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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员工在何处工作，合适的显示器 

均可给员工带来赋能、支持和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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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远程办公迅速发展，出色的员工体验 (EX) 受诸多因

素影响。1但 Forrester 的研究表明，出色员工体验的衡量标准始终如一，

即赋能、支持并激励员工。组织越来越意识到员工体验对业绩拉动的重要

性。众多公司纷纷认识到，作为组织客户体验 (CX) 的管理人，员工可决

定组织日常客户体验的成败。

2019 年 10 月，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探讨桌面和

会议室显示器在工作环境中对营造积极员工体验的作用。2
Forrester 围绕

该主题开展了 3 次调查和 10 次访谈：

 › 430 名参与显示器/终端用户设备采购和/或工作场所设计的业务决策者

和影响者。

 › 800 名使用计算机和/或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开展日常工作的知识密集

型员工。

 › 150 名工作环境专业人员（例如，组织心理学家、行为专家、办公室策

划人员、人因学专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员等），他们可以探讨与员 

工生产力、工作环境、员工工作风格和福祉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 

问题。

 › 10 名参与显示器/终端用户设备采购和/或工作场所设计的业务决策者和

影响者。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员工体验与工作场所（传统办公场所或居家办

公）环境的质量息息相关。事实上，实施了工作场所改进措施的公司均呈

现出更出色的员工体验以及成本节约和/或收益增长方面的商业价值。我

们从更深层次分析了技术和显示器的作用，揭示了增强员工体验的显示器

具体特色及如何增强员工体验。

“ 组织正在积极寻求工作场所

设计方面的突破，从而为新

员工提供支持、释放生产力

并提高员工满意度。”

   Karen Giunta，工作场所 

室内设计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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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发现

 › 改善客户体验仍是组织的工作重点。认识到客户体验对业绩的直接影响

持续增加。事实上，56% 的受访组织表示，客户体验已经在过去两年间

发展成为组织的优先事项。本研究还发现，出色的客户体验受诸多因影

响，包括通过提升员工支持和装备优化客户体验过程。

 › 支持员工实现出色客户体验日益重要，并且会创造商业价值。64% 的受

访雇主认识到员工体验对推动良好客户体验重要性，而且已有组织在持

续投资意在改善员工体验的计划。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做法会获得积

极的商业回报。例如，对曾在过去 12 个月内为员工生产力解决方案投

资的组织调查发现，它们在成本节约或额外收益方面的商业收益比未进

行投资的企业平均高出 14%。

 › 显示器对营造良好工作环境的重要作用。工作场所实践和技术需求在不

断发展，因此公司必须顺应时势，促进积极的员工体验。72% 受访的工

作环境专业人员肯定了借助适当的技术和硬件来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对

于实现出色员工体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中，显示器对提高出色员

工体验功不可没。81% 的受访员工表示，无论身处办公室还是家中，显

示器都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合适的显示器可以让员工感觉更加富有成效、更具协作性并与组织联系

更为密切。员工生产力、协作以及与组织的联系是形成员工敬业度和积

极员工体验的三大关键因素，显示器可以对它们产生直接影响。例如，

79% 的受访员工回答称，超宽屏幕上能够以更快、更智能的方式协助他

们执行任务，从而提高生产力。我们的研究还发现，61% 的调查对象表

示，显示器的设计特色能够营造一种接纳心思的感觉，还能加强个人与

组织价值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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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员工体验对于良好的客户体验和
长期业务增长至关重要 

数字化变革降低了准入壁垒，采用量膨胀降低了忠诚度，而且迅速变化的

员工队伍加大了人才保留的难度。强大的外力作用正在改变企业的动态及

其与客户日常互动的方式。2020 年，组织及其客户体验团队正在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全球颠覆性力量催生出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改变

了全球组织的客户互动与员工敬业度模式，迫使他们重新考虑优先事项及

自身运营模式。事实证明，56% 的组织表示，客户体验已经在过去两年间

迅速发展成为组织的头等大事。

身处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首席体验官 (CXO) 必须继续与组织内其他部门

合作，加速公司复苏进程。虽然接受短期收益损失不可避免，但他们仍然

需要继续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体验，并继续推动业务增长。为此，他们应该

强化品牌亲和力并精心设计相关信息，从而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间内

缓解客户压力并吸引客户。

员工体验成为可持续业务发展的关键

随着颠覆性变化愈演愈烈，差异化的窗口不断缩窄，确定后续优先事项并

非易事。创新、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更多因素都有可能支持长期业务发展，

但组织往往忽略了，自家员工有可能才是最大的竞争优势。事实上，一些

全球商业翘楚都视员工为成功的秘密武器。物色人才毫无疑问是重要环

节。但随着组织加入人才之争，人才（零工）经济迅猛发展，另一个重要

问题仍然存在：组织在获得人才之后，应该如何留住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

的潜能呢？

身处纷繁变化之中，远程工作需求不断增长，这个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但

是答案却并无二致：为实现积极员工体验进行投入，从而维持业务的连续

性、改善客户体验并最终提高业绩。在定义当前员工体验的状态时，我们

的研究发现：

 › 提升员工体验已经成为成为企业头等大事。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发现员

工体验、客户体验和业务增长之间的联系，员工体验将继续作为业务优

先事项不断发展。在今年的调查中，55% 的雇主报告称，过去两年来，

员工体验已经发展为组织的头等大事（见图 1）。实际上，在 2018 年的

委托研究中，只有 47% 的受访者将改善员工体验作为业务优先事项。3

今年的研究还发现，64% 的受访雇主认识到出色的员工体验有利于良好

的客户体验；相比之下，2019 年的研究中只有 58% 的受访雇主持此观

点（见图 1）。4美国和英国尤为如此，74% 的受访雇主认识到员工体验

和良好客户体验之间的联系。

面临诸多确定性和不
确定性因素，我们通
过员工推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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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善员工体验继续推动企业发展。研究表明，敬业员工更有可能发挥主

