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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未来企业？
疫情影响使中国的整体发展形势（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 在疫后下一
个常态下，一个企业在新数字时代是否可以生存下去，数字化转型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战略性
角色。与此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数字化转型俨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在整个世界开始迈向下一个常态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企业组织和CEO
也要重新规划议程。挑战显而易见，在下一个常态中若想获得竞争优势则意味着企业组织需要更
专注于满足新的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建立新的数字化架构来支持新数字经济时代
的企业弹性运营和全方位体验。
IDC数字化转型大奖自2017年发布以来，已经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自整个亚太地区的优秀数字化
转型案例。 因此，为了更好的把握下一个常态下的数字创新和数字领导力，IDC将奖项进行了全
新的升级，并计划未来在IDC全球范围内发布该奖项。
2021 IDC重新定义了数字化转型大奖，通过调整奖项类别以及评选标准来帮助企业组织更好的了
解到如何成为“未来企业”，服务于未来客户。
IDC对于“未来企业”的美好愿景是：企业组织应该更好的规划和投资，从而可以在以数字化为
中心的市场中持续保持竞争优势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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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概览

2021 IDC中国未来企业大奖共计发布14个奖项
下列4个奖项IDC 中国的提名截止日期 2021年4月30日
⚫ 未来联接领军者

⚫ 未来数字创新领军者

⚫ 未来数字基础架构领军者

⚫ 未来行业生态领军者

下列10个奖项IDC 中国的提名截止日期 2021年6月10日
⚫ 未来客户领军者

⚫ 数字化转型年度CIO/CDO

⚫ 未来智能领军者

⚫ 数字化转型年度CEO

⚫ 未来运营领军者

⚫ 数字化转型年度新锐人物

⚫ 未来信任领军者

⚫ 年度未来企业大奖

⚫ 未来工作领军者

⚫ 数字韧性特别奖

以上所有奖项仅面对最终用户机构以及个人。任何最终用户机构和个人（非ICT厂商
和解决方案商）均可提名其数字化转型案例，或被第三方企业组织（如政府机构、社
团、IT供应商等）提名。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您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
项目信息，或通过提名网站
在线提交案例
http://award.idcchinacon
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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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流程
所有中国区的提名案例需参加IDC中国
区的奖项评选，获奖后IDC中国会将案
例推送去亚太参与亚太区域的评选
所有中国区的提名案例不可以直接参加
亚太区域的评选

公从票选
30%

2021 FOX
提名案例

中国区
FOX获奖名单

AP FOX
奖项评选

FOX中国区
卓越奖角逐

FOX评委评分
70%

重要日期 2021 IDC未来企业大奖将有两个提名截止日期，分别是：
1 2021年4月30日

下列4个奖项IDC 中国的提名截止日期

2

2021年6月10日

下列奖项IDC 中国的提名截止日期

⚫ 未来联接领军者

⚫ 未来数字创新领军者

⚫ 未来客户领军者

⚫ 未来工作领军者

⚫ 年度未来企业大奖

⚫ 未来数字基础架构领军者

⚫ 未来行业生态领军者

⚫ 未来智能领军者

⚫ 数字化转型年度CIO/CDO

⚫ 数字韧性特别奖

⚫ 未来运营领军者

⚫ 数字化转型年度CEO

⚫ 未来信任领军者

⚫ 数字化转型年度新锐人物

以上所有类别

中国区获奖者将在2021 IDC中国的线下数字化转型峰会上进行颁奖表彰
亚太区获奖者装将在IDC Arena的IDC Original系列节目进行线上颁奖表彰
（因为亚太区域的线上表彰需要提前录制内容，所以截止日期较早）

以上所有类别的中国区/亚太区获奖者将在2021 IDC中国/亚太的线下数字
化转型峰会上进行颁奖表彰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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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企业：通过未来X掌握数字化转型
2021 IDC 中国未来企业大奖共计发布14个奖项
IDC对于“未来企业”的美好愿景是：企业组织应该更好的规
划和投资，从而可以在以数字化为中心的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IDC未来企业研究是一种孵化数字化本地文化的框架，未来企业
可以在生态系统中实现新的协同增效，可以从对客户的共情中
获得大量的收益，并展示出其运营模式有适应复杂客户需求的
能力。而这一切都需要企业拥有智慧的、被充分赋予权利的、
反应机敏的员工群体作为基础。

NEW!

