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轉型服務

專家見解  助您運籌帷幄



幫助企業找到應付
複雜多变環境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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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市場日益緊密聯繫，企業除了要應付不斷轉變的挑戰，也要力爭上游保持競爭優勢。管理
層必須具備遠見和領導力，同時提供切實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提高整體績效和效率，最終增强
公司實力並建立持續改進的企業文化。

憑藉超過600名專業人員的全球團隊，我們的“企業轉型”部門為客戶提供跨價值鏈的全面無縫
解决方案，包括支持交易，推動營收增长，降低運營和供應鏈成本，優化人才資源、轉化財務
和業務流程。

我們引領行業專才，與管理層、董事會和投資者並肩合作，幫助企業把握好任務的輕重緩急，
以及權衡短期和長期目標。

簡單地說，我們帶來了一種獨特的“使命必達”風格，務求成功完成任務。我們期待有機會向貴
公司介紹我們的團隊，以及如何幫助企業提升股東價值！

Carlyn Taylor 
企業轉型服務全球負責人

謹啓



企業轉型
服務概况
我們的全球團隊經驗豐富，擁
有超過600位企業轉型專家，
以專業角度按照企業的五大要
素為客戶提供最佳的合作模
式。

我們高度重視提高效率和效
益，采取平衡的辦法，並兼顧
短期效益與長期戰略目標。

重點關注行業
我們根據每個客戶的行業動態實施最佳方案，重點關注决定業績的特定挑戰和機會。

航空航天和國防 

汽車製造和經銷

化工 

清潔能源

能源、電力和產品

金融機構

食品和飲料

醫療和醫藥

企業轉型

營收增長

運營

交易

人才資源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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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和基礎設施

零售和消費品

電信、媒體和科技

運輸和物流

酒店、休閑和博彩

工業和製造

保險

礦業和礦業服務

營收增長

•  戰略、創新和營收
增長執行

•  卓越的市場和銷售
隊伍

•  客戶和產品盈利能
力

•  定價和績效分析

•  數字化轉型和數據
管理

•  品牌和聲譽管理

運營

• 運營計劃和市場情報

• 一體化供應鏈

• 結構性成本改進

• 戰略采購

• 效益最優化企業

• 臨時管理層

• 电子搜尋和數据管理

交易

• 交易前和交易後咨询

• 合並整合和分拆

• 盡職調查：財務、商
業、運營、信息技
術、法律和監管調查

• 估值

• 交易溝通和監管審批

• 投資銀行業務和被投
企業再融資

• 稅務架構和籌劃

財務

• 會計流程和財務報告

• 財務流程轉型

• 財務規劃與分析有效
性

• 臨時管理層和短期資
源管理

• 資金管理最優化

• 營運資金周轉率最優
化

人才資源

• 組織結構設計和勞
動力優化

• 文化和變革管理

• 員工敬業度和管理
層領導能力

• 職業培訓與人員發
展

• 人力資源分析

• 勞動法遵守和員工
關係

• 高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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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專業知識
我們協助客戶進行卓有成效的革新，著重推動收入增長、降低成本和提高生產力。我們的客戶團隊由資深專業人
士組成，他們曾在企業客戶所處的行業工作，對相關市場十分熟悉，事實也證明他們都是能够提供真知灼見的專
家，有助客戶進行重大革新。我們具備以下四方面的獨特優點：

 美國最佳管理咨询公司
《福布斯》
（2016-2018）

 交易服務ALM Vanguard StatusTM

  ALM Intelligence
（2016）

9
為排列全球300強私募
基金前10位的其中9家
提供服務

96
全球百大律師事務所
中96家事務所是我們
的客戶

FCN
股票代碼（那斯達克上市公司）

28億美元
股票市值（1）

全球78個城市 53
全球最大的百家跨國
公司中的53家是我們
的客戶

  Spotlight Awards獎
  管理咨询公司協會
（2015-2016）

  美國年度最佳戰略公司
  M&A Atlas Awards獎
（2017）

行業深度
我們的方法根植于我們
的行業優勢和產品深
度。我們的資深行業從
業者瞭解客戶的挑戰、
機遇和競爭環境。

最佳執行
我們尊重他人，坐言起
行，勇往直前。我們采
用以事實為基礎的協作
和分析方法，關注客戶
的目標、文化和工作
風格。

我們經過驗證的流程和
工具使公司能够更有效
地實現預期結果。

親歷親為
我們站在客戶一邊，而
不是對立面。在評估和
執行建議的過程中，我
們的團隊精益、快速，
從項目開始到結束，我
們均會持續提供資源
支持。

由專家驅動
無論是為了對目標公司進行
運營或財務盡職調查，還是
為了實施推動營收增長和文
化改變革的戰略，我們都將
提供相關專家，在整個企業
無縫執行我們的解决方案。
我們知道如何運用正確的杠
杆手段，實現立竿見影的變
革，同時始終關注企業的長
期可持續性發展。