动性，从而实现更强大、更稳定的客户体验和更高的商业价值。动机始

终存在，最重要的是，改善员工体验具有长远好处。实际上，MIT 进行

的一项研究发现，拥有卓越员工体验的公司比员工体验处于第四象限的

组织利润高出 25%。5今年委托 Forrester 开展的研究发现，在工作场所

中采取多种举措可以促使员工体验的改善。例如，67% 的受访雇主在更

换员工使用的旧技术和旧硬件（例如计算机和显示器）后改善了客户体

验（见图 2）。

 ›  实现出色的员工体验必需根据全新的工作社会背景调整工作环境。在

今年受访的工作环境专业人员中，72% 认为工作环境对于实现出色的员

工体验非常关键。这一点的优势显而易见，有 61% 的受访雇主反映他

们员工的幸福感提高了、压力水平降低了。55% 的雇主在投资翻新办

公空间（例如，采用全新布局、室内设计、公共区域等）后提高了员工

敬业度/满意度（见图 2）。随着虚拟/远程工作的大幅增加，组织开始

面临工作环境的新形势：居家办公。组织需要通过多种方式调整适应这

种全新工作常态。例如，为支持新增的远程员工，科罗拉多州已投入了 

1,800 台紧急笔记本电脑。6
 但是接下来预计会有更多公司开始远程/虚

拟工作，因为这种办公概念被证明具有可行性，而且员工需要更加灵活

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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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对象：430 名参与显示器/终端用户设备采购和/或工作场所设计的业务决策者和影响者。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您对以下陈述的赞同程度如何？”
（显示选定结果）

不敬业的员工会降低盈利能力 43% 22%

员工体验有利于推动良好的客户体验
越来越多组织认识到
员工的作用，以及出
色的员工体验能有效
提升客户体验和和盈
利能力。

43% 21%

员工体验影响我们的盈利 38% 21%

我的组织需要改善员工体验 32% 28%

客户体验已经在过去两年间迅速发展
成为组织的头等大事

35% 20%

同意 强烈同意



图 2

研究对象：430 名参与显示器/终端用户设备采购和/或工作场所设计的业务决策者和影响者。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贵公司从这些工作场所改进计划中获得哪些收获？” 
（展示一系列计划和优势）

更换旧技术和旧硬件

为提高员工生产力进行的技术和硬件投资

为改善员工协作进行的技术和硬件投资

办公场所翻新

采用或扩展易于协作的空间

远程和移动工作人员增加

67% 改善了客户体验
53% 提高了员工敬业度/满意度

53% 提高了员工生产力
49% 提高了员工敬业度/满意度

55% 改善了客户体验
49% 增加了收入

61% 提高了员工幸福感，降低了压力水平
55% 提高了员工敬业度/满意度

工作场所改进计划 最大优势

64% 降低了控制成本
57% 改进了知识共享和协作

63% 提高了员工敬业度/满意度
62% 加强了员工与公司价值观的联系

赋能、支持和激励员工如何促进积极的员工体验

为了获得积极的商业成果，公司必须确定和消除障碍与壁垒，实现更理想

的员工体验。Forrester 员工体验指数表明，培养敬业机敏的员工可提高

员工个人的主动性，帮助组织更有效地赢取、服务和留住客户，同时提升

通过各种成果提升业绩。

Forrester 的员工体验指数分析中包括了 75 个因素，其中 18 个因素成为

员工敬业度的重要预测因子。这些是影响员工体验并对员工敬业度存在重

大推动作用的组织和技术因素。这些因素分属三大类别：赋能、支持和 

激励。7

 › 赋能：知悉组织重要事项并获得授权和支持开展实施。赋能是预测员工

敬业度的关键因素，因为其中包含了驱动自主工作的心理条件、创造力

和工作满意度。通过营造一个可以提高员工生产力和认可度的环境，支

持他们发挥自主性，领导者可以成为员工赋能的最强驱动因素。

 › 支持：提供完成重要工作的技术和资源。对于知识密集型员工，支持在

预测员工敬业度方面尤为重要。琐碎的常规障碍会扰乱工作流程、妨碍

工作进展，是员工体验的克星。拥有正确的技术且能够访问完成任务所

需的关键信息对于维持员工敬业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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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励：可以发表意见并相信组织的核心使命和价值观。敬业的员工会感

觉与组织紧密联系。相信公司的核心使命和价值观，即，认为公司具有

前瞻性和创新性，运营合乎道德，这是员工敬业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具

体而言，这些要素与员工愿意为组织目标投入更多个人精力的心理意愿

相关。

全新工作环境中生产力、协作和与组织
联系的重要性
在当今的工作环境中，员工期望继续转变。随着虚拟办公和岗位日益普

遍，预计到 2020 年，部分虚拟试验将很快成为新常规。实际上，远程工

作已经日渐普及，94% 的受访组织计划在未来 12 至 24 个月内增加远程

虚拟会议，而不是与面对面会议。以一家澳大利亚电信公司为例，他们宣

布公司的呼叫中心客服代表将继续长期在家工作。8如今，员工希望提高

工作灵活性，并要求组织采用适当的保障技术支持不同工作风格。9

将员工安排居家办公后，一些公司需要努力确保自家员工能够保持办公

室水准的高效。例如，一家美国投资公司最近要求 45,000 名员工远程办

公，但是员工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向家里寄送一台新显示器。10另一个示例

是一家美国医疗保险公司，他们根据不同的现场依赖性制定了五种独立的

工作方式计划，其中一项计划是完全远程工作。11

生产力、协作和与组织联系如何帮助提高员工体验和业绩

鉴于此，了解强有力的员工体验的驱动因素及其与工作环境关系，具备适

应这种全新工作社会环境的能力，对于对于组织而言至关重要。在考虑工

作环境时，组织必须考虑远程工作的兴起，同时发散思维把居家办公也纳

入涵盖范围。还有一点同样重要，他们需要深化对环境构成的理解，包括

员工可用技术，以及实行支持远程工作的政策和准则。事实上，72% 受访

的工作环境专业人员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肯定了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配备适当的技术和硬件有利于实现出色的员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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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更广泛组织的实地
呈现，工作环境既是 