NEW!

未来运营
领军者

未来联接
领军者

未来客户
领军者

未来行业生态
领军者

未来数字基础架
构领军者

NEW!

IDC将为未来企业的CEO提供9个新的数字化议程维度—— 它们
是未来企业的关键特征，是下一个常态中所要衡量的新基准，
同时也是帮助企业组织如何在新数字经济中寻找其X因子的新标
准。
2021是后疫情时代的关键过渡阶段，企业组织都将发生重大和
永久性变化。在这一年，企业组织推行的每一个关键性的数字
化转型决策都将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IDC希望可以认识到
更多各个行业中数字化转型先锋的优秀企业，了解到他们的优
秀数字化转型案例！

未来数字创新领
军者

NEW!

NEW!

未来工作
领军者

未来智能
领军者

未来信任
领军者

NEW!

数字化转型年度
CEO

数字化转型年度
CIO / CDO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数字化转型年度
新锐人物

年度未来企业
大奖

数字韧性特别奖
年度特别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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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名IDC 未来企业大奖？
中国自2016年开始，五年时间里有超过1500个数字化转型案例参与提名了IDC奖项。这见证了IDC在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被行业用户的认可。 那么，
为什么要参加IDC未来企业大奖呢？

对于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

对于最终用户

⚫ 在您的产品/服务的帮助下，使您的客户转变为成功的未
来企业，并得到行业内的认可，扩大行业内知名度和影响
力
⚫ 获得其他正在使用您的产品/服务的成功数字化转型案例
资讯，获得进行即时的案例研究的机会

⚫ 成为一家通过技术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产品和体验的颠覆性的公司，
享有高度的客户忠诚度
⚫ 为利益相关者建立更多的信心以便获取更多的资源
⚫ 成为中国数字化转型领军者，踏上成为未来企业的道路，得到行业内
的认可

2021 IDC中国数字化转型年度盛典暨第六届IDC中国未来企业领军者颁奖典礼将于2021年10月15日（周五）举办
IDC中国数字化转型年度盛典云集众多行业领袖与行业新星，是ICT行业最盛大的集会活动之一。
所有获奖的数字化转型项目领奖代表都将被邀请出席10月15日举行的2021 IDC中国数字化转型年度盛典暨第六届IDC中国未来企业领军者颁奖典礼（注：
活动期间住宿费用由主办方提供，仅限领奖1人。若有同行陪同，费用自理）。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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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IDC未来企业大奖 奖项类别
2021 IDC对数字化转型大奖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和升级，并将其重新命名为IDC未来企业大奖。在市场环境的影
响下， 数字化转型本身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在下一个常态下，组织及其CEO需要重新设定议程的优先级
来帮助企业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2021 IDC 未来企业大奖的奖项类别和评判标准可以帮助企业组织更好的了
解到如何成为“未来企业”，服务于未来客户

未来联接领军者

未来数字基础架构领军者

旨在表彰组织可以重新规划人员、事物、流程和应用程序与数据流的无
缝联接，以此推动业务发展。这是由数据驱动的企业生态中的根本性转
变 ，重新定义战略的建立、使用和协作。它可以促进人机协作，通过新
技能提高工作效率，并提供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智能企业环境。

旨在表彰符合以下特点的数字化企业——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取决于其自
身基础结构的响应能力、可伸缩性与弹性，以及其利用第三方服务交付
提供者和运营方的基础设施资源的能力。

未来数字创新领军者

未来行业生态领军者

旨在表彰能够将自身从软件使用者转变为成熟的大型软件创新者的组织
机构。在生产基于软件的产品和服务过程中，用实际行动说明其项目或
计划的扩展性和可开发性（软件IP），从而为客户或用户创造更多价值。

旨在表彰组织通过参与新的数字经济来创造价值的能力。企业受到新的
客户需求和运营模式的推动，新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从而刺激数字生
态系统的创新，使组织可以利用软件平台来推动规模化的快速发展。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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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客户领军者