（1）截止2018年2月15日，已發行股票總數，乘以2018年2月23日的收盤價。



營收增長

由專家領導的團隊幫助客戶迅速釋放盈利能力，

並提供咨询工具、分析和運營經驗的最佳組

合，協助客戶部署戰略，加快實現可持續及不斷升速

的營收增長。

客戶的成功案例

Office Depot/Office Max（歐迪辦公）
產品戰略和店鋪概念

在一項縮减店面版圖的委托任務中，FTI 

Consulting 設計了最後的產品分類，保持/
减少庫存投資，銷售和毛利率實現兩位數
增長。

Sotheby’s（苏富比）
數字化轉型

FTI Consulting 制定並實施了一項數碼戰
略，包括針對特定客戶的細分戰略，從沒有
購買或銷售意圖的客戶中分離出重要目標客
戶。FTI Consulting 的工作還包括推出在綫
拍賣和升級公司網站。

Aryzta
戰略發展，客戶體驗和利潤提升

對于這家價值20億美元的烘焙製品公
司，FTI Consulting 確定並實施超過2,000

萬美元的價值創造戰略舉措，包括銷售
增長、成本削减和庫存量單位（SKU）削
减。FTI Consulting 也被聘為美洲臨時首席
執行官。

某全美財產保險和意外保險公司
品牌建設

過去10年，FTI Consulting 幫助該公司建
設品牌，管理聲譽，該公司已經從傳統的財
產和意外保險公司轉型為廣泛的風險和數據
平臺。我們的工作包括領導層過渡支持，高
管定位和思想領導，並購咨询，品牌定位咨
询，業務戰略支持和利益相關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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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解决的典型客戶問題：

解决方案的領域：

“ 我們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增長速度在放緩。”

“ 我們擁有良好的數據， 
但缺乏關鍵的業務洞察力。”

“ 在渠道和接觸點上，客戶與 
我們的體驗不一致。”

• 戰略、創新和增長執行

• 卓越營銷和銷售

• 客戶和產品盈利能力

• 定價和績效分析

• 數碼轉型和數據管理

• 品牌和聲譽管理

“ 銷售業績並未達到應有的
水平，我們需要幫助確定
業績的關鍵驅動因素。”

“ 營收持續增長，但盈利能
力未相應提高。”

“ 客戶滿意度調查顯示品牌
持續老化。我們不確定
未來如何重振我們的品
牌。”



運營

客戶的成功案例

全國性窗戶製造商
工廠優化

FTI Consulting 重新調整了生產計劃，工廠
運營，組織結構，客戶和產品盈利策略，改
造了運輸管理系統和供應鏈。

Logica

成本優化

FTI Consulting 檢測了Logica的業務計劃和
臨時管理層能力之水平後，為該公司制定了
三年的成本削减目標和詳細的轉型計劃。

Innovative

臨時管理層和投資銀行業務

FTI Consulting 被聘為臨時首席執行官、首
席財務官、首席技術官、首席營銷官和首席
信息官，幫助公司改善網絡基礎設施和財務
運營績效，FTI Capital Advisors為該公司成
功執行出售交易。

Costa Farms

組織設計和變革管理

FTI Consulting 與管理層合作，設計並推行
全新的組織結構，擴大經營規模，善用不
同業務綫（在過去收購）的農耕技術，同時
通過新創建的商業運作模式，提高客戶的
關注度。

與管理層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携手合作，我們經驗豐富

的顧問團隊和前行業營運者為客戶提供客觀、有數

據支持、切實可行的解决方案，帶來持久的經營成效。

我們解决的典型客戶問題：

“我們預期的協同效應尚未實
現。”

“ 與競爭對手相比，我們的生產
利潤率正在下降。”

“ 采購分散，合同複雜，供應商
太多。”

“管理層表現不佳/我們的運營需
求需要臨時解决方案。”

“管理數據報告/市場情報强差
人意，不能提供我們需要的洞
察力。”

“我們沒有正式的需求/產能規
劃。”

“ 工廠表現不佳。”

解决方案的領域：

• 運營計劃和市場情報

• 一體化供應鏈

• 結構成本改進

• 戰略采購

• 精益企業

• 臨時管理層

• 电子搜尋和管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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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在整個交易周期內，我們為企業和金融客戶提供

咨询服務，將豐富的交易經驗與對症的行業專

家結合起來，圍繞交易構建和開展盡職調查，整合、評

估和溝通。作為一家上市公司和咨询公司，我們不受審

計衝突和限制的影響，所以我們能够提供全套服務。

客戶的成功案例

American Vision Partners

盡職調查和合並整合

最初，FTI Consulting 被聘請對兩家領先的
眼科診所進行財務和運營（臨床依從性和營
收周期評估）盡職調查，客戶計劃在交易完
成後合並這兩家診所。之後，擁有診所的私
募機構繼續聘請 FTI Consulting 完成所有
合並整合規劃活動，確定數百萬美元的經常
性和一次性協同效應機會，在聘請後前12
周內實現經常性協同效應的全方位投入成
本價值。