一个组织员工体验的表
现，同时又是构成员工
体验的基础。



去年的委托研究中探讨了用户对显示器的态度。其中指明了特定的显示器

特色会影响员工对生产力、关爱度和幸福感的感受。12今年的研究进一步

拓展话题，涵盖了员工的整体体验，包括虚拟员工的概念。我们在这个过

程中发现，改善了工作环境的组织同样提升了员工体验。这使我们能够专

注于员工的生产力（这是实现出色员工体验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扩展研

究领域，涵盖协作和与组织联系的概念。具体而言，我们发现，要成功赋

能、支持和激励员工，组织必须专注于赋能员工以提高生产力、支持员工

以提高协作性，同时强化与组织价值观的联系以激励员工：

 › 无论员工在哪里工作，都可通过技术提高生产力。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

在家中，技术解决方案和硬件都是工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

员工生产力至关重要。事实上，71% 受访的工作环境专业人员表示，员

工可用技术是实现员工体验和客户体验的关键。这也可转化为业绩， 

曾在过去 12 个月内为员工生产力解决方案投资的组织中，它们在成本 

节约或额外收益方面的的成效比未进行投资的企业平均高出 14%（见 

图 3）。此外，我们从 11 项工作场所改进计划中发现，投资员工生产力

解决方案（例如宽屏/双显示器、移动设备等）与提高员工生产力的关联

最为密切。53% 的受访雇主报告了此项投资与员工生产力之间的直接联

系（见图 2）。

 › 支持员工轻松协作、访问和共享信息。最近的危机凸显了帮助员工随时

随地保持协作的技术的重要性。从办公环境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发

现，采用或扩展用于协作和办公桌轮用的办公空间，这与推动成本节约

和改进员工知识共享的关联性最为密切。确实，曾在过去 12 个月内采

用或扩展协作空间（例如，视频会议室、创新实验室、培训室等）的 

64% 的雇主已降低或控制了自己的年度成本（主要由于房地产成本下

降），而 57% 的雇主还发现了员工的协作性有所增强。无论是否采取

其他措施，与未投资协作空间的组织相比，已投资协作空间的组织能明

显节约成本或增加其他收入，平均收益为 35%（见图 3）。与未投资这

些计划的雇主相比，采用这两项工作场所改进计划的雇主反映员工敬业

度有所提升。

“良好的工作环境通过赋予员

工掌控感，让他们获得赋能和

支持。”

  Maria Lund Jensen，医疗技术

公司工作场所服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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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组织将工作场所设计作为业务决策，可以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如果妥善实施，办公室就能从工作场所转化成支持企业目标的强大业务 

工具。”

  Karen Giunta，工作场所室内设计公司顾问



 › 打造促进员工与组织价值观紧密联系的工作环境，以此激励员工。为了

提供良好的员工体验，组织必须将工作环境视为公司品牌的延伸。55% 

的受访员工表示，公司价值观在工作场所和可供员工使用技术中如何呈

现，将会影响员工体验水平。事实上，62% 受访的工作环境专业人员认

同，工作场所设计选择可改善员工对雇主的看法。除了设计之外，受访

的工作环境专业人员还表明，员工如何维护自己的工作隐私也会增加他

们对组织的信任，让他们在工作时更有信心 (66%)。此外，致力于可持续

/环保工作政策/实践的组织与员工的品牌联系也会更加紧密 (60%)。实际

上，众多组织已经开始积极采取行动。在受访的雇主中，有 66% 计划在

接下来 12 个月内加大投资工作环境改善。其中，美国雇主的表现更为明

显（占比 80%）。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随着工作环境延伸到家中，不断

增加的远程和移动工作人员计划尤其强化了员工与组织的联系。的确，

如果方法得当，借助正式的远程工作计划及适当的支持技术，实施或增

加远程工作对于强化员工与组织的联系十分有效。62% 的受访雇主表示

直接相关性，在所有测试计划中比例最高（见图 2）。远程工作增加还

将受访雇主的员工敬业度提高至 63%，并将受访者的人才吸引率提高至 

57%（见图 2）。这将有利于这些组织的成本节约或额外收益。在整体工

作场所改进计划中实施远程工作时，受访组织在成本节约或额外收益方

面比未实施计划的公司平均高出 50%（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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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对象：430 名参与显示器/终端用户设备采购和/或工作场所设计的业务决策者和影响者。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三项关键的工作场所改进计划体现更大优势

为提高员工生产力进行的技术和硬件投资

采用或扩展易于协作的空间

远程和移动工作人员增加

+14%

+35%

+50%

进行相关投资的组织与未进行相关投资的组织的
成本节约或额外收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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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对提高员工生产力、协作和与组
织联系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公司正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性质，促进他们重

