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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有超过20,000件项目成功实施

 在全球有1200名员工

 客户来自165个国家

 员工来自40多个国家

Detecon是全球领先的集先进管理经验与数字化专业技术于一体的咨询公司

Detecon 公司简介

我们为客户提供集业务观点和技
术观点于一体的的数字化转型之
路

产业 |服务| 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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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on 公司简介

成立于1977年

近40年的技术和管理咨询
经验，使我们成为数字化
转型的优秀合作伙伴

公司发展

2012

1977

1987

2002

2008

2016

Detecon 作为德国电信的隶属机构成
立于总部波恩

Detecon和迪堡的合并

GSM项目 D1的推出:
数字移动网络D1的规划、建设和营销
在ETSI的GSM标准发展的主要参与

战略转向ICT 管理咨询

重新调整Detecon的专注客户领域

在旧金山成立Detecon 创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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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on的组织结构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和全球化的
Detecon 公司简介

国际电信 产业与服务德国电信

公司职能

T-Deutschland

T-Systems

GHS

NatCo 能源

零售与消费者

金融服务

旅游与交通

公共部门

汽车

制造业

高科技

医疗健康

运营

监督

技术团队

A world class support team
Talent Management | Research | Knowledge Development | Project Support

欧洲 中东和北非
迪拜/阿布扎比

CASA
约翰内斯堡

亚太区
曼谷

办公室

中国
北京

瑞士
苏黎世

美国 / DII*
旧金山

*Detecon Innovation Institute

管理阶层

Michael Hanke M.-A. Schultze Dr. Yilmaz Alan

Thomas WehrIssa Nasser Philipp ZindlerDr. K. Grunert

Dr. Stefan Weigand Robin Euler Stefan Wilhelm

Dr. Jens Nebendahl
Commercial Director

Michael Hanke
Cluster Leader 
Deutsche Telekom

Dr. Heinrich Arnold
Head of External Business and 
Chief Executive Detecon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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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客户需求、市场角色和附加价值变化的驱动力
Detecon 公司简介

新认知、行为和需求 企业转型, 新玩家与竞争改变生活的机会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受益于市场需求的转移 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处理复杂性‒ 处于边缘 误解新需求 受数字化蓬勃发展困扰

工业 4.0:
36 Bio. USD

市场潜力

机器人:
增加企业效率超过

20%

共享文化:
在欧洲，共享汽车用

户已达1600万

千禧世代的崛起:
27%的人口出生在科

技时代

竞争:
2015年Netflix的用

户超过7700万

新玩家:
洛杉矶每天有16,000

次的优步使用量

机会

风险

经济转变技术进步 社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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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间的的竞争,在企业的各个领域都有挑战
Detecon 公司简介

连接企业

连接消费者

连接产品

 新商业模式 – 面向产品+数
字服务

 业务和性能数据的实时系统

 灵活及安全的IT和网络基
础设施

 灵活的组织和职责

 公司与客户之间“零距离”  “智能”网络连接的新伙
伴关系采购

市场

采购物流 技术发展

产品 出厂物流

员工销售 客户服务

连通性

“数字化“正在改变每一个企
业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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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on 公司简介

设置方向和策略理解数字变化的
驱动力

启动并实践正确的
行动

引导长期的数
字化改变

设置理解 启动 引导

我们的方法

提供我们的客户四个处理
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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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界面与体验 商业模式与产品 卓越运营 数字思维与文化

高速和弹性的组织 敏捷组织CRM-策略 趋势追踪

数据驱动和产品物联网化 数字学习数字客户的满意度 数字产品设计

灵活和优化的业务流程 共享文化全方位渠道管理 数字商业模式

高效和可扩展的IT环境 数字工具世界客户数据分析 合作与联盟

网络安全 未来办公（地点）数字化生态系统 产品快速上市

数字化领域的展示

四个数字化转型化的核心
领域

Detecon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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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电信业

Detecon是全球电信产业
的最佳专家

Detecon 公司简介

根本地以客户为中心

在美国，Detecon采用的去管道化战略证明，客
户的关注如何在困难的运营环境中成功

Guiding 
Principles

网络

我们是all-IP迁移，技术战略，
网络架构/规划/部署的专家。我
们建立了T-Mobile

组织变革

转型能力是所有电信企业成功的因
素之一。我们创造结构、领导的解
读和不断变革的工作环境

财务管理

财务规划与资本管理是我们与电信客户合作的核心工
作内容。我们创造盈利

创新与合作

合作伙伴是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我们
知道如何发展电信创新 –来源于硅谷

我们构建未来
的电信业

商业策略

. 我们是在不断融合商业环境中制定
和量化电信策略的专家。 我们改变
你的数字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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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on 公司简介

我们的咨询领域和专长

 战略、创新与产品
 财务管理
 CRM 销售及服务
 批发和管理
 IT 战略
 IT 效率 & IT 基础设施优化
 网络
 转型、组织和人员管理
 企业架构管理
 业务流程管理
 供应管理
 应用管理与咨询
 风险、安全与合规性

我们的咨询业务

制造商服务企业 电信公司

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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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工作

我们创造了一个今天符合
明天需求的工作环境

创新和国际化的工
作环境 个人职涯概念

工作价值领先的数字化培训与指导计划

文化多样性
全球网络与交换计

划

Detecon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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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on 公司简介

Detecon 在这个数
字化时代

我们在微博和博客关注当
下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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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ingDetecon 公司简介

DETECON的战略和管理咨询服务使得德国电信的价值创造链得到了提升

为德国电信的关键客户提供ICT解决方案

德国电信：你工作和生活网络化的第一选择

DETECON, 德国电信集团的管理咨询单
元

关于德国电信的一些数字

 在5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雇佣
了超过225,000 名员工 

 在TC、移动和IT领域，均在德国排名第一

 拥有的网络和计算机中心遍布全球

 年营业额达到692亿欧元

 大约160万的市场推广工作系统

 超过1.56亿的移动服务用户

 超过2900万的固定网络用户

 超过1800万的宽频用户

 约660万的电视服务用户 (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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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ing

Detecon International GmbH

Sternengasse 14 – 16
50676 Cologne (Germany)
Phone: +49 221 9161-0

www.detecon.com
info@detecon.com

Supervisory Board:
Christian Till Roga (Chair)

Executive Committee:
Dr. Jens Nebendahl

Commercial Register: 
Cologne Local Court HRB 76144, 
Corporate Headquarters: Colog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