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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一夜之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全球
成百上千万的员工在家工作。

今年发生的“黑天鹅“’事件颠覆了企业在
员工工作地点和时间相关的运营政策。
同时，企业还面临为居家办公人员提供
远程办公支持，并保持企业文化等重重
挑战。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由疫情
带来的变化拓展了企业领导者和员工
的思维视野，使他们看见新的工作方
式。借此机会，企业可以思考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危机，重新设计业务
运营流程，重塑员工的工作模式。

本报告借鉴专家对于未来办公、场所
设计和文化转变的见解，探索办公模
式在“新常态”下的演变趋势。

毫无疑问，2020年是从根本上加速新
形态、混合办公的催化剂。在新常态
下，员工享受灵活性和更多选择的同
时，企业通过积极协作和高效的团队
工作确保业务的稳定发展。

我们看到，大规模的远程工作
形态证明了员工能够以相同 

（更高）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
来开展工作，同时实现工作与
生活的更好平衡。

独立洞察贡献专家

TOM CHEESEWRIGHT
应用未来学家

SARAH SUSANKA
建筑师及The Not So Big® 系列畅销
书作者

MEGAN REITZ
霍特商学院阿什里奇校区 
领导力与对话学教授

POLY 博诣
前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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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危机
• 缓解措施和确保业务连续性
• 转变为居家工作

• 工作实践和政策
• 高效的工作环境
•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 助力员工在任何地点工作
• 打造一致的工作体验，使员

工不受工作场所限制
• 数字化转型成为一种心态

引言

“未来
新常态”
迈向

规划

重塑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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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现状以及重新思考
我们现有的工作方式

实践
新常态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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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认为灵活的工作地点使员工的工作效
率得到提升。1

国际工作场所组织

的企业表示，合适的云协作工具可提升公司的
生产力。2

McKinsey Research

的首席财务官打算为部分员工提供永久远程
办公选项。3

Gartner

新常态办公：

实践

2020年，“工作”已经不再意味着“坐在”公司的座位上工
作。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企业不得不挑战传统
的工作模式，采用新技术和创造性思考，并且借此契机思
考“工作”的本质：办公的地点、小时、见面的人与结果相
关，而非办公地点。

在混合型新常态办公下，员工可以自由
选择工作地点，实现移动互连和实时协
作，从而确保高效办公。

1 Global Research Shows that Flexible Working is now a Deal Breaker in the War for Talent

 iwgplc.com/mediacentre/pressrelease/flexible-working-is-now-a-deal-breaker-in-the-war-for-talent

2 Technology,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ckinsey.com/industries/technology-media-and-telecommunications/how-we-help-clients

3 Gartner CFO Survey Reveals 74% Intend to Shift Some Employees to Remote Work Permanently

 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0-04-03-gartner-cfo-surey-reveals-74-percent-of-organizations-to-shift-some-employees-to-remote-work-permanently2

85% 3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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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管理举措
实施后的工作实践

TOM CHEESEWRIGHT
应用未来学家

其实早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之前，随着商业世界的发展，人们的工
作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低摩擦的通信技术让世界变得更小，并降低了
协作的门槛。

如今，一家成功的企业更像是由人才和科技组成的网络，为客户创造价值，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仅为单
一的组织结构。这样的“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充分利用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巨大力量。

在“网络”的内部，地点的重要性越来越小，无论员工是在家中、咖啡馆，还是在世界的另一边，都无关
紧要。重要的是创造价值以及向合作伙伴传达价值的能力。

新常态办公：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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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将扮演什么角色？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更灵活的工作模式可以让人们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公司惯例和个人工
作习惯减缓了灵活办公的推广和采用。此次疫情让许多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推行远程和弹性工作
制。虽然还有小部分人声称科技是改变工作的障碍，但世界各国开展的封闭式管理举措凸显了弹性工
作文化和灵活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进行相关投资的必要性。