新思考当前技术优先事项，从而确保业务恢复能力。实际上，雇主在改

善工作环境时面临两大挑战，即瞬息万变的现实 (50%) 和捉襟见肘的预算 

(53%)。

在这种情况下，Forrester 的员工体验指数确认了员工可用技术的重要

性，这是促进员工敬业度的关键因素：“技术的使用和满意度都对员工敬

业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信息工作者而言，技术是让他们赖以生产的主要

资源。能够发挥作用的技术是一大利好，但如果技术失效甚至速度减缓

时，将会导致员工疏离并且最终妨害敬业度。具体而言，在调查中敬业度

排名前 20% 的员工对所处技术环境很满意，而排名靠后的 50% 的员工则

对技术最不满意。”13
 

影响员工生产力、协作和与组织联系的特定显示器特色  

在技术解决方案和硬件中，显示器是知识密集型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关键

推动因素，在创建理想工作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81% 的受访员工表示，

显示器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见图 4）。

但仍有改进空间，约有一半的受访组织 (45%) 在采购显示器时继续采用一

刀切的方法，只有 28% 的受访员工对当前的显示器设置完全满意。更具

体地说，我们在去年的委托研究中发现，特定显示器特色（包括人体工

学、屏幕前体验和连接性能）对员工体验存在影响。具体而言，去年的研

究发现，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设备不仅损害员工健康，还会令他们对公司产

生负面印象。我们同时发现，显示器的屏幕前体验和连接性能会影响员工

生产力。

为了进一步了解显示器对员工体验的影响，我们已对今年的分析进行扩

展，希望探讨显示器特色与员工对效率、协作以及与组织关系感受之间的

联系。基于这些新元素，我们在分析时重点关注六项关键显示器特色：超

宽屏幕、色域覆盖、会议室屏幕、设计、可持续性和隐私。我们将在以下

部分探讨分析结果。

“在工作环境中为员工提供的

技术的确重要。许多员工都在

全球团队中工作，他们需要相

互协作并与项目保持联系。”

  生物技术和医疗公司人因学 

工程师

“员工对工作场所的很多认知

都取决于视觉感受。由于员工

工作时会长时间看显示器，因

此显示器毋庸置疑是工作场所

中的关键设备之一。”

  Michael Collins，标准机构 

人体工学顾问



图 5

研究对象：800 名使用计算机和/或笔记本
电脑和显示器开展日常工作的知识密集型
员工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以下显示器功能对于帮助提高生产力
的作用如何？”

设计特色 41% 36%

超宽屏幕 38% 37%

更广色域 41% 33%

隐私功能 40% 31%

可持续性功能 33% 33%

非常重要

至关重要

通过超宽屏幕和更广色域提高生产力
去年的研究表明，显示器大小和分辨率、颜色准确度和蓝光发射水平都是

在提高员工生产力时需要考虑的重要特色。今年的研究强调了超宽屏幕和

更广色域显示器的重要意义，可提高员工日常工作效率，并最终影响员工

体验。我们的分析显示：

 › 超宽屏幕可提高员工生产力。受访员工表示，超宽屏幕上能够以更快、

更智能的方式协助他们执行任务，从而提高生产力 (79%)。76% 受访的

工作环境专业人员肯定了超宽屏幕会对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事实上，

66% 的受访员工表示，需要减少在工作应用程序/窗口之间的切换次

数。另外 75% 的受访者希望超宽显示器帮助他们优化多任务处理，让

他们能够重点关注其他能创造价值的工作。组织积极回应需求，64% 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决定购买显示器时首先考虑屏幕大小，而 74% 的

受访者表示，超宽屏幕是员工日常工作中所需的重要特色。

 › 同样，更广色域有助于员工提高任务执行效率。75% 的受访员工表示，

在日常工作中需要精准的颜色还原。这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速

度，71% 的受访员工认为，更广色域率可提高生产力，而 65% 的受访

者表明，更广色域显示器能呈现真实色彩，有助于设计和使用创意内容

（例如网站、广告等）。

图 4

研究对象：800 名使用计算机和/或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开展日常工作的知识密集型员工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请说明您对以下陈述的赞同程度。”
（选择“同意”或“强烈同意”的受访者）

显示器在全球工作环境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德国、中国和法国。

显示器在我的
工作环境中具
有重要作用

75%

美国

77%

英国

82%

斯堪的纳维
亚地区

86%

法国

87%

中国

82%

日本

66%

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

89%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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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屏幕大小不足和色域不佳会对员工生产力造成负面影响。只有 23% 的

员工对自己的显示屏大小完全满意。如果屏幕不够大，会影响员工高效

完成多项任务处理，从而对日常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显示器色域不高也

会影响员工生产力，只有 20% 的知识密集型员工对该功能完全满意。

例如，80% 的员工表示，更广色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准备和阅读演示

文稿、设计产品和组件 (69%) 以及设计营销宣传资料 (69%)。这代表了

组织可以开辟全新机遇，提高员工生产力，为员工提供达到理想水准所

需的合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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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宽的屏幕不仅更符合人体工学，而且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曲面屏非

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持用户视线专注屏幕内容，有助于降低周围和办

公室环境干扰。这在当今更为开放的工作环境中尤为重要。”

   Livia Czaholi，职业服务公司工作场所服务经理

通过增强会议室解决方案实现更快捷、
更智能的协作
远程工作不断扩展，凸显了协作在维持众多组织的业务连续性方面的重要

性。虽然部分员工将继续远程工作，但其他员工仍将回归办公室，或采用

混合工作方式。对许多人而言，与其他位置或地区的团队成员和合作伙伴

协作将成为新常态。本节将探讨协作空间和会议室屏幕在帮助员工协作并

最终改善员工体验方面的作用：

 › 会议室屏幕是轻松协作、访问和共享信息的关键组件。对于近乎一半的

雇主 (45%) 而言，设计适合协作的会议室都颇具困难，如今大部分会议

室都配备了屏幕 (62%)，但其中仅有一半会议室支持互动功能。因此，

发现 88% 的受访员工并不满意当前会议室设置也就不足为奇。在确认

该发现的过程中，61% 受访的工作环境专业人员表示，传统的会议室投

影仪或屏幕不足以帮助员工轻松合作、访问和共享信息。但可以料想，

我们将来可以看到这种局面改善，因为 33% 的受访组织有望在未来  

12 至 24 个月内将当前会议室显示屏升级到带有互补外围设备的大型交

互式触摸屏。

“ 配备具有高级功能（如触摸

屏）的会议室屏幕，可以更

好地协作和可视化效果，这

些都是会议过程中的关键组

成部分。当远程工作和虚拟

团队已然常态化，这是全球

虚拟员工的需求。”

