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DC 高管洞察 
赞助商：Citrix 

远程工作大转型：中国企业的准备程度
如何？ 
2020 年 6 月 

作者：Simon Piff，IDC 亚太地区安全研究副总裁 
 

简介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限制的调整以及各企业及组织运营进入过

渡和新常态阶段，能为员工提供有效和安全的远程工作解决

方案的公司将拥有明显的优势。 

Citrix 最近委托 IDC 开展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旨在更好地了解

亚太地区的组织机构对远程工作的准备情况，10 个市场的所

有受访者都表示他们需要远程工作的能力——而在中国，

24.6% 的受访者没有这样的能力。 

结果与 IDC 所做的其他研究相一致，反映了远程工作作为数

字弹性计划的一部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需求驱动的远程工作 
企业为保持员工社交距离不得不阻断并限制了一部分业务的

进行，此时远程工作的作用大为凸显，因其是在业务中断期

间保持业务连续性和降低风险的先决条件。 

当被问及是什么驱使他们的企业或组织渴望提供远程工作技

术时，很明显，COVID-19 新冠疫情大流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图 1 所示，在全国样本中，“作为业务连续性计划的一部

分，规划了一段时间”的比例明显较低（20%），相比之下，

43.1% 的人承认疫情使投资远程工作解决方案成为“当务之

急”。对于 33.8% 的受访者而言，远程运营显然是其现有业务

连续性或数字转型路线图的一部分。 

 

COVID-19 突显了企业对安全远程工作的迫切

需求，因为亚太地区的企业都在面临确保业

务连续性的挑战。通过 Citrix 的委托，IDC 对 

342 位 IT 决策制定者和影响者进行了调研，这

些受访者的机构在全球的员工人数超过 500 

人。在线调查开展于 2020 年 4 月到 5 月期

间，横跨 10 个市场：澳大利亚、中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

兰、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关键统计信息 

» 75.4% 的中国企业目前正在提供远程工作解

决方案。 

» 61.5% 的中国企业正在为所有员工提供远程

工作选择。 

重要事项 

IDC 认为，随着疫情的消退，远程工作对于可

持续的业务运营至关重要，无论是现在，还

是在接下来的正常工作中情况都是如此。 主

要优势： 

»员工：由于不必到工作场所上班，工作效

率提高；可以更灵活地兼顾家庭责任。 

»雇主：潜在的成本节约包括获得更大的人

才库，因为他们不受地域或位置的限制；

员工参与度更高、积极性更高且工作效率

更高。 

 

概览 

当远程办公成为未来工作的一部分时，对业务应用和工具的安全连接和访问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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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COVID-19 新冠疫情使远程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Q 现在，是什么推动了您调配远程工作技术的愿望？ 

 

来源：IDC-Citrix 业务连续性快速研究，2020 年（N = 342， 亚太地区，中国样本数量 65） 

尽管对于远程工作的认可度很高，但“目前正在考虑”进行必要技术投资的受访企业或组织的百分比反映

了知晓与不采取太多行动之间的差距（参见图 2）。 

图 2：一些机构仍然对投资远程工作技术保持沉默  

 

来源：IDC-Citrix 业务连续性快速研究，2020 年（N = 342， 亚太地区，中国样本数量 65） 

 

在部署的范围和广度方面，调查显示不同受访者群体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如图 3 所示，超过三分之一（36.9%）受访者无法访问用于远程工作的设备，这引发了人们对作为替代

方案的自带设备产品的访问和安全方面的担忧。考虑到促进远程工作解决方案所需的工具，人们不免

担忧，即不安全的非公司设备能够从可能不符合组织安全策略和要求的设备访问一系列工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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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协作、业务应用程序和文件）。根据调研，大多数受访者（84.6%）可以访问电子邮件，

87.7% 可以访问协作工具，90.8%可以访问业务应用。 

图 3：电子邮件和业务协同工具列表 

Q 您的员工是否可以访问这些项目以进行远程工作？ 

 

来源：IDC-Citrix 业务连续性快速研究，2020 年（N = 342， 亚太地区，中国样本数量 65） 

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 
尽管各企业或组织都接受了远程工作，但他们显然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29.2% 的受访者认为他

们将能够缩减或取消这种远程工作服务，相比之下，41.5% 的受访者已经为所有员工提供远程工作，并

预计即使在疫情消退后，这一水平仍将持续下去。 9.2% 的企业尚未部署，但相信他们只会提供有限的

访问权限，如果他们提供任何访问的话。 

考虑到另一项调查的结果，应该审查这一方法。根据 IDC 的“2020 年未来工作员工调查”，在接受调查的

中国员工中，39% 的人表示，缺乏远程工作解决方案是他们企业或组织整体成功的障碍。员工希望能够

从最方便的地方开始工作。 

企业或组织安全方面的信心依然很高，90.8% 的受访者认为其企业或组织的远程工作访问是安全的。这

就是说，问题依然存在。其中的主要是工作相关文件的安全性，其次是恶意软件和连接的不稳定性

（参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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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首要的网络安全问题 

Q 在考虑施行远程工作时，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是什么？ 

 

来源：IDC-Citrix 业务连续性快速研究，2020 年（N = 342， 亚太地区，中国样本数量 65） 

 

至于部署远程工作解决方案的障碍，一小部分企业或组织指出，他们必须解决预算（9.2%）或技能

（13.8%）问题才能考虑此方法。其他企业也面临着员工访问设备的挑战（36.9%）或者是必要连接性的

挑战（36.9%）。 

与该地区的其他市场相比，中国因提供更广泛员工访问权限在亚太地区的国家中脱颖而出，只有 10.7% 

的受访者表示受到访问限制，其中企业高管（1.5%）、业务主管（(4.6%）或 IT 工作人员（4.6%）。中

国也是 IDC 认为的远程工作成熟度最高的国家，27.7%的企业或组织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虑，而该地

区的平均水平为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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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哪些人拥有远程工作访问权限 

Q 在考虑远程的工作需求时，这将会向哪些角色提供？ 

 
来源：IDC-Citrix 业务连续性快速研究，2020 年（N = 342， 亚太地区，中国样本数量 65） 

安全的远程工作：为员工提供最佳体验 
为在不牺牲安全的情况下保持工作效率，受访者认为支持新的远程工作文化的前 5 大技术投资为：防火

墙、数据丢失防范、入侵检测、保护系统、协同内容安全和虚拟专用网（VPN）。 

IDC 认为，这不仅能够提供安全的远程工作，而且能帮助提升员工的生产效率，从而实现以用户为中心

的体验。IDC 的“未来工作员工调查”证明了确保员工拥有安全的远程工作能力的重要性及其价值，61.5% 

的中国员工认为远程访问是一种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工作的技术。 

在全球大环境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亚太组织都在想方设法将业务中断的频次降至最低，并赋予员工权

力，以保持企业的创新节奏。IDC 的研究表明，节省通勤时间以及更灵活地承担家庭责任，可以更好地

平衡工作和生活，这意味着员工更有活力、更高效且更积极。随着获得更大人才库的可能性增加，未

能利用远程工作解决方案的雇主有可能在当今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落后。正如疫情中的情况所示，随

着虚拟化成为满足客户参与需求的必备条件，保持在线互动的企业在培育所有与客户的接触点方面将

享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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