每个人都是“半电子人”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科技。科技使人类在知识、记忆、生产和拓展范围方面得到深远的影响。封闭
式管理举措证明了科技的强大，那些对硬件和工具进行了正确投资的企业这次深有体会。但这也代表，
我们对这些技术的应用需要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任何新技术的应用落地都需要建立长期的成功实践
和规则。尽管许多关键技术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在此次疫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大范围的实践、
演变、转型还需要一段路要走。

拥抱改变，赋予员工权力

未来一定是灵活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带来满意的工作体验，而作为回报,他们也会最大化产出他们的价
值。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建立信任文化，以透明的方式汇报工作。员工被赋予自主权和责任，以最适合
自己的工作模式来办公。这意味着确保资历尚浅的员工能够获得所需的职业发展机会，尤其是来自资
深团队成员的支持。

随着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线变得愈
加模糊，企业必须确保员工的身心
健康，并且培养他们独立远程工作
的技能和信心。

新常态办公：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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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重新审视工作模式

新常态办公模式使员工可以灵活地选择办
公地点、时间和日期。

审视和修订居家办公的政策，关注员工实现
高效工作所需的条件。

促进更好的协作体验

鼓励包容性和高效工作，未来的团队性质将进一
步向线上、虚拟化发展。

通过专业耳机和视频终端所拥有的降噪和智能
声学技术，打造有利于高效工作的远程工作空
间。

优化投资

减少利用率低的办公空间，降低办公场所的
租赁投资。

提高实体办公室以外的投资优先级，借助技
术创建无处不在的灵活、协作型个人工作
空间。

新常态办公：

实践

建立“混合”新常态办公实践的
三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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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企业应该思考如何为员工
打造一个促进工作成效的最佳
环境

空间
新常态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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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程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过去他们从未采用
协作办公，但是未来将考虑采用远程方式。4

Coworking Insights

55% 91% 70%
的全球企业现在支持居家办公，与疫情爆发之
前的 63% 相比较，呈现出大幅上升。5

Nemertes Research

的员工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的一
段时间内仍旧选择居家办公。6

《日本时报》

新常态办公：

空间

在“未来常态”中，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赋予员工自由的工作环境——能够灵活协作、思考、
创造或者会见他人。

居家办公和协作空间拥有诸多优势，并将保持上升趋势，但是企业的集中办公场所仍
将不可缺少，这不仅仅出于交换灵感、团队协作，以及赋予员工对企业认同感的考量。

无论任何办公空间和场所，企业的重点在于创建一个鼓励和支持
员工高效工作，取得最佳成果的工作环境。

4 2020 Future of Work Report: What the Future Holds for Co-working and Remote Work

 coworkinginsights.com

5 Remote Work Tests Corporate Pandemic Plans

 searchnetworking.techtarget.com/feature/Remote-work-tests-corporate-pandemic-plans

6 70% in Japan want Telecommuting to Continue after Pandemic, Survey Finds

 japantimes.co.jp/news/2020/06/22/business/japan-telecommuting-continue/#.Xwbrsy2ZM6U

https://searchnetworking.techtarget.com/feature/Remote-work-tests-corporate-pandemic-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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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高效、
互连的工作空间

SARAH SUSANKA
建筑师及The Not So Big® 系列 

畅销书作者

员工是所有企业的核心。早在疫情爆发之前，许多企业机构为了留住优
秀的人才员工，就已经开始提供居家办公的福利。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跳出了传统的固定思维。企业应该深思打造高效、互连的工作环境对于人才管理
的意义。 

我们的生命中有1/3的时间在办公空间度过。如何让工作空间能够更好地激励员工达成工作目标显
得尤为重要——无论地点在哪里。 

很多企业管理者都在讨论改变或加强工作空间的设计，提升在沟通协作时的声效及视觉表现。

人们能够在最近短时间内习惯如此之多的改变，真是前所未见，我们的适应能力比想象中的更为强
大。当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适应巨大的转变。

新常态办公：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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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办公室