未来信任领军者

旨在表彰能够重新思考和定义客户需求，并快速有效的制定满足客户
需求（产品和策略）的组织机构。未来客户的特征是通过技术的视角
来改变客户与品牌之间的本质关系。

旨在表彰能够在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中仍能保持信任的组织机构。随
着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许多组织更加注重客户体验、与客户产生
共情、智能生态系统的建立、智能自主设备等，因此需要应对新的信
任危机、挑战与机遇。

未来智能领军者

未来工作领军者

旨在表彰组织能够从原始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进行重新思考，并从中
得到丰富洞察，并将之在组织内大范围使用。这是一种根本性转变，
使我们有效地将人类知识和计算机能力相结合生成新洞察，并支撑起
不受传统知识或数据孤岛限制的智能和动态操作环境。

旨在表彰能够重新定义工作方式的组织机构。这是工作模式从本质上
的一种转变，它促进了人机协作，启用了新技能和新工作体验，并支
持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智能动态工作环境。

未来运营领军者

年度未来企业大奖

旨在表彰能够重新思考运营管理方式的组织。这是运营模式的一种根
本转变，它可以促进企业制定更加灵活的运营决策。该决策旨在支持
增强个性化服务和改善客户体验，而不仅局限于帮助企业提高效率。

表彰致力于成为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该组织在不断升级产品、
服务和客户体验的过程中，通过以客户为中心和对员工授予足够的权限来
应对不确定性与风险性。技术和数据是其生命线，为更高效的运营、新的
现金流和高度客户忠诚度注入动能。未来企业是组织在数字经济时代进行
规划和投资的最佳黄金标准。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8

数字化转型年度CIO / CDO

数字化转型年度CEO

表彰在制定数字化转型愿景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负责组织内部数字化转
型执行的CIO/CDO。年度CIO/CDO应是数字化转型模范人物，指引组织在数
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管理从旧技术到新技术，从实验到运营的持续过渡，赋予
员工权力以及实现/整合创新。

表彰为组织机构制定并创建未来企业战略的CEO。其愿景应与新数字经济、新客户需求、
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行业生态等议程保持高度一致。此类别的优胜者必须是整个组织/公司
的首席执行官，而不仅是一个部门。

数字化转型年度新锐人物

数字韧性特别奖

35岁以下的数字化转型项目领军人物

旨在表彰组织机构中在制定愿景和规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年轻主管
人员（35岁以下的数字化转型项目负责人）。此人应有权辅助制定关
键决策，如确定项目重点、选择供应商、制定用于衡量项目成效的KPI
等。他们应是组织中的年轻模范人物。

提名方式

旨在表彰具有数字韧性的组织。数字韧性是指组织可以通过其数字能力快
速恢复业务运营，还可以利用变革因素来确保其在下一个常态中成功。

2021 IDC 未来企业大奖的提名方式为线上提交，请点击链接或扫描二维码进行案例题名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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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名
标
准

评
分
标
准

任何最终用户组织或个人（非ICT厂商和解决方案商）均可提名其数字化转型案例，或被第三方组织（如政府机构、社团、IT供应商等）提名，以
参与角逐2021 IDC中国 未来企业大奖 以及 2021 IDC行业大奖
提名须符合下列标准方视为有效提名案例：
I. 被提名者必须为最终用户企业或组织机构即技术买方企业或组织机构。若是第三方提名必须提供被提名组织的相关联系信息，以便完成评估
II. 企业或组织机构应在中国拥有实体经营场所
III. 被提名案例的项目负责人需知悉并同意参与奖项评选
IV. 被提名项目应已启动并处于执行或应用阶段，项目启动或推行时间范围必须在2019年1月至今
V. 2016-2020年IDC 中国 数字化转型大奖的获奖案例无参与评选资格

• 提名案例的评选结果将由30%公众票选+70%评委打分的综合成绩构成
• FOX评委团将由 IDC内部分析师以及外部特邀评委构成，评委对于FOX每个奖项类别的打分维度如下
未来企业大奖 （9个）