Rayonier Advanced Materials

合並整合

在完成財務和經營盡職調查後，FTI 

Consulting 為這家價值20億美元的化學品
公司完成一項成交前全球合並，包括整合規
劃、整合項目管理辦公室（IMO）、隔離室

和溝通規劃。FTI Consulting 創建了終端運
營模式、第一天大綱、第1-100天執行計劃，
實現超過市場目標的收入和成本協同效應。

Monsanto（孟山都）
交易溝通

為了支持該公司與拜耳合並，FTI 

Consulting 制定和執行了一項全球溝通戰
略，與媒體、投資界、員工、客戶、合作伙
伴和政府官員密切接觸，促使合並成功。

Entercom CBS Radio

合並整合

Entercom 聘請 FTI Consulting 支持其
收購和拆分 CBS Radio 的整合計劃。FTI 

Consulting 與管理層合作，設計了兩家公司
的經營整合，確定所有核心業務職能和成本
中心的收入與成本協同機會。整合計劃確定
了超過4倍的初步協同效應。

我們解决的典型客戶問題：

解决方案的領域：

“ 在提交意向書之前，我需要
知道哪些潜在的關鍵稅息，
折扣及攤銷前利潤調整？”

“ 協同效應是否已確定‘真
實’？實現這些協同效應的
投資/實施計劃是什么？”

“ 我們如何就交易和必要的監
管批准進行溝通？”

“ 實現計劃節省的‘代價’是什
么？”

• 交易前和交易後咨询

• 合並整合和分拆

• 盡職調查：財務、商業、經營、信息技術、法律和監管盡職調查

• 估值

• 交易溝通和監管審批

• 投資銀行業務和投資者組合公司再融資

• 稅務架構和籌劃

“ 事後才考慮到交易的稅務事
項，我們需要迅速作出反
應。”

“ 我們需要制定《過渡服務協
議》（TSA）及相關成本方面
的專業知識。”

“ 交易達成後，需要立即做好
準備改善收購後現金流。”

“ 我們需要支援來制定100天
計劃和相關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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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room），全部職能部門、組織設計



我們與財務和會計主管，及其組織和投資者合

作，解决人員、流程和技術方面的差距。我們

使用數據分析和最佳實踐建立支持財務職責的解决方

案，同時平衡公司的戰略目標。

我們解决的典型客戶問題：

解决方案的領域：

“ 我們需要更快的結算過程，
保持或提高準確性。”

“ 我們的流程既浪費，又不標
準。”

“ 我們尋求自動化數據記錄，
對實時結果和關鍵指標一目
了然。”

• 會計和報告

• 財務流程轉型

• 有效的財務規劃和分析

• 內部管理和增加資源

• 資金管理最優化

• 卓越營運資金

“ 我們有財務人員配置需求，
需要一個臨時的解决方
案。”

“ 我們需要在拆分的公司建立
一個財務職能部門。”

“ 我們需要簡化現金管理操
作，改善現金流和流動
性。”

財務

客戶的成功案例

Hilton Hotel and Resorts 

會計和報告

FTI Consulting 致力于為關鍵財務領域制定
健全的會計政策和備忘錄，包括合資企業
的會計，收入確認、權益法會計和租賃會
計，以及審查現有的公司間貸款和外匯會
計政策。

Herc Rentals

資金管理優化

FTI Consulting 負責評估各種戰略行動的流
動性、杠杆和評級影響，包括分拆和其他資
產貨幣化及公司的資本配置决策。

全球專業性服務公司
財務流程轉型

FTI Consulting 確定了2,800萬美元的財務
流程節省，這將使行政費用（G&A）降低7-8

個百分點，使財務成本正常化，减少過剩產
能和間接支出，同時有助于建立多功能共享
服務的交付模型。

AgroFresh

臨時管理層

FTI Consulting 擔任臨時首席財務官、財務
主管，以及財務規劃及分析主管，領導上
市準備工作，提供規定的財務報表、預算、
獨立的現金和信貸安排，以及公司溝通。之
後，我們的團隊支持了財務團隊的建設。