    Divya Narayan，医疗网络 

人体工学顾问



 › 丰富的会议室屏幕功能可提高员工的协作效果。受访员工将视听功能

（例如，摄像机、麦克风、扬声器等）选为影响会议室中有效协作的最

重要功能 (74%)（见图 6）。这也是 71% 的雇主在制定采购决策时的首

要考虑因素。同样，组织应考虑触摸屏功能，从而帮助员工在会议期间

更积极地与共享屏幕互动和协作。60% 受访的工作环境专业人员认为触

摸屏功能可在使用会议室屏幕时提高员工协作。会议室屏幕还应充分利

用无线连接功能，避免在寻找缺少连接器/电缆的情况下浪费时间——

50% 受访员工认为这是使用会议室屏幕时的首要问题。工作环境专业

人员建议组织在未来的预算开支中进一步加大投资会议室的无障碍功能 

(66%)。

 › 会议室效果不佳会阻碍员工协作。不良体验会让员工感到沮丧，而且他

们会感觉没有充分参与会议。实际上，71% 的人认为会议室屏幕效果不

佳会阻碍他们与同事及合作伙伴开展协作的能力。同样地，大约有一半

受访者表示，开会期间进行屏幕共享时难以与他人有效协作和互动。协

作功能不佳导致心情受挫并浪费时间。

图 6

研究对象：800 名使用计算机和/或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开展日常工作的知识密集型
员工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以下会议室显示器特征在改善与同事、合作伙伴和客户协作方面的作用如何？”
（显示前五个答案）

多媒体功能 48% 26%

设计特色 37% 30%

屏幕大小 34% 30%

无线连接功能 32% 31%

无障碍功能 30% 30%

非常重要 至关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会议室
屏幕的多媒体功能对于
支持协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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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室屏幕上的白板和触摸

屏功能非常棒。它使用户能

够‘另辟蹊径’、更具创

意、加强协作并最终提高 

生产力。”

    Mark Edwards，工程管理 

咨询公司人力资源顾问



利用设计、隐私和可持续性特色与员工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经过测试的 11 项工作场所改进计划中，我们的研究发现，支持远程工作

对员工与组织的联系影响最大。其他因素包括支持员工保护环境、尊重个

人隐私，并帮助他们接受新理念，这也有助于建立信任、加强联系：

 › 雇主注重考虑设计特点可增强整体工作场所并加强员工与组织的联系。

显示器的设计在员工与组织品牌和价值观联系中影响最大（相关性达到 

70%）。组织正在优先考虑这一点。采购显示器时，雇主考虑的最主要

特色是显示器的设计 (73%)；比包括屏幕大小在内的其他任何特色更重

要 (64%)。更具体而言，雇主正在考虑具有轻松访问端口 (71%)、窄边框 

(67%)、轻薄设计 (63%) 的显示器。这会引发员工共鸣，他们在选择工

作场所显示器时更加青睐专业/现代审美 (59%)。还有 61% 的员工表示，

显示器的设计特色能够整体改善工作场所，让他们感觉乐于接受新想法

并加强与组织价值观的联系（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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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研究对象：800 名使用计算机和/或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开展日常工作的知识密集型
员工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以下显示器功能对您和自己组织价值观联系的影响程度如何？”

可持续性功能可体现我对环境保护
和限制碳足迹的态度

29% 24%

有助于保持工作场所隐私的
隐私功能

39% 30%

设计特色可以整体提升我的工作场所，
营造接纳新思的氛围

44% 17%

影响强烈 影响深远

隐私功能会影响员工与
组织价值观的亲近感，
这一点尤其不容忽视。

“显示器的边框会影响员工对
显示器尺寸的感受。纤薄边框
显示器会呈现出升级效果，但
是 [它们] 还可以实现更多操控
性/灵活性，因为可以节省更
多桌面空间。”

  Michael Collins，标准机构人

体工学顾问

“在采购显示器时，组织应努
力找到预算内的生态友好型 

资产。”

  Divya Narayan，医疗网络 

人体工学顾问



 › 显示器的可持续性特色可体现公司价值观。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可直接影

响他们的人才吸引能力；尤其是千禧一代会根据公司价值观做出就业决

策，他们 “更看重目的而非薪水”。14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看法包含

为员工提供开展日常工作的必要技术：可持续性特色（例如，耗电量、

环保材料、环保认证等）都会对员工与组织品牌和价值观的联系形成重

要影响 (67%)。但只有 56% 的雇主意识到显示器的可持续性特色体现了

公司价值观，只有 58% 的人将降低设备对环境的影响作为工作环境设

计的重要要求。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 IT 团队 (46%) 在企业

社会责任 (CSR) 和可持续性企业计划中并未发挥巨大作用。只会导致员

工对可持续性的感知与企业行为和呈现出来的结果出现断裂。事实上，

46% 的受访员工并未感到与组织的核心使命和价值观紧密相连，而是

积极思考如何在工作中更加可持续/环保 (65%)。工作环境专业人员还观

察到工作环境中可持续性实践的重要性，有 64% 的人认为显示器可持

续性特色越来越重要。组织必须了解硬件采购中的可持续性组件，包括

显示器。这样做会加强员工与组织价值观之间的联系，58% 的员工在

知道公司使用更环保的可持续产品时深感自豪。具体而言，组织应密切

关注显示器采购工作并及时沟通，因为员工将其视为首要可持续性特色 

(65%)。

 › 忽略显示器隐私功能会损害员工与组织的联系。雇主无法解决远程或在

开放空间工作的员工隐私需求：有一半受访员工知道有人曾遭遇视觉

黑客监控入侵15，而且 55% 的人担心他们在屏幕上查看的信息存在泄漏

风险。只有 57% 的雇主在采购显示器时认为隐私功能高度重要/非常重

要，导致只有 16% 的员工对显示器的隐私功能完全满意。

14  

“隐私功能让员工在工作区域内感觉更自如、更安心。”