所占权重

数字化转型与未来X战略

20%

年度CEO+年度CIO/CDO+
所占权重
年度新锐人物
数字化转型战略

30%

年度未来企业大奖

所占权重

数字韧性特别奖

所占权重

未来企业战略

30%

数字化转型与韧性

20%

主要挑战和解决方案

20%
20%

业务响应与恢复

25%

收益和改进
转型领域

10%

恢复增长和未来计划

20%

未来计划

15%

转型领域

25%

CEO/CIO/CDO 议程

20%

20%

CEO/CIO/CDO 愿景与策略

20%

转型领域

25%

转型领域

15%

补充信息

10%

补充信息

15%

补充信息

5%

补充信息

10%

总计

100%

总计

100%

总计

100%

总计

100%

主要挑战和解决方案

25%

收益和改进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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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流程
所有中国区的提名案例需参加IDC中国
区的奖项评选，获奖后IDC中国会将案
例推送去亚太参与亚太区域的评选
所有中国区的提名案例不可以直接参加
亚太区域的评选

公从票选
30%

2021 FOX
提名案例

中国区
FOX获奖名单

AF FOX
奖项评选

FOX中国区
卓越奖角逐

FOX评委评分
70%

重要日期 2021 IDC未来企业大奖将有两个提名截止日期，分别是：
1 2021年4月30日

下列4个奖项IDC 中国的提名截止日期

2

2021年6月10日

下列奖项IDC 中国的提名截止日期

⚫ 未来联接领军者

⚫ 未来数字创新领军者

⚫ 未来客户领军者

⚫ 未来工作领军者

⚫ 年度未来企业大奖

⚫ 未来基础架构领军者

⚫ 未来行业生态领军者

⚫ 未来智能领军者

⚫ 数字化转型年度CIO/CDO

⚫ 数字韧性特别奖

⚫ 未来运营领军者

⚫ 数字化转型年度CEO

⚫ 未来信任领军者

⚫ 数字化转型年度新锐人物

以上所有类别

中国区获奖者将在2021 IDC中国的线下数字化转型峰会上进行颁奖表彰
亚太区获奖者装将在IDC Arena的IDC Original系列节目进行线上颁奖表彰
（因为亚太区域的线上表彰需要提前录制内容，所以截止日期较早）

以上所有类别的中国区/亚太区获奖者将在2021 IDC中国/亚太的线下数字
化转型峰会上进行颁奖表彰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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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DC 中国 获奖名单回顾

2020 IDC 中国

数字化转型 综合领军者

蓝本数字建造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2020 IDC 中国

蓝本科技数字化智慧运营平台
数据驱动美妙出行
零售创新业态数字化转型项目
以患者为中心的数字化转型
浙江省政务一朵云

数字化转型颠覆者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VR技术在国内居住服务产业的首次大规模落地应用

数字化转型综合领军者

数字化转型颠覆者

2020 IDC 中国 运营模式领军者
卓越奖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打造“三化”特征的电网企业现代供应链智慧运营中心

优秀奖
信息数据
领军者

NEW!

商业模式
变革者

未来工作
领军者

全方位体验
领军者

运营模式
领军者

NEW!

数字化转型领
军CEO

数字化转型项目
领军人物

数字化转型项目
新锐人物
（40岁以下）

蓝本数字建造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河南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伊利集团
安徽新媒体集团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圳报业集团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古雷石化有限公司

郸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蓝本科技数字化智慧运营平台
稳致远，智能BOSS系统起航5G新时代
数据驱动美妙出行
安全框架下的多云自服务平台
上汽宁德智能工厂项目
数智华宇
中广核新能源生产备件联储平台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
基于共建共享共赢模式的大数据应用下的传统文化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
“信豫融"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
中国石油塔里木数字化油田
5G+智能银行
伊利“ 智能+ ”全价值链创新赋能项目
安徽新媒体集团-“安徽云”平台
阳光智慧餐饮工程
“深新智媒”传播服务平台
大众交通智能后视镜终端
古雷石化全厂智能管理综合系统
郸城县医共体项目——以信息化手段打造县域整合型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
新核心系统建设工程（分布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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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DC 中国 信息与数据领军者