10 FTI Consulting, Inc. 企業轉型服務

（希爾頓全球酒店集團）



人力資源

客戶的成功案例

某全球電信公司
績效分析

FTI Consulting 對15個項目和流程進行了行
為分析，包括培訓、內部溝通和推出銷售團
隊平臺，確定每個項目對績效改進的貢獻，
以及總體有效性。

某全球石油和天然氣設備公司
商業職能轉型

FTI Consulting 領導全球商業職能轉變、减
少倉存、重新調整職能部門，以更好地滿足
客戶需求，顯著縮短商業投標的回應時間。

Nokia Microsoft（諾基亞微軟）
溝通策略

FTI Consulting 支持諾基亞的高級領導團
隊，就該公司將設備和服務業務出售給微軟
的交易，精心計劃了複雜的內部和外部溝通
活動，並適時安排發布聲明時間，以確保六
大洲的利益相關者獲得通知。信息針對向媒
體、政界和內部受眾解釋交易詳情及贏取他
們對交易的支持。

IHG（洲際酒店集團）
合並溝通

FTI Consulting 為IHG收購Kimpton Hotel

制定了溝通章程和協議，明確了角色和職
責，審查和批准報告流程，工具和模板。

我們與商業領袖、管理層、溝通和人力資源部門合

作，通過全面解决以人為本的變革，推動商業成

果。我們幫助企業更快地認識到轉型的好處，提供可持續

的變革，推動客戶的業務向前發展。

我們解决的典型客戶問題：

“角色不明確，可能冗餘：銷
售、一般和行政費用不斷上
升。”

“ 我們的結構陳舊，跟不上客戶
的步伐/我們有過多的層級，
决策緩慢，士氣低落。”

“ 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已經停滯
不前。”

“我們正在進行戰略轉型，我們
需要員工參與，在實現這一
目標的過程中發揮他們的作
用。”

解决方案的領域：

• 組織設計和勞動力優化

• 文化和變革管理

• 員工參與度和領導賦能

• 學習與發展

• 人員分析

• 遵守勞動法和員工關係

• 高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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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億歐元 
注塑公司
拓展策略與並購

FTI Consulting 獲委托制定該公司的歐
洲擴張戰略。FTI Consulting 確定了一
份符合客戶嚴格標準的並購目標清單，
以及新建項目開發方案和收購目標。FTI 
Consulting 開展財務、運營、估值和稅
務盡職調查，在交易整個過程中為客戶
提供支持。

易恩孚
臨時管理層

FTI Consulting 被任命為首席執行官，
負責為這家全球太陽能開發商、工程總
承包和業主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業務，公
司部署了近200萬千瓦的太陽能項目。
從運營和財務方面對業務和資產進行重
組，優化業績，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完成
並購交易，解决公司的擔保問題。

* FTI Consulting 辦事處处

12億歐元全球 
化學品公司
就分拆展開經營盡職調查

FTI Consulting 接受私募股權競購人的
委托，開展詳細的運營盡職調查，根據
所有成本類別的具體舉措，制定節約和
交付計劃。FTI Consulting 重新設計了
新的獨立組織結構，在總成本基礎上節
約成本10%。

合作天衣無縫，助全球企業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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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億歐元的 
航空運營商
業務計劃審查和開發

FTI Consulting 受歐洲一家航空公司股
東的委托，審查和制定商業計劃，包括
確認公司的航綫網絡，評估經銷和提升
輔助收入的機會，以及將計劃成本降低
1,000-1,900萬歐元的機會。

13億歐元建築 
和開發公司
削减成本

FTI Consulting 受委托審查公司的成
本基礎，包括工地成本、業務單位費
用和部門收費，以確定改善機會，並
提高效率、成效和整體盈利能力。FTI 
Consulting 還制定了一項全面的實施計
劃，包括務實的行動和新的獨立架構，
推動實行高效的流程。

跨國保險公司
業務增長

FTI Consulting 協助一家歐
盟保險公司轉型其商業產品的銷售業
務，設計並實現了目標運營模型和預測
分析，讓客戶能够專注于最有勝算的機
會。因此，詢價和報價成功率均顯著提
高。

3億歐元私募 
股權基金擁有的
醫療技術公司
績效提升

FTI Consulting 受托制定和支持全面改
善計劃的實施，幫助企業轉型，避免違
約。FTI Consulting 提供了一個為期三
年，穩健的成本降低項目，降低計劃成
本超過1,000萬歐元，提供詳細的實施計
劃和重要節省舉措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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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見解 
助您運籌帷幄
FTI Consulting 希望將自己深厚的 
專業知識，堅忍不拔的文化，廣泛的
服務和實際的行業經驗帶給客户， 
幫助客户有效地解决在全球面臨的 
問題。





 

如欲悉更多有關本行的企业轉型服务，請瀏覽 www.fticonsulting-asia.com

專家見解  助您運籌帷幄 關于FTI Consulting
FTI Consulting 是一家獨立的全球商業咨询公司，矢志幫助企業管理變化，减輕風險和解决糾紛：金融、法律、運營、政治和監管、
聲譽和交易。FTI Consulting 的專業人員遍布全球所有主要商業中心，與客戶緊密合作，預測、闡明和克服複雜的商業挑戰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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