重新思考工作空间的布置安排。人们将给予家庭办公空间更多重视，打造功能更强大的空间布局，并且配
备更加专业的工作设备，使居家办公更为顺畅。专用的工作布局能够加深您对这个空间的认同感 —— 享受
在这个空间的时间，感受创意的迸发。

克服心理障碍。在居家办公中，我们需要在生理和心理层面筑起“围墙”，让自己和其他人能够清楚明白我
们要去“上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设立在车库和后院的“办公空间”，让我们能够拉开与家庭的距离，感觉换
了一个空间办公。

重视采光。良好的采光会让人产生认同感，并且愿意在此逗留。如果采光不好，例如太暗或太亮都会让人感
到拘束，或者处于聚光灯下。对采光的需求是要让人感到温暖，例如配备能够帮助集中精神的工作灯，以及
暖色的空间背景。

不要轻视噪声。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我们对噪声的影响都十分敏感。挑选一处较为隔音的空间，并使用适
合的终端设备来确保安静的工作环境。毫无疑问，如果无法保持安静，频繁的干扰会让我们的工作难以顺
利进行。

办公室空间

协同合作将成为普遍现象。为了吸引更多希望优化自我时间和财务资源的人才，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城市郊区，
计划投资建设协作办公空间。这样的办公“枢纽“将帮助提升团队间的协作和职场社交，进而促进思想交流和
创新发展。

城市景观将会改变。高层办公楼或许将成为过去。但是，城市的功能将更加动态活力，更多的城市设施将成
为“个人公寓”的延伸 — 咖啡厅成为客厅的延伸；餐厅是厨房的延伸;户外散步是运动区域的延伸等。

个性化。传统的配有标准办公桌和照明的办公室布局也将发生改变。当我们走进一个空间时，所有东西都采用
相同的颜色、质地和照明条件，让人感觉死气沉沉。对比度和多样化则会带来更多活力。我们更喜欢具有变化
和装饰的空间，激发灵感。

人类有着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和巨
大潜力，而这需要企业进一步的
发现和挖掘。如果我们充分拥抱
混合型新常态办公，那么未来必
定精彩纷呈！ 

新常态办公：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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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更专业的家庭办公设置

在疫情初期，餐桌、熨衣板、甚至院子里的桌椅
都成为了当时应急的工作台。但是，随着居家办
公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员工为远程办公及确
保工作效率布置了专门的工作空间，并且配置
了更加专业的技术和设备。

协同合作空间将成为普遍现象

共享协作空间将更加流行，员工将不会被拴在某
个特定的地点和工作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爆发之前，协作空间的增长预计将在全球范围
内提高 40% 以上 7。 这不仅给企业员工带来更多
选项和灵活性，并且让企业可以以更加经济的方
式运转。

更多分散型卫星办公室

毫无疑问，关闭或缩小办公空间能够明显节
省企业的日常开支。Gartner 的研究结果8显
示，13% 的首席财务官做出了减少不动产支出
的决定。与大型的市中心办公地点相比，企业或
许将考虑更小的分散型卫星办公室。

新常态办公发展的
三大方向

新常态办公：

空间

7 Global Coworking Growth Study 2020  coworkingresources.org/blog/key-figures-coworking-growth
8 Gartner CFO Survey Reveals 74% Intend to Shift Some Employees to Remote Work Permanently  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0-04-03-gartner-cfo-surey-reveals-74-percent-of-organizations-to-shift-some-employees-to-remote-work-permanentl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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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拟员工队伍
创建包容性和协作文化

文化
新常态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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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沟通因肢体语言的缺失而无法传达，这是由于
我们不一定能恰当地理解他人的非言语暗示。9

北伊利诺大学

85% 70% 4.6倍
的员工沟通属于管理者的任务范畴，无论团队
或员工身处何处。有意义的对话仍然需要继续
且十分重要。10

Gallup

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尊重的员工有信心取得  
更好的工作成果。11

Salesforce

新常态办公：

文化

企业能够制定有效的政策和工作实践，但是把员工凝聚在一起的是企业文化——共同的经
历、实践和信念使人们团结在一起。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员工或许已经习惯了远程办公，并且希望企业能
够保留这一选项。企业该如何确保顾及每个员工的想法，使所有人都拥有归属感呢？