2020 IDC 中国 未来工作领军者

卓越奖

卓越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国家妇科肿瘤科研及疾病管理一体化平台（“女娲平台”NUWA）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无界共享赋能康师傅HR数字化转型

优秀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装备公司
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信用卡系统智能升级项目
“数字装备”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浙江省政务一朵云
航空公司数字化转型
成都高新区智慧城市
华西医院云数智融合项目
山鹰纸业数字化销售平台实施项目
基于大数据存算分离创新架构的互联网分析和数据运营支撑平
台
智慧营销数字平台项目
数字云图——华侨城旅游大数据综合平台

2020 IDC 中国 全方位体验领军者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华润集团

财资管理云平台CBS7
基于大数据的燃气轮机远程诊断及专家支持系统
无界共享赋能康师傅HR数字化转型
智慧审计大数据项目
华发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项目
九州通财务共享平台
基础设施私有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华润集团智慧法务管理系统

2020 IDC 中国 商业模式变革者
卓越奖
海尔集团公司

基于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海尔数字化转型

卓越奖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优秀奖
百胜中国AI中台

优秀奖
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TCL实业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大数据局、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碧桂园集团
宜兴市教育局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竹林人家餐饮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红塔银行数字烟草服务平台
零售创新业态数字化转型项目
良品铺子门店+数字化营销实践
基于多模态对话的智能服务解决方案
AIxIoT全场景数智化
VR技术在国内居住服务产业的首次大规模落地应用
济南市不动产全链条事项办理
碧桂园【凤凰云】全国直营购房平台
江苏宜兴市智慧教育云平台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线上用户服务综合平台项目
竹林人家
苏美达集团海外业务业财一体化
全数据中台

宗申产业集团

基于忽米工业互联网平台宗申的数字化转型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以患者为中心的数字化转型

微众银行

微众揽月智能资管与ESG风险分析平台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东方电机“未来工厂”项目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实验室｜数字创新工厂

2020 IDC 中国
蓝光发展
宁波公牛电器有限公司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数字化转型领军CEO
迟峰
周正华
Frances Yu 余放
程涛
李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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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DC 中国数字化转型峰会回顾

2020 IDC 中国 数字化转型领军人物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张雷

海尔集团公司

陈录城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郭永锋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张亮

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

杨剑锋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徐晶（Tina Xu）

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崔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马丁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

钟峥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孙浩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蒋涵如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张明

中国平安

叶松云

IDC数字化转型大奖设立

5大

8大项目奖项
3大人物奖项

行业重点技术应用
场景创新大奖评选

500+个

62 位

优秀数字化转型项
目参与奖项提名

业界知名KOL
解析数字化转型趋势

2020 IDC 中国 数字化转型新锐人物
蓝本数字建造科技有限公司

刘华

碧桂园集团

吕杰文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萌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罗骏

6大主题系列
104支数字化转型内容
短片上线IDC Arena平台

2020 IDC 中国 疫情防控特别奖
武汉大学

疫情背景下非接触教学和管理支撑敏捷IT方案

海尔集团公司

卡奥斯企业复工增产服务平台

宁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宁波市医疗机构综合监管服务平台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

郑州城市大脑——新冠肺炎疫情立体化防控项目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省疫情防控态势图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疫情防控服务管理平台

13个行业
2046 位企业最终用户与
业务决策者
访问 IDC Arena浏览与交流
数字化转型最佳实践

活动新闻稿累计阅读量
超过4,700万+

155+家线上媒体转发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50 个合作伙伴倾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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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DC 亚太区获奖者
UnionBank of the Philippines
Digital Trailblazer
DX CEO

United Overseas Bank
Talent Accelerator

Ather Energy
Digital Disruptor

Piramal Glass
Digital Transformer

Shinhan Bank
Omni-Experience Innovator

New Zealand Inland Revenue
Information Visionary

Bank Danamon
DX Gamechanger

Haier Group Corporation
DX Leader

Open Rice Limited
DX CEO

Singtel
Operating Model Master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Special Award for
Resiliency