     Amgad Labib，办公家具制造商工作场所设计策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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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简况：重要见解

美国 • 调查表明，美国地区对员工体验推动业绩的重要性认知度最高， 74% 的公司认为员工体验有利于促进

良好的客户体验，80% 的公司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投入用于改善工作环境。因此，在受访国家/

地区中，美国也是员工认为自己因获得赋能而提高生产力 (74%)并融入协作 (74%)人数最多的国家。

• 但是，这些想法必须融入技术采购决策才可以，因为虽然 88% 的组织认为他们为员工提供了有助于提

高生产力的技术，但 66% 的企业在采购显示器时仍然采用一刀切的方法。美国公司应该为特定员工团

队确定和采购适当类型的显示器和功能，以便改善员工体验。

中国 • 只有 50% 的中国组织认为员工体验在促进良好的客户体验方面非常重要。结果，45% 的员工表示，

所在组织没有为他们提供提高生产力并完成工作所需的技术（例如 69% 的中国员工不满意自己的显示

器色域，而 50% 的员工对显示器的屏幕大小不满意）。

• 中国公司在决策时必须重新思考显示器采购策略，以员工需求为中心，从而优化员工体验并推动

业绩。

英国 • 英国组织在投资显示器时首先考虑的显示器功能就是设计特色 (84%)，72% 的受访者认为该因素有助

于吸引和留住人才。但是，只有 50% 的受访英国员工认为自己与组织的核心使命和价值观紧密联系，

只有 58% 的受访者满意当前显示器的设计特色。对于员工与组织的联系，这个因素的影响最大。

• 此外，仅有 28% 的组织为办公室员工配备双显示器（在所有受访地区中仅高于日本），只有 26% 的

组织为员工配备了超宽显示器。如需加强员工与组织的联系，英国公司在制定采购决策标准时不应局

限于技术特征，还要考虑为员工提供的技术支持的情感影响。

法国 • 表现出高度成熟，90% 的法国公司认为，供员工使用的技术关乎员工和客户体验的好坏。这种认知高

度转化为他们的购买决策，只有法国的组织在采购显示器时会首先考虑显示器的可持续性功能 (74%)。

我们的研究表明，考虑可持续性实践的公司会有效强化员工对公司的亲近感，55% 的受访法国员工感

觉自己与组织的核心使命和价值联系密切，这个比例在所有受访地区中最高。

• 但是，法国组织在采购流程中不应忽略其他显示器功能，例如，只有 27% 的员工目前对显示器的屏幕

大小完全满意。

斯堪的纳维亚
地区

• 这一地区表示因获得赋能而提高生产力并完成工作的员工比例最高 (73%)。大量员工同样认为自己所

在组织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 (71%)。但是，该地区的雇主需要重视员工体验中的隐私部分，46% 的受访

者认为显示器自带的隐私功能对于员工的日常工作无关紧要。

• 不同于其他地区将多任务处理作为显示器的首要优势，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员工希望显示器可以提高协

作效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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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

• 澳大利亚的组织在设计工作环境时首先要求为员工提供出色技术和连接性能，从而提高生产力 (80%)。

但是，只有 46% 的组织在进行硬件和设备投资时会考虑到员工意见，这一比例在所有受访地区中最

低。这导致 81% 的员工并不完全满意当前的显示器设置，71% 的员工希望能够借助显示器更好地进行

多任务处理，从而提高生产力。

• 澳大利亚的组织能够准确把握员工生产力的重点，但是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在采购决策中融入这些因素；

例如，确定哪些员工群体是更广色域或超宽屏幕的收益人群，以便提高任务执行效率。

德国 • 德国公司高度关注员工协作，并注重打造可持续性工作环境。实际上，对于 80% 的德国组织而言，促

进协作是关键考虑因素，70% 的组织在设计工作环境时会将自身的环境影响作为重点要求。

• 对于显示器，89% 的德国员工表示，他们在开展工作时需要精确的色彩还原度（所有受访地区中比例

最高）。但是，仍有 36% 的德国组织在制定显示器采购决策时未考虑精确的色彩还原功能。要想提高

员工生产力和员工体验，德国公司必须全面考虑显示器特征，并根据特定员工的需求调整显示器的选

择方式。

日本 • 日本公司在改善工作环境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预算和没有优先重点 (84%)。这导致日本员工对当

前的显示器设置最不满意 (83%)，近一半的日本受访者感觉没有获得提高生产力并完成工作的赋能 

(48%)。

• 日本组织亟需改善员工体验，主要通过重新评估为员工提供的技术和工具并优先考虑能够赋能、支持

和鼓舞员工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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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大型企业，中型企业更加清楚员工体验对自身经济效益的影响 (64%)，但是他们在打造出色的员

工体验方面却稍逊一筹，67% 的受访者表示仍需改善。

• 更具体来说，中型企业正在努力通过正确的技术和工具赋能并支持员工。60% 的员工对自己获得的协

作技术和工具不满意，39% 的员工对生产力工具不满意。此外，员工对技术和工具的态度并不明朗，

只有 19% 的企业会衡量员工对技术和工具的满意度。

• 具体而言，对于显示器，中型企业升级员工显示器的频率最低（44% 的企业表示每 3 到 5 年升级

一次）。

• 在显示器采购过程中，这些组织会将设计特色 (71%)、屏幕大小 (64%) 和可持续性特征 (64%) 视为决策

的关键考量因素。

• 另外 40% 的组织表示，员工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场所准确体现了公司价值观，他们也并不认为所在公

