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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企业安永公司 (EY) 拥有大批具备专业技能的员工，他们致力于为全球
客户提供一流的咨询服务。由于员工敬业度会直接影响客户体验，安永公司渴
望了解并缓解对员工造成负面影响的任何问题。为此，该公司将 SAP (Qualtrics)
的体验管理解决方案与 SAP® SuccessFactors® [HR 云]解决方案相集成，利用
安永的 PX360 平台，深入了解整个员工服务周期中的员工情绪，并采取相应措
施提升员工体验。

安永：通过提升员工体验，提高客户满
意度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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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前：挑战和机遇
• 利用标准化流程和自助服务，简化人力资源管理
• 支持出差或在客户现场的员工轻松访问人力资源流程
• 打造更敬业的员工团队，提升客户体验

为什么选择 SAP？
• 提供基于 SAP® SuccessFactors® 解决方案的统一人力资源管理流程
• 将来自 SAP SuccessFactors 解决方案的运营数据与来自 SAP (Qualtrics) 体验管理
解决方案的体验数据相集成

• 提供基于体验管理解决方案的全面体验分析功能

部署后：由价值驱动的成果
• 提高 HR 流程的效率，让 HR 人员腾出时间执行增值任务
• 简化 IT 架构，显著节约成本
• 更深入地了解体验差距，推动安永公司完善员工体验
• 详细了解特定员工群体的情绪，支持企业制定包容性方面的决策
• 提升员工敬业度，对客户满意度和企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借助 SAP 的体验管理解决方案，提升员工满意度

“SAP SuccessFactors 解决方案和 SAP 体验管理解决
方案利用安永的 PX360 平台，交付巨大价值，支持更高
效的人力资源运营，并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更好地为员工
提供支持。”

安永公司人力资源服务全球负责人，Penny St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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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理想的工作环境

安永公司在全球 156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284,000
名员工，并且在为员工提供愉悦的工作环境方面享有
盛誉。但是，由于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了 700 多款
不同的 HR 管理解决方案，员工与人力资源部门的交
互有时候会比较曲折。

安永公司人力资源服务全球主管 Penny Stoker 表示：
“我们 80% 的员工是千禧一代，他们希望获得消费
者级别的用户体验，能够在需要时使用任何设备获取
服务。但是我们采用的各种人力资源系统之间缺乏集
成，因此很难达到这种效率水平。”

了解员工体验
除了简化人力资源流程外，安永公司还希望衡量员工
情绪。Stoker 表示：“我们希望发现员工体验的不
足之处，并明确不同员工群体当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这样我们就能作出改进。

于是，安永公司决定建立一个统一的人力资源平台，
通过这个统一的平台将整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数据整合
到一处，并提供各种员工自助服务来加速人力资源流
程。此外，该公司还在物色能够帮助他们有效洞察员
工体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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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服务的核心。我们最敬业的团队提供的服务质量最好，创造的
利润最多，赢得的客户满意度最高。这也是确保提供积极的员工体验对我们的业务
至关重要的原因。”

安永公司人力资源服务全球负责人，Penny Stoker



在整个员工服务周期内，整合运营数据和体验数据

作为SAP的老客户，安永公司选择基于SAP Success-
Factors 解决方案构建新的人力资源平台。该公司部
署了 SAP SuccessFactors Onboarding [入职管理]
和 SAP SuccessFactors Learning [学习管理]解决方
案，支持员工在整个服务周期内轻松访问信息和学习
资源。此外，SAP SuccessFactors Performance &
Goals [绩效与目标]解决方案正在帮助安永公司根据
员工之前提出的要求，为员工提供更频繁的反馈。

分析员工体验的影响
如今，安永公司可以利用 PX360 平台，通过
SAP (Qualtrics) 的体验管理解决方案收集体验数据，
并将这些体验数据与来自 SAP SuccessFactors 解决
方案的运营数据相整合。例如，人力资源团队可以深
入了解入职期间的负面体验是否会影响员工流失率。

安永公司还利用体验管理解决方案来提高他们组织
员工调查的频率。现在，该公司不再只是每年举行
一次全公司范围的调查，而是利用客户体验解决方
案更频繁地定期评估员工满意度。此外，他们还利
用客户体验解决方案在员工服务周期中的一些关键
点（比如入职期间或调岗后），通过随机调查收集
员工反馈。

执行概要 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成果 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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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效的流程和深入的洞察，为员工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借助新的人力资源平台，安永公司能够运行标准
化的全球人力资源流程，通过简化 IT 架构显著降
低成本。此外，自助服务功能可以将 HR 人员
从日常任务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增值
活动。

通过轻松访问人力资源流程，现场服务人员也能
获得更好的支持。“我们的员工经常没在办公室，
而是在客户现场工作或出差，”Stoker 说道，
“通过支持员工在移动设备上访问人力资源服务，
这些员工可以随时随地更高效地开展工作。”

了解重要时刻
体验管理软件还在帮助安永公司实现在整个企业内
建设包容性文化的目标。Stoker 表示：”我们可以
发现特定员工群体当中的关键问题，并根据这一分析
结果，制定未来的包容性战略。这有助于确保我们
营造一个让所有员工都能快速发展和贡献价值的工作
环境。”

通过提高员工反馈调查的频率掌握员工何时何地需要
额外支持并详细分析体验数据和运营数据，安永公司
可以。“我们可以在重要时刻（比如员工休完育婴假
后返回岗位或临近退休时）评估员工情绪，并制定相
关计划，帮助员工解决他们面临的挑战，”Stoker 解
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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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卓越的员工体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安永公司还计划实施 SAP SuccessFactors Employee
Central [员工中心] 解决方案，借此他们可以监控工
作流并提供直观的自助服务，从而进一步简化人力资
源流程。此外，借助 SAP SuccessFactors 和 SAP 的
体验管理解决方案，并利用 PX360 平台，该公司建
立了一种“倾听文化”，将发现和解决员工关心的问
题视为企业愿景中持续存在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
终，员工敬业度和忠诚度的提升令该公司大获裨益。

Stoker 表示：“我们将继续使用 SAP 解决方案来帮
助营造让员工感觉受到重视的工作环境。我们坚信，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吸引、培养和留住
人才。”

优化客户服务，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对于 Stoker 来说，客户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显
然是密不可分的。“员工满意度对我们团队提供
的客户服务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她表示：
“在安永，我们非常自豪能够提供卓越的员工体
验，这也是打造可持续发展企业和获得持久竞争
优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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