2019 IDC 亚太区获奖者
SATS
Omni-Experience Innovator
Digital Trailblzer

Coda Payments
Digital Disruptor

P&G Asia Pacific, Middle
East & Africa
Information Visionary

Zuellig Pharma
Information Visionary

Domino’s Pizza
Omni-Experience Innovator

AirAsia
Digital Transformer

Kyobo Life Insurance
Information Visionary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Omni-Experience Innovator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King Mongku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dkrabang
(KMITL)
DX Leader

Shinhan Bank
Information Visionary

Hong Kong Disneyland
Talent Accelerator

GOJEK Indonesia
Digital Disruptor

Citi
Talent Accelerator

L&T Hydrocarbon Engineering
Operating Model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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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IDC 亚太区获奖者
OVO
Digital Trailblazer
Digital Disruptor

Nat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Service
DX Leader

WeDoctor
Digital Disruptor

Hyundai Motor Group
Operating Model Mast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igital Transformer

United Overseas Bank
Information Visionary

Baheal Pharmaceutical Group
DX Leader

Gammon Construction
Operating Model Master

KPJ Healthcare Berhad
DX Leader

Mitr Phol Group
Digital Transformer

PhilhealthCare, Inc.
Omni-Experience Innovator

2017 IDC 亚太区获奖者
Changi Airport Group
Digital Trailblazer
Digital Transformer

Nat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Service
DX Leader

Chunyu Doctor
Digital Disruptor

TutorABC
Information Visionary
PhilhealthCare, Inc.
Omni-Experience Innovator

MTR Corporation
Digital Transformer

Jardine Restaurant Group
Information Visionary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Talent Accelerator

Taishin Bank
Information Visionary

DBS Bank
DX Leader

M Social Singapore
Operating Model Master

HDFC Bank
Omni-Experience Innovator

Postal Savings Bank of China
Operating Model Master

Lane Crawford
Talent Accelerator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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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问：IDC中国案例提名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 2021 IDC未来企业大奖提名截止日期分为2个：
• 2021年4月30日：未来联接领军者，未来数字基础架构领军者，未来数字创新领军者，未来产业生态领军者
• 2021年6月10日：年度未来企业大奖，数字化转型年度CEO，数字化转型年度CIO / CDO，数字化转型年度新锐人物，数字韧性特别奖，未来客户领军者，未来智能
领军者，未来运营领军者，未来工作领军者，未来信任领军者

问：为什么未来联接领军者，未来数字基础架构领军者，未来数字创新领军者，未来产业生态领军者4个奖项的提名截止日期更早？
答：所有中国区的未来企业大奖的获奖者才有资格参与亚太区未来企业大奖的角逐。（注：以上奖项类别的中国区获奖者将在2021 IDC 线下数字化转型峰会上对获奖者
进行颁奖表彰）以上4个奖项类别的亚太区获奖者IDC 亚太将在IDC Arena平台上的IDC Original系列栏目中对获奖者进行线上颁奖以及表彰。为了更好的视频内容的制作，
IDC 亚太团队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所以以上奖项类别的提名截止时间更早。

问：提名参与IDC未来企业大奖是否需要参加费用？
不需要。 2021 IDC未来企业的所有奖项均为免费参与。从参与奖项提名到出席颁奖典礼全程没有任何额外费用产生。所有参与2021未来企业大奖提名案例的企业或组
织机构均可获得2021 IDC 未来企业大奖颁奖典礼的入场券。 若最终获奖用户不接受IDC 最终授予的奖项荣誉将被视为自动放弃获奖资格。 所有的获奖用户将有资格受
邀参与IDC 2021 全年举办的思想领导力的系列活动 （包括IDC线上网络研讨会，视频内容录制，数字化转型系列研究访谈，高峰对话，圆桌会议等）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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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问：为什么从IDC 将数字化转型大奖 更改为IDC未来企业大奖？
答：在市场环境的影响下， 数字化转型本身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在新常态下，组织及其CEO需要重新设定议程的优先级来帮助企业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2021
IDC 未来企业大奖的奖项类别和评判标准可以是帮助企业组织更好的了解到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未来企业，服务于未来客户