司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 (45%)，这会阻碍他们与组织强化联系。

• 展望未来 12 个月，我们的研究发现还有其他一些会妨碍中型企业投资工作场所改善计划和员工体验改

善的因素，特别是预算 (75%)。但是，我们有望看到预算的放宽，因为 64% 的受访者计划在下一年增

加投入以改善员工体验。为此，他们必须综合考虑，了解办公空间如何扩展至居家办公，明确界定他

们希望实现的结果及其相关指标，并在设计和决策流程中考虑员工观点。

• 65% 的受访商业企业意识到出色的员工体验有利于推动良好的客户体验。尽管如此，在提升员工体验

的工作场所改善计划中，预算仍然是主要掣肘 (67%)。

• 员工体验优先投入预算不足会不利于员工的生产力和协作能力。事实上，商业企业员工对于公司提供

的生产力技术和工具 (32%) 以及协作技术和工具 (30%) 并不满意。例如，对于定期更新技术，受访商

业企业表示大多会每 3 到 5 年升级一次员工的显示器 (33%)，其中一些升级频率略高（22% 的企业每

两年升级一次）。

• 采购显示器时，商业企业主要看重设计特色 (72%)，其次是屏幕大小 (66%) 和可持续性功能 (63%)。

• 我们有望看到商业企业继续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员工体验，其中 67% 的受研究对象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投入，整体改善工作环境。

• 为了建立这些投入项目的业务案例，商业企业必须首先界定监控员工体验质量的标准和 KPI（目前只

有 24% 的商业企业衡量员工对技术和工具的满意度）。此外，还应该收集员工意见并确定痛点。

例如，量化因显示屏尺寸小需要频繁切换窗口而导致的生产力时间损失，将有助于促进特定技术的

投入。

中型企业

商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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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 • 大型企业正在大幅增加支持远程和移动员工的投入 (42%)，此项计划与员工和组织的联系关联最密切。

• 在使用合适工具为员工赋能并提供支持方面，他们面临的困难最少，77% 的受访员工满意供自己使用

的生产力技术和工具，而 77% 的员工对供自己使用的协作技术和工具感到满意（中型企业的比例分别

为 61% 和 40%）。

• 实际上，有 46% 的受访企业会跟踪员工技术/工具满意度，从而能够根据员工意见实施计划和整改。另

外 85% 的企业表示，显示器性能不佳特别影响员工体验，76% 的企业认为显示器设计在整个工作环境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类企业升级员工显示器的频率最快，21% 的企业会尽量加快升级频率，

以便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

• 大型企业对显示器色域的认识也有别于小型组织，其中 83% 的组织在采购显示器时将其作为重要指标

（相比之下，中型企业和商业企业的比例分别为 43% 和 50%）。这类组织考虑的其他主要功能还有设

计特色 (74%) 和屏幕大小 (62%)。

• 在未来 12 至 24 个月内，大型企业计划增加投资，促进采用和扩展办公桌轮用 (57%)，并且进一步投资

包括员工生产力 (50%) 及协作 (48%) 技术和硬件在内的各种计划。

• 在继续为员工提供适当工具以便提高生产力和协作性的同时，企业还应利用为员工提供的技术来加强

员工与组织的联系，因为 1/3 的员工并不认为所在组织具有创新性或前瞻性。



重要建议
公司的技术架构阐明了员工在打造客户体验方面的职责。随着公司对员工

工作环境实施创新，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办公室，他们都需要 IT 和业务领

导者通过正确的技术投资来妥善塑造员工体验。经过深思熟虑的显示器策

略对于在日常工作赋能、支持和激励员工至关重要。Forrester 对雇主、

员工和工作环境专业人员进行深入调查，涉及员工体验驱动因素和效益，

以及工作环境（包括技术和显示器）的作用，从中获得几点重要建议：

准备永久支持网络办公。情势所迫，企业已经在远程工作和商务旅行禁令

方面开展前所未有的尝试。公司再也无法恢复到他们熟知的常规状态，因

为员工已经适应在家办公和机动灵活的选择，从而对航空差旅和现场会议

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切身体会到传统技术环境不足之处的企业管理人员需

要 IT 加速路线图，促进基础设施现代化。其中包括将员工的家庭办公室

作为公司办公桌的延伸，并尽可能在两个环境中保持一致设置。

确定员工的需求和新增行为。许多公司认为他们深谙工作之道。但现实总

是更加复杂。利用客户体验原则来提高员工理解力。在平常工作环境中采

访和观察员工，收集他们对工作偏好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完成最重要的任

务。首先评估员工的当前使用模式，确定他们对显示器尺寸和分辨率、多

媒体功能及设计特色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要求和期望。

专注于提供适当工具以实现良好的员工体验。常规模式遭遇颠覆，技术在

帮助员工保持高效、互联和互动方面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此项研究

发现，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家中，显示器都是实现出色员工体验的关键因

素。如果您的组织切身体验到传统显示器的不足，则需要加速实施显示器

更换和工作场所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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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要优先考虑的具体显示器特色。许多组织在采购显示器时采用一刀切

的方法。这会对员工体验产生负面影响。随着显示器技术的持续发展，员

工期望值持续上升，评估显示器特色如何确保员工的持续生产力、协作以

及与组织的联系。了解超宽屏幕、色域、会议室屏幕、设计、可持续性和

隐私等特色如何影响员工的生产力、协作以及与组织的联系。

坚持显示器采购决策明确了如何实现最佳功能。从而让 IT 和业务领导者

能够根据员工的真实感受做出选择。根据三个因素评估每项采购决策：1) 

解决了多少关键员工体验因素；2) 如何明确证实其改善效果；以及 3) 成

本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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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430 名参与显示器/终端用户设备采购和/或工作场所设计的业务决策者和影响者。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地域

