰富经验的人才，可谓挑战巨大。

在 VMware 的帮助下，MIND 创建了一个自服务门户

以自动执行对客户云计算服务的申请和审批流程。

自动化显著降低了 MIND 的交付成本，并将服务调配

的时间从一个月缩短至一周。管理员可以集中精力处理

更高级别的任务，而且累积的运维日志有助于 MIND 
搜寻洞察信息并防止网络故障，从而最终提高运维

可靠性。

凭借这一全新的新式基础架构，MIND 为客户提供了

业务敏捷性，这正是 Smart Japan ICT 战略要实现

的目标。

展望未来：加快 Mitsubishi Electric Group 
的整体业务发展

现今，日本是全球云计算服务的主要

市场。MIND 还在考虑进行多样化发展，

以支持采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主要优势

利用 SDDC 平台构建创新型云环境

将客户等待时间从一个月缩短至一周

减少服务运维期间的人为错误

VMware 解决方案：

• 采用 VMware NSX 作为对 VMware vSphere 的
  补充，以增强现有 IT 基础架构，从而满足客户对

  云计算服务的不断变化的需求。

• 使用 VMware vRealize Operations、vRealize 
Automation 和 vRealize Orchestrator 来精简

  对集成服务器、网络和存储且非常复杂的软件定义

  数据中心 (SDDC) 环境的管理。

• 使用 VMware vRealize Network Insight 分析过去

的数据操作日志，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并预测网络故障。

• 这让 MIND 能够：

 - 响应客户对快速、可扩展且经济实惠的云计算服务

的不断变化的需求

 - 基于 VMwa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提供的专家

建议创建自动化自服务门户以用于对云计算服务的

申请、审批和调配，从而缩短等待时间并提高服务

效率。

 - 优化人员利用率以执行更高价值的任务，如规划和

验证云计算服务及产品创新。

通过自动化提高人员利用方面的灵活性并

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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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SAN CHINA

汽车制造行业
进军中国高科技



当您看到“中国制造”标签时，脑海中可能就会浮现低成本的批量生产产品。

您可以将此归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劳动力必然也是最便宜的。

事实如何呢？现今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与中国不相

上下。但是，在生产力方面，其他国家/地区望尘莫及。

即使在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之前，公路、铁路、港口和

电力供应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改进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中。

建立了复杂的供应链网络，并实施了劳动力培训计划。

最终，手工制造业务十分顺利的发展，将中国建设成为  

  世界工厂”。

Nissan China 受益于中国的高效生产能力，业务一直稳步

增长。作为一家世界领先的汽车制造商，Nissan 在 190 多
个国家/地区拥有超过 247,000 名员工，每年销售 560 多
万辆汽车。Nissan China 成立于 2004 年 2 月，是 Nissan 
对中国市场的协同投资的一部分。