问：作为一家技术供应商，我有意向和IDC 数字化转型峰会进行合作，与此同时想提名我的用户参与奖项评选，这可以提高我的用户的获奖几率吗？
答： IDC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公平和公正性。作为一家中立的研究机构，IDC在进行奖项评选的过程中完全遵守奖项评选的规则和流程。技术供应商的合作不会影响最终
奖项评选结果

问：如何提交案例提名？
答：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进行线上案例提名

问：我作为一个企业可以同时提交多个不同的案例吗？
答：可以，只要所有案例都符合提名标准。每个企业组织不限提名案例的数量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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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问：同一个案例可以同时提交多个奖项类别吗？
答：可以，但是每个奖项类别的评选维度以及需要填写的信息均不相同。若同个案例需要提名多个奖项，则需要重新创立提名案例并填写提名资料。但是重复提交多个
奖项类别也不能提高获奖几率，所以IDC建议每个案例只参与1个最适合的奖项提名即可

问：案例提交后还可以进行修改或删除案例吗?
答：可以，您只需要通过您的账户密码登录提名网站，即可管理所有提名案例。在提名截止日期前您可以对您提交的所有案例进行在线修改和删除以及提交案例的导出。
提名截止之后，则不能再进行任何修改

问：我可以直接参加亚太地区的奖项评选吗？
答：不可以，所有中国区的提名案例需参加IDC中国区的奖项评选，获奖后IDC中国会将案例推送去亚太参与亚太区域的评选。所有中国区的提名案例不可以直接参加
亚太区域的评选

问：什么是IDC Original？
答：这个系列节目是和IDC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视频系列栏目，栏目将在IDC Arena平台上独家上线。主要内容方向为IDC FOX 强相关的研究。您可以将其视为Netflix
上的系列栏目-IDC将为该节目的制作者，与此同时IDC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即赞助商）与IDC一起携手，以FoX研究内容为主作为整个栏目的故事线来制作以集为单位的
视频内容。IDC Original将围绕：未来数字创新；未来行业生态 ；未来连接 ； 未来数字基础架构 4个奖项的获奖者/入围者的经典案例来制作视频内容。注：该系列节
目目前仅在IDC 亚太 Arena平台上线，IDC中国暂不开放该系列节目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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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问：四个FoX奖项（未来数字创新；未来行业生态 ；未来联接 ； 未来数字基础架构）如何在IDC Original 中体现？
答：这4个奖项类别与其余的FOX奖项由不同的渠道进行发布，因此IDC创立了 IDC Original 系列节目，这4类奖项的获奖者将以拍摄视频内容的形式在IDC Arena平台上
进行展示和分享 。因为这些是IDC FOX最新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希望通过IDC自建的线上视频内容平台让这些研究领域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还计划以这些新的FoX研
究领域为主题召开一些列的线上圆桌讨论

问：2020年以前一直发布的 数字化转型综合领军者 以及 数字化转型颠覆者 的奖项去哪了?
答：2021 IDC 将奖项规划的概念从数字化转型上升到了未来企业的概念。因此，数字化转型综合领军者 和 数字化转型颠覆者2个奖项我们统一将它们合并升级成了 年
度未来企业大奖。年度最佳未来企业奖 将对外开放提名，面向所有实体经济企业或组织机构 以及 初创企业开放

问：当数字化转型大奖 全新升级为 未来企业大奖时，往年的数字化转型峰会将如何举办？
答：IDC只是对奖项进行了升级，未来企业等于数字化转型2.0. IDC线下的数字化转型大会还是会如期举行，其活动主题仍然是围绕数字化转型进行，并会在活动上对
2021 FOX的获奖者进行表彰。2021将会是一个过渡年，IDC希望在这一年，利用已经建立的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品牌度成功的过渡到未来企业的阶段

问：IDC奖项计划只是一个IDC 中国/亚太的项目吗？
答：目前为止对于提名者来说是的。但是，这个奖项计划已经开始像IDC全球化扩张。在2021/2022中，该奖项有计划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启动。全球范围的奖项发布
也正在计划和筹备中。IDC 亚太已经积极的WW团队保持紧密的工作沟通，以确保FOX项目在平品牌定位，信息传递，案例提名，评判标准等方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案例提名网站入口：http://award.idcchina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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