在混合办公新常态下，企业需要鼓励员工抱有积极协作的心
态——在保持品牌认知精髓的同时，提升工作效率，让员工的工
作生活更易管理，更有吸引力，得到更多收获。

9 Why is Video Conferencing so Exhausting?

 engadget.com/online-conferencing-video-chat-fatigue-172357939.html?guccounter=1

10 Lead Your Remote Team Away From Burnout, Not Toward It

 gallup.com/workplace/312683/lead-remote-team-away-burnout-not-toward.aspx

11 How Engaged Employees are the Path to Success

 salesforce.com/uk/blog/2019/08/how-engaged-employees-are-the-path-to-succ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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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员工表达意见
的权利

MEGAN REITZ
霍特商学院阿什里奇校区 

领导力与对话学教授

敏捷、富有创意、遵守道德观念和富有同情心。我交谈过的领导者们把这
些素质列在了他们的“文化愿望清单”上，尤其是在虚拟灵活办公模式飞
速发展的当下，及无法预测的未来。这些特质可以帮助企业走出这次危
机，并为应对下一个危机做好准备。

但是，如果员工无法畅所欲言，无法表达他们在灵感、挑战和错误上的想法，那么企业的人文素质将无法得到
培养。可以理解，当员工感到不安全或者身居要职的领导不听取意见，那么他们也不会开口表达自己的真实
想法。

我们可以把企业文化理解为"持续的互动/对话"的模式及习惯。这些文化习惯融合了国家民族的风俗和规
范，对沟通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谁可以畅所欲言，谁应该保持沉默；谁的意见受到尊重，谁的意见被忽略；
哪些是可以谈论的话题，哪些是禁止讨论的话题，等等。

员工的声音被压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我们也将看到适应性强、富于创新、充满活力的团队与保守、缺乏
道德、不安全的团队之间的巨大区别。

虽然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我们不知前方还有哪些挑战，但是在新常态下，企业需要将基本习惯“硬性植入”
到团队文化中，这些习惯能够鼓励员工畅所欲言，让团队保持敏捷、富有创意、遵守道德观念和富有同情心。

新常态办公：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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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
现在，把所有团队成员聚集在一起，在相同的时间里，一起工作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是工作能
力或工作意图，如果团队成员无法相互信任，那么，企业将花费相当大的精力用于紧张的“微观”管理。

您是否得到同事的信任，您又是否信任他们？

更多的包容性
多元化团队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效。但这需要管理者能够包容、驾驭和欣赏员工的多样性优势。这意味
着，管理者需要迈出自己的世界，从另一个视角看待事物。

您上次受到不同视角的挑战是什么时候？

更强的沟通性
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整齐划一”的管理方法并不适合所有员工和企业。员工对于虚拟、远程、灵活的办
公模式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个性和视角。因此，这需要管理者学会沟通、询问、保持
好奇心并懂得提问的技巧。

您会花多少时间询问同事意见，而不是一味鼓吹和辩护？

以目标为导向
我们看到，企业的目标正从“为股东创造利润”拓展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履行社会责任。在变革
的时代中，这种对影响力的重视不仅能指引方向，还是打造更有意义的工作空间的关键。

您和您的团队希望对企业及社会产生哪些影响——您现在拥有哪些影响力？

今天我们在文化习惯上做出的变
化，将对未来造成巨大的影响。重
新构思未来，意味着我们必须改
变沟通的方式。邀请和聆听不同
的声音。从现在开始。

新常态办公：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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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用新技术赋能管理者