为了保持在汽车行业的领先地位，Nissan China 决定

将数字化作为其核心竞争力。公司根据政府的“工业 4.0”
愿景和“中国制造 2025”倡议制定计划，这一切都是为了

提升中国地位，从大规模生产者转变为质量掌控者。

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的轿车产量年增长率一直超过 25%。

2010年，成功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单国新车市场。该行业

的迅速发展让当地产业在满足生产需求方面面临诸多

压力。

因此，必须赋予“中国制造”一个全新的意义。中国和 
Nissan China 都需要从劳动力密集型向现代化和高科技

转变。

Nissan China 迅速认识到他们的传统 IT 基础架构（包括

物理服务器和手动流程）完全无法满足各项计划的要求，

这些计划包括将新车型推向市场、增加生产设施以及支持

日益增长的中国客户群。他们还面临着关于处理大量

传入数据和精细管理安全性的挑战。

Nissan China 向 VMware 寻求帮助以改造 IT 基础架构

和实现安全转型，由此成为了汽车行业内率先采用网络

虚拟化的企业。

满足速度和安全转型需求

Nissan China 采用了软件定义的方法，现在只需要使用

八个 4-CPU 单位来运行 200 台虚拟机。这种自动化

基础架构可提供更高的敏捷性、速度和效率，从而

确保在推出新模式和创新时不会延迟。借助虚拟化，资金

开销和运维开销也大幅降低。

更重要的是，公司已经利用微分段来确保知识产权的

安全性，包括以数字方式分发的车辆设计、手册、供应

链和客户详细信息。

随着新技术开始证明其作为商业推动者的价值，中国

制造业将经历进一步转型。

最终，我们将看到对每个组件实现集成、自动化和外部

监控以优化性能的智能工厂，这只是时间问题。这些

设施甚至可能针对所有车型配备一条生产线，只需在

线输入客户指定规格，系统即会将其转化为指导按需

制造的说明。

Nissan China 现在采用合适的 IT 基础

架构，成为真正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商。

因此，在中国希望到 2049 年成为世界

顶尖制造商这一宏伟目标中，他们既是

受益者也是贡献者。

• 这让 Nissan China 能够：

 - 在扩展业务和开展新项目时高效分配 IT 资源

 - 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器使用率以降低 IT 成本并

确保业务敏捷性

 - 降低网络复杂性，并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和敏感

数据

VMware 解决方案：

• 使用 VMware vSphere® 和 VMware NSX®，通过

服务器和网络虚拟化创建恢复能力较强的集成式 
IT 基础架构，从而更好地处理大量传入数据并精细地

管理安全性

简化并集中处理 IT 运维和维护

在八个 4-CPU 单位上运行 200 台虚

拟机

将必要的安全策略数量减少 90%

最大限度地减少推出新产品和创新时

的延迟

降低资金开销和运维开销
将安全策略的部署时间缩短至短短 
10 分钟

通过简化网络流程加快 IT 服务交付

主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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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NK

助力台湾地区迈入
银行 3.0 时代



在农历新年期间，中国人一直有发“红包”的传统，即用红纸信封装上钱。今年，很多

台湾人都转而依赖技术方式来发红包，例如使用台湾 Pay APP 交换“电子红包”。

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数字化和移动渠道正重新定义着传统的现金流模式。

2015 年，台湾地区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FSC) 公布了

银行 3.0 愿景。台湾地区一直努力争取在 2025 年之前将

技术能力提高 90%，而这一愿景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银行 3.0 鼓励采用数字化平台来提供更出色的金融服务和

客户体验。随着阿里巴巴和腾讯等“数字化平台公司”

围绕客户生活方式进行整组以赚取交易费用，银行不得不

转变传统的业务模式。

O-Bank 成立于 1999 年，前身为 台湾工业银行，他们发现

自己的业务模式有碍于接受客户存款，已无法再继续

运行。因此，O-Bank 试图解决该行业的存在主义问题：  

  银行是什么？”

使银行近乎“无形”

台湾地区有 39  家银行，为 2,300 万位用户提供服务，是

一个拥挤的商业银行市场。但是，该地区缺乏面向年轻人

的服务，这是一个收入�低的除群，但他们喜欢移动支付

以及便捷的账户设置和信用贷款审批。

认识到年轻一代现在以及未来将扮演的消费者、工作

人员和未来领导者角色，O-Bank 计划为他们提供缺乏的

服务。此外，并不是人们的生活围绕着银行和支付在转，

而是应该反过来。

如果您准备开设储蓄账户，那么既然可以在智能手机上

完成整个流程，为何还要前往分行去填写繁多的资料？

如果您准备购买电视机，那么肯定越容易完成付款越好。

当您乘坐 Uber 后准备下车时，也是如此。银行和支付业务

应该几乎是“无形”存在。

尽管只有台湾地区的五家分行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一家分行，但 O-Bank 仍设定了通过大型实体网点赶超

竞争对手的宏伟蓝图。他们希望进行重组，成为一家灵活

的数字化金融服务提供商。

O-Bank 还计划在 2017 年 4 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借此

进行宣传推广。这将是台湾地区 13 年来的首次银行上市。

克服业务转型所面临的障碍

要颠覆传统银行模式，O-Bank 必须克服重重障碍。

他们缺少一个可以为使用 PC 和移动设备的客户提供

快速、安全的服务的 IT 基础架构。根据严格的 FSC 法规，

O-Bank 必须实施新的安全框架，例如设备功能控制、

应用管理和移动无线网络加密，以免泄露敏感信息。

通过与 VMware 合作改造 IT 基础架构并创建敏捷

的私有云，O-Bank 得以高效推出一系列数字化产品，

从而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除了无纸化和无网点银行，O-Bank 还推出了一个提供