受访者级别

公司收入（每年美元收入）

雇主：

35%大型企业（> 5000 万美元）

35%商业企业（100 万美元至 4900 万美元）

31%中型企业（5 万美元至 99.9 万美元）

受访者行业

7%广告和/或营销

9%商务或专业服务

7%消费品/零售

7%消费者服务

7%教育和/或非营利性机构

7%能源、公用事业和废物管理

7%工程

9%金融服务和/或保险

7%政府

7%医疗保健

7%法律服务

9%制造

9%技术和/或技术服务

美国

英国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法国

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德国

加拿大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7.0%

总监
（管理经理
团队和高层

贡献者）

42%

经理
（管理职能

从业者团队）

27%

C 级高管
（例如，

CEO、CMO）

13%

副总裁
（负责一个或
多个大部门）

17%

附录 A：方法 

在本研究中，Forrester 调查了 430 名参与显示器/终端用户设备采购和/或工作场所设计的业务决策者和影响者；

800 名使用计算机和/或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开展日常工作的知识密集型工作人员；150 名在员工生产力、工作环

境、员工工作风格和福祉相关问题上有发言权的工作环境专业人员。Forrester 还访问了 10 位参与显示器/终端用

户设备采购和/或工作场所设计的业务决策者和影响者。受访者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行业，从而评估显示器

和会议室屏幕在工作环境和员工体验中的作用。向受访者者提出的问题围绕他们对员工体验、工作环境和特定显

示器/会议室屏幕特色的看法。研究时间从 2019 年 11 月持续到 2020 年 5 月。

附录 B：企业统计结构和人口统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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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补充材料 

相关 FORRESTER 研究

“Introducing Forrester’s Employee Experience Index”，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9 年 6 月 21 日

研究对象：800 名使用计算机和/或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开展日常工作的知识密集型员工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地域公司收入（每年美元收入）

员工：

35%大型企业（> 5000 万美元）

33%商业企业（100 万美元至 4900 万美元）

32%中型企业（5 万美元至 99.9 万美元）

受访者年龄

4%55 岁以上

25%45 至 54 岁

28%35 至 44 岁

34%25 至 34 岁

9%19 至 24 岁

受访者显示器设置

42%
我使用台式计算机和显示器

来开展日常工作

58%
我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

来开展日常工作

美国

英国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法国

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

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德国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研究对象：150 名专业人员，可以探讨与员工生产力、工作环境、员工工作风格和福祉相关的问题。
来源：本次研究由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2020 年 3 月

地域

工作环境专业人员：

受访者资料

90%

工作场所专业人员（例如，组织心理学家、行为专家、
人体工程学专家、办公室规划师、人因学工程师、

工作场所设计顾问等）

10%企业社会责任专业人员

美国

英国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法国

13.3%

13.3%

16.7%

10.0%

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德国

10.0%

10.0%

1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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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尾注
1 

员工对组织环境、文化、工具和支持结构的评价能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和工作投入度，从而实现并超越自己的 

目标。
2 

就本研究而言，我们把工作环境定义为“包括环境空间布局和周围环境功能的有形工作场所”。来源：
Gabriel、Justin 和 Asawo，Soye。（2017 年）。“Physical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by Madu, N. G., Asawo, S. P. and Gabriel, J.M.O.”，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Humanity. 1. 867-884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1361940_Physical_workplace_

environment_and_employee_engagement_A_theoretical_exploration_by_Madu_N_G_Asawo_S_P_and_

Gabriel_JMO)。
3 

来源：“Elevate Employee Productivity By Choosing The Right Display Monitors”，由戴尔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研究，2018 年 4 月。
4 

来源：“Exploring The Role Of Monitors In Improving Employee Experience”，由戴尔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研究，2019 年 7 月。
5 

来源：Kristine Dery、INA M. Sebastian，“Building Business Value With Employee Experience”，MIT 信息系
统研究中心，2017 年 6 月 15 日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thinking/mit-research.pdf)。

6 
来源：“The Realities Of Remote Work: An Update From Forrester’s PandemicEX Survey”，Forrester  

(https://www.forrester.com/fn/34sA4OrA6oztwMe136eEwv)。
7 
Forrester 的员工体验指数首先介绍了怎样才是敬业且精力充沛的员工，然后逆向分析，确定哪些因素可能有利
于或不利于员工活力。此次调查受到组织行为研究的启发，以 30 多年的同行评审科学探究以及 Forrester 自己
的研究为后盾，从而确定员工敬业度、倦怠、动力、创造力、生产力和技术的指标，以及这些指标与员工和企
业的业绩（例如，客户体验）之间的关联。该分析基于对 7 个国家/地区的 13,800 名信息工作者的详细调查。
我们还与供应商和从业人员合作，验证我们的方法。结果明确指出对员工体验影响最大的因素，以及这些因
素与业绩（例如，客户体验）之间的关联。来源：“Introducing Forrester’s Employee Experience Index”，
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9 年 2 月 14 日。

8 
来源：James Fernyhough，“Optus staff to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2020 年 

4 月 17 日 (https://www.afr.com/companies/telecommunications/optus-staff-to-work-from-home-permanently-

20200417-p54kro)。
9 

来源：“Follow Four Imperatives To Improve The Remote Worker Experience”，Forrester Research, Inc.， 

2018 年 5 月 9 日。
10 

来源：“The Realities Of Remote Work: An Update From Forrester’s PandemicEX Survey”，Forrester  

(https://www.forrester.com/fn/34sA4OrA6oztwMe136eEwv)。
11 

来源：“Inspiring Health & Well-being: 2018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Humana Inc. (https://

humana.gcs-web.com/static-files/8cca0550-967c-4e42-ac0a-83adf2cfabf1)。
12 

来源：来源：“Exploring The Role Of Monitors In Improving Employee Experience”，由戴尔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研究，2019 年 7 月。
13 

来源：“Forrester’s EX Index: A Deeper Look At The Data”，Forrester Research，Inc.，2020 年 3 月 4 日。
14 

来源：“Adapt To Climate Change Or Face Extinction”，Forrester Research，Inc.，2018 年 10 月 5 日。
15 

视觉黑客是指对他人计算机屏幕/桌面上的内容进行实际监视的行为。
16 

中型企业是指年收入介于 5 万至 100 万美元的企业。商业企业是指年收入介于 100 万到 5000 万美元的企业。
大型企业指年收入超过 5000 万美元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