随着员工队伍变得更加虚拟化，包容性和归
属感就显得格外重要，企业需要让每位员工
都感觉受到重视。

加大在技能和通信协作工具上的投资——这
将帮助管理者在新常态下与团队更好地进
行管理工作，参与团队工作，与团队互动。

充分利用远程技术，让音视频协作体验
完美融合

视频服务和协作工具不仅能够使员工保持远程
互连，提升工作效率，而且还能使他们凝聚在一
起。

利用音频和视频通话，员工之间可以开展更丰富
的社交互动，线上一起喝咖啡、吃午餐、或者单纯
地度过线上的“闲聊”时光。

连接人与人，而非物理地点

由于员工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线上远程协作能够
连接企业里的所有人参与其中，这是面对面现场
互动所无法达到的。

将企业文化融合到数字化运营中，让企业文化成
为员工每天能够看到和体会到的事物，无论他们
在何处工作。

三大方式
赋予员工表达意见的权利

新常态办公：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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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接纳混合型新常态办公模式

的员工表示，他们未来将接纳更广
泛、更灵活的居家办公政策。12

的员工预计在 2021 年底前每周都会有数天在家办公。13

“未来新常态”
是混合型办公模式
—— 在多个地点灵活办公，采用新的工作流
程，拥有沉浸且统一的工作体验。这一切的
重点是打造一个高效、包容每位员工工作风
格的办公环境。

“未来常态”

68% 25-30%
12 COVID-19 and Deciding Who Continues Working from Home

 shrm.org/hr-today/news/hr-news/pages/covid19-and-deciding-who-continues-working-from-home.aspx

13 Work-At-Home After Covid-19 — Our Forecast

 globalworkplaceanalytics.com/work-at-home-after-covid-19-our-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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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切换工作流程，无论居家或在办公室

更多、更广阔的招聘地域范围

减少差旅花销，仅限必要的商务差旅

科技将进一步使个人设备更易用

专有的居家工作空间和环境

更多地点的灵活办公

更小的公司占地面积，更分散的办公地点

在家办公、在单位见面、远程在线沟通

“未来常态”

“新常态”下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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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四大技术

如果新常态下的混合型办公模式可以让
员工选择工作时间、地点和方式，那么企
业必须提供最合适的技术和通信工具，以
支持高效工作和协作。

仅仅注重中央办公室的技术投资是不够的。企业需要加大技
术投资，为每一位员工打造一致的企业级体验，无论他们在
家中、协作空间，或是在公司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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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技术趋势

居家的专业设备配置
居家办公证明了大多数知识型员
工可以长期在家办公。为了满足这
种需求，家庭办公空间需要能够实
现高效办公的目的。

仅仅使用 DIY 设置，或是笔记本电
脑将无法满足员工的高效工作需
求。我们需要把企业级技术带入
家中。

高质量设备包括专业耳机、高清视频
会议摄像头、高端音频和主动降噪
耳机。与此同时，还需要将新的企业
规范介绍给员工，使他们避免视频疲
劳，保持新鲜视角。

低接触和语音控制
低接触和基于语音的技术将通过共
享屏幕和触屏来减少接触机会。

会议将不需要实际的面对面的身
体互动，通过用户识别、基于语音
的服务和智能整合功能，员工可以
通过视频终端和控制台无线连接
至会议。

集成云平台的开箱即用的视频会议
硬件，使任何员工都能通过笔记本电
脑或智能手机加入会议。不仅如此，
无论身处，会议室或远程参会者，都
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共享内容。

内置原生体验
随着员工的工作习惯发生改变，企业
的重点转移至创建一个“以人为本” 
“鼓励思考”的工作环境。

内置原生软件体验（例如 Zoom 和 
Microsoft Teams）的视频会议终端
将在办公协作空间的发展中扮演关
键角色。

这种整合了云服务的硬件将为员工
带来一致的体验，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或者何时会面。这种整合方案能够打
造出简单快速的用户体验，并被快速
采用。

更深层次的沉浸感
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在视频会议
解决方案中的兴起。这种趋势只会
不断上升，带来更丰富的协作和共
享体验。