全天候视频聊天服务的呼叫中心，以及一个使用运算法

来管理投资产品组合的机器人咨询平台。

通过单个自动化 IT 控制台，O-Bank 还可以高效监控、

管理和分析链接到网络的每个移动设备和应用的行为，

从而满足 FSC 要求并确保每个端点实现企业级安全性。

勿庸置疑，台湾 Pay 是 O-Bank 支援的众多安全移动

支付服务之一。

随着数字化和移动渠道不断改变金融

互动，O-Bank 可能已经解决了行业的

存在主义问题。银行 3.0 时代将全面

实现数字化并采用全线上流程。银行

将为位于任何位置的客户提供服务。

他们将不仅仅是放款方，还是以客户为

中心的平台服务的分销商。

实现更高的运维效率

降低资金开销，从而为客户节省成本

为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客户

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

防止泄露关键业务信息和敏感信息

确保数字化金融服务满足 FSC 的严格

要求

生成操作监控信息以提高效率和安全性，

从而提高数字化服务交付的质量

VMware 解决方案：

• 使用 VMware vSphere® 和 VMware AirWatch®  
确保提供安全可靠的数字化金融环境，从而构建

  敏捷、高度可用且安全的软件定义的基础架构，

  并支持采用数字化工作空间

• 这让 O-Bank 能够：

 - 突破传统的银行分销策略，避免多个实体分支机构，

并将数字化银行服务作为业务重点

 - 加快将优质数字化服务推向市场的速度，并遵循

   相关部门的要求

 - 建立企业移动化管理 (EMM) 以确保设备和网络

   连接实现最佳安全性和稳定性

主要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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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BANK OF INDIA

通过技术加快
实现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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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正在经历一场变革。2015 年，首相 Narendra Modi 发起了“数字印度”活动。

目标是什么？是为了推动技术发展，并让所有公民都融入印度蓬勃发展的经济中。

现代印度拥有 13 亿人口，分布于大型次大陆各处。其中

一半的人口都不到 30 岁。自 1997 年以来，年均经济

增长率达 7%，但贫困仍然是一个问题。

穷人使用现金来完成大部分交易。他们经常因为伪钞或

故意少付而遭遇经济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

发行了新设计的钞票，并鼓励工人坚持通过银行进行

支付汇款。这促使分散在印度各地的许多公民首次开设

银行账户。

构建全球最大的 BFSI 云

State Bank of India (SBI) 一直为自己作为“每个印度人

的银行”而感到自豪。银行的包容性愿景是为所有印度人

提供全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一点与印度的全国数字化

运动相吻合。

作为印度最大的银行，SBI 必然要积极参与“数字印度”

的推进，并为实现大众普惠金融贡献力量。

SBI 致力于确保每个想要开设银行账户的印度人都能实现

愿望，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必须要支持指数级

用户增长。受 LPG 补贴和 Jan Dhan Yojana 等政府倡议

的推动，SBI 的 IT 系统还需要管理更大量的 Pan-India 
交易。

改造 IT 基础架构以应对发展

SBI 需要展开高效竞争，让股东满意，并满足不断发展的

消费者需求。除了维护实体分行和 ATM 网络，他们还

必须与精通数字化技术且期待获得快速、可靠、安全的

移动支付服务的年轻客户建立联系。

用户的快速增长和数字化渠道的兴起要求其以前所未有

的规模进行 IT 转型。继续在传统基础架构上运维可能

导致硬件成本激增且服务交付速度缓慢。

就像早期的印度文明取得成功发展一样，SBI 需要专门

构建的基础架构来支持大量新客户，并满足新一代需求。

构建可靠的企业技术平台

SBI 与 VMware 合作改造其数据中心体系结构以降低

成本并提高适应性，现在使用印度最可靠的私有云

之一。该私有云减少了硬件占用空间，并降低了运维

成本。凭借高可用性和可扩展性，他们还可以更高效

地交付银行应用和服务。

SBI 的 IT 基础架构现在为全球 25,000 家分行、

250,000 多个员工和运营机构提供支持，更不用说

那多达 5,000 万笔的移动交易。SBI 已从一个拥有

两个世纪历史的银行机构转变成一家拥有银行许可证

的科技公司。如今，他们利用技术来提供银行账户、

数字化银行渠道以及完美运行的国际服务，以满足跨

境监管机构的要求。

SBI 的业务不仅仅涉及银行方面，因为

它通过多种方式触及人们的生活。对于

如今已为父母和祖父母的人而言，在

云端完成银行业务对于他们的生活

至关重要，而对他们的孩子和子孙后代

也同样如此。

VMware 解决方案：

• 借助 VMware vCloud® Suite Enterprise 和 
VMware NSX® 解决方案，支持印度最大、最可靠且

高度自动化的私有云之一 - SBI 的“Meghdoot”

• 这让 SBI 能够：

 - 以无缝方式集中管理分行基础架构

 - 以零信任安全模式（微分段）提供安全的分行

应用服务器

 - 监控每个分行的每位出纳员的绩效和提供的  

用户体验，从而改善客户服务

 - 使用 VMware AirWatch® 将 SBI 的企业应用

和内容安全交付到任何设备，包括平板电脑、

手机或笔记本电脑

在 2,000 多台虚拟机上运行 250 多个

生产应用

将总体 IT 基础架构成本减少 80%

对 25,000 家分行进行集中式 IT 管理，

并向 250,000 名出纳员安全交付应用

将银行采购周期从 6 至 8 个月缩短至 
12 分钟，从而提高业务效率

将系统“停机时间”减少至一年仅几个

小时，从而增强业务连续性

允许超过 200,000 名员工灵活地远程

开展工作

主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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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无限可能 创造无限可能