例如，能够自动跟踪发言人的摄像头
和分屏功能可以确保办公室内、外的
参会者完全沉浸在会议中。

智能系统将会监控会议室内以及周
边环境的情况，屏蔽干扰噪音，确保
语音清晰。科技作为强大的背后支
撑，确保会议进展顺利，员工团队之
间的沟通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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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接触会议室
• 视频会议终端和会议室系统将大型会

议室变为交流观点的空间，同时确保
社交距离。

• 云会议应用与任何本地平台相集成（例
如Microsoft Teams、Zoom），实现简
单的一键式会议。

• 快速加入功能，员工通过个人设备立
即加入会议。

远程工作员工
• 用于即时通信的企业级耳机，能够屏

蔽背景噪音，优化工作效率。

• 下一代桌面电话，为家庭办公室提供高
级音频质量。

• 具有开阔视野（可达 74 度）的视频会
议摄像机，令沟通身临其境。

开放式工作空间
• USB 接口的企业级耳机，能够在多种

设备上使用。

• 转换工作站能够实现桌面电话和手机
之间的简单转换，使移动办公变得更
加容易。

• 高清质量的视频会议摄像机，并且
能够与任何本地平台集成（例如 
Microsoft Teams、Zoom）。

灵活工作员工
• 用于即时通信的企业级耳机，可轻松

在家中、车里、办公室等任何地点开展
沟通和工作。

• 可连接到任何设备或屏幕的便携式网
络摄像头。

• 桌面蓝牙会议扬声器可以提供更加卓
越的音频。

Poly 博诣解决方案有助于 
企业驾驭“未来新常态”

新常态办公

企业更加重视“工作目的”
而非“工作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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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博诣
助您一臂之力

我们深受赞誉的耳机和视频解决
方案专为拉近人与人之间沟通而
打造，无论员工身处何处，都可以
享受卓越的体验。

当下，员工能够灵活自由地选择工作
方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企业亟
需打造一个提升工作效率、促进协
作、培养创新意识并提高安全等
级的工作环境。Poly博诣提供的
端对端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了 
Microsoft Teams、Zoom 或其
他会议服务的用户体验，使企
业的基础设施能够适应不断变
化的工作模式和未来技术发展。

“未来
新常态”
迈向

规划

重塑

应对



我们于 2019 年由
Plantronics 和 Polycom 
合并而成，我们坚信万众一
心，成就卓越。

“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这句阿姆斯特朗
的名言就是通过缤特力耳机从月球传回地
球。继那一小步之后，如今人们继续使用我
们的创新产品，在每一个领域实现巨大的
飞跃。

我们整合了行业领先的音频专业技术和强大
的视频及会议功能，帮助用户克服在工作场所
内所遇到的诸多沟通挑战。无论用户身处何时
何地，嘈杂的车厢还是喧闹的开放空间，亦或
是家中等其他环境，我们都能够带来真实且高
效的沟通体验。随着家和办公室之间的界限越
来越模糊，我们致力于让用户随时随地都能更
轻松地聆听、分享和观看。我们的解决方案面
向用户行为而生，不仅提供越来越人性化的功
能，并且越来越智能。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我们的云管理工具都能提
供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对于管理者和用户而言，
所有工作都能够无缝完成至关重要。因此，我们
的产品与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平台和服务紧密
集成在一起。

Poly 博诣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和
圣克鲁斯，在全球 35 个不同国家/地区的 75 
个办公室拥有超过 6,500 名员工。公司在全
球范围内拥有 1,500 多项有效专利。Poly 博
诣年收入达 20 亿美元，90%的全球500强企
业使用Poly博诣的产品及服务。

机遇随处可见，让我们拥抱新的工作和沟通方
式，灵活协作，直面挑战，富有想象，携手大步
向前。让我们共同应对未来的机遇及阻碍，共
享成功的喜悦，通过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沟
通，解锁协作的全部潜力。

www.po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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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适用于新型办公空间的 Poly 博诣解决方案

联系 Poly 博诣产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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