马来西亚的第一条电报线路让一位英国居民在瓜拉江沙的皇家住宅与他在太平市

的代理人建立了联系。这条线路全程 45 千米，由邮电局在 1874 年铺设。它标志

着马来西亚电信时代的开始。

邮电局现在称为 Telekom Malaysia (TM)。

从一个不起眼的国家部门到一家拥有 27,000 名员工的

上市集团，TM 与国家一同稳步发展。“让生活和事业更

轻松，创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是 TM 长久以来的愿景。

现在，马来西亚各种形式的通信，包括 Internet 使用、电话、

电视传输，都依赖 TM 多年来铺设的基础架构。

TM 拥有 230 万用户，是马来西亚当地最大的宽带提供商。

此外，它在全球拥有或租赁 20 条海底电缆系统，总计长达 
320,000 千米，因此也是马来西亚通向世界的数字门户。

引领数字化变革并支配相关人员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的中心，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

一个极具成本竞争力的地址位置。马来西亚还拥有充满

活力的商业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员工团队。

为了提升马来西亚的区域和全球地位，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 于 2011 年宣布开展“数字马来西亚”

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让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成为国家

发展的基石。

作为马来西亚的主要通信基础架构提供商，TM 已经准备

好成为马来西亚国家建设工作的中坚力量。这包括促进

数字包容、向学生传授数字知识和打造智能城市。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运营背景下，TM 必须在满足股东期望

的同时履行对国家议程的承诺。

敏捷、自由地实现国家变革

TM 的宏伟计划是促进数字包容和推广数字文化。他们

必须开展新的带宽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以便在州首府、 主要

城镇、郊区和农村地区提供高速 Internet 访问。 同时，

TM 还在筹建 ICT 实验室，以便举办数字技能和培训研讨会。

为了让位于马来西亚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利用大数据并

从中获益，TM 还计划在巴生谷和依斯干达公主城建立

数据中心，以用于数据存储、管理和分析。

TM 的过时 IT 系统已经无法有效管理现有业务和新

计划。他们需要新的 IT 基础架构。为了避免相关人员

强烈反对，任何向新基础架构的转变都需要快速、安全

且可靠，并最大限度减少停机和对关键业务运营造成

的中断。

TM 向 VMware 和 CTC Global 寻求帮助，以将现有

环境迁移到私有云平台。接下来便是创建灵活、经济

高效、恢复能力较强且可在任何指定时间以最佳容量

运行的 IT 系统。在系统投入运行时，VMware 还提供

了进一步优化，以确保运维无缝过渡。

凭借私有云提供的敏捷性和可扩展性，TM  得以将重点

转向开发数字化和智能服务。他们已经签署了协议，

帮助在柔佛和槟城构建智能城市。

随着 TM 成为马来西亚的中坚力量和通向世界的门户，

马来西亚的数字经济目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8.2%，

这原本是 2020 年的目标，现已提前完成。

从默默起步以来，TM 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

的发展道路。在太平市，当马来西亚拨通

第一通电话时，公司承诺现在和未来都

会为马来西亚服务，并让所有人都过上

更好的生活。

VMware 解决方案：

• 使用 VMware vCloud® Suite Enterprise 改造 TM 
的传统环境并创建“iGrid”私有云平台，从而提高

业务敏捷性和自由度。

• 通过采用 VMware 专业服务组织 (PSO) 提供的  

最佳实践，在几乎不会造成中断和停机的情况下  

实现向私有安全、无缝地迁移

• 这让 TM 能够：

 - 从已使用 10 年、生命周期已结束且具有基础架构 

和资源扩展限制的 IT 系统转变为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SDDC) 平台

 - 跨部门创建一个标准化且可扩展的 IT 操作系统， 

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连接需求，并改善服务体验

 - 以最佳方式管理日益增长的业务以及未来创新和  

计划，例如开发增值数字化和智能服务

缩短新系统和业务项目的销售就绪时间

提高业务敏捷性，实现无中断测试和无缝

可扩展性

所有业务功能的性能提升高达 70%

硬件成本降低 75%

软件成本降低 25%

员工执行每个任务的工作效率提升

高达 60%

SAP 基础架构准备时间从三个月缩短

到五天以内

在单个统一平台上整合并改进资源管理

主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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