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倾听
将重点转向社交商务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执行报告
社交分析

IBM 社交分析
IBM 社交分析可帮助客户借助社交和其他外部数据明确
并发现新的需求信号，助力整个企业内部的决策。无论
是识别新模式和新趋势来指导产品开发、保护品牌形象、
从微观上细分客户以实现更精准的市场营销，还是为人
力资源部门锁定潜在新员工、提升整体客户体验，IBM
社交分析都能帮助企业把握世界动态，以便在认知商业
环境中作出更好的决策。更多相关信息，敬请访问
www.ibm.biz/socialanalytics。
Twitter, Inc.
Twitter 是一个实时信息网络。人们使用 Twitter 来
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分享信息并与任何地方的任
何人联系。更多相关信息，敬请访问 www.twi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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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商务

执行摘要

在数字时代，成功的企业都深知数据，尤其
是数据中隐藏的信号的重要性。尽管如此，
许多企业仍然尚未完全挖掘出 Twitter 等社
交平台衍生数据的价值。因此，企业需要扩
大社交数据的应用范围，使其不再局限于营
销部门的传统运用。企业需重新审视社交互
动平台所产生的数据，发挥它们在推动客户
互动、转变业务流程甚至驱动创新方面的重
要作用。

2015 年 9 月 21 日，美国前国务卿（也是 2016 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
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条推文，指出在特种药
品市场存在“哄抬物价”的现象，同时强调她将制定相应的方案解决该
问题。这条 21 个字的消息于东部夏令时上午 9:56 发布，回应了之前报
告中提到的制药公司将近期的药物价格提升了 50 多倍的问题。该推文
发布后不到 3 小时，截至下午 1:08 分，拥有 144 名成员的纳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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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指数下降了 4.7 个百分点。
这一真实案例显示出一条简短的推文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这则故事
告诉我们：数据，尤其是实时社交数据，不仅能影响单项业务，还可能
影响到整个行业，而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由于世界上数据的生成速度
远远高于企业对数据的吸收与掌握速度，因此从外部数据中发掘价值的
能力逐渐成为竞争优势。
考虑到这一点，IBM 与 Twitter 强强联手，旨在管理与利用当今社交互
动平台所传输信息中蕴含的能量。两家公司建立合作后，IBM 商业价值
研究院与 Twitter 的研究团队访问了数十名高管与行业专家，并对两家
公司的数百项客户互动案例进行了分析，旨在更好地了解各个企业如何
利用社交数据参与当今数字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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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领先品牌客户服务的用户名
的 推 文 在 过 去 2 年 增 加 了 2.5
2
倍。

我们的调查显示，社交互动数据的价值绝不止于市场营销部门的传统应
用。一流企业都在积极地将社交信息与企业的现有专有数据和其他外部
信息相结合。这样能够揭示一些深刻洞察力，从而实现整个企业的能力
转型。

近 40% 的企业会收集实时事件或
3
数据。

由于社交互动平台在过去十年里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许多企业已开始将
其用作市场营销与品牌推广的工具，并逐渐开发出包括“倾听”客户在
内的被动式实践方法。与客户间的大部分直接互动一直局限于品牌管理、
客户服务、社交推广、公共关系和危机干预等五大职能领域。例如，针
对领先品牌的用户名或“标签”发布的 Twitter 消息（又称“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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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年里增加了 2.5 倍。

各个企业正在利用从社交数据获
得的深入洞察力协助五大关键职
能的业务流程转变。

但是从这些社交互动平台获取的强大数据可能会影响更多的业务流程。
Twitter、Foursquare、博客、论坛、浏览网站及内部协作工具等平台，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供有关客户、员工、竞争对手和市场的深刻洞
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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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型企业都在充分利用对企业运营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社交数据。目前，
5
全球约 40% 的企业会收集实时事件与数据 。这些企业中有些会将来自社交
平台的数据与内部和外部数据相结合，以改进业务流程并推动创新，从而打
造由此类平台的互动所支持的沉浸式体验。在该过程中，他们逐步获得竞争
优势并建立全新的业务模式。

图 1

开拓型企业正在将社交数据的应用从传统的营销
和品牌管理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

社交的影响范围

互动性社交平台的价值源于它具有能在公共平台上实时揭示买家、卖家和竞
争对手等因素的独特能力。借助此类平台，企业便可了解围绕价值链的各项
因素，从而得到以前无法获取的深入洞察力。从互动式社交平台产生的信号
中“获取或学习”是真实可靠的，其影响力非常强大，甚至能创建快速捕捉
全球十多亿人和企业的日常生活、关注问题、愿望和需求的能力。
对于致力于优化互动平台数据价值的企业，我们建议从五大职能领域着手，
因为全球领先企业与社区都是根据社交数据提供深入洞察力，在这五个职能
部门创建更具“感知性”的业务流程。此外，我们还讨论了某些企业如何通
过改进他们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方式使创新迈上新的台阶。

行业改造的创新

组织业务流程

营销/品牌推广

影响的传统范围

影响的新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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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转型
精通社交的企业正在将从社交平台中获取的公开数据融入到业务流程之中，
并将此类数据与已有的内部数据或其他公开数据源相结合。在此过程中，
他们能够持续辨别并发现有助于在整个业务流程中做出决策的洞察力。此
外，这种综合数据还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更好的情境、深度和执行信心。
通过将汇总的社交数据与天气、客户位置和销售点数据等其他实时信息融
入企业的核心业务职能，企业可以提高业务流程对周围业务情境的“感知”
能力。正如一位高管所说，“这种真实的数据为数字、表格和图表赋予了
更多的人性。”
我们已经识别了企业可通过融入社交数据改变业务流程的五大职能领域
（见图 2）。
销售与营销
除了社交倾听和推送式营销，现在，一些领先企业还将社交平台用作“预
警系统”，帮助他们了解如何、何时以及为何与客户互动。
USAA 是一家主要服务于军属的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它不仅将 Twitter
用作与其分布广泛的会员进行互动的主要平台，还将其作为不良运营事件
和消费者事件的主要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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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领先的企业均将社交数据及其他
实时信息与五大核心业务能力相
结合，从而建立能更准确“感知”
业务情境的流程。

企业使用社交数据改进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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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交获得即将发生的某种
情况的预警，这并不稀奇。”

“我们不断评估最佳运营模式，以确保能够满足各地会员的特定需
求，”USAA 社交商务副总裁 Renee Horne 表示。Horne 甚至一直都在考
虑联系的重要性，以及怎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将内容传递至海上的航空母
舰，而对于部署在海外的会员来说，社交平台是他们主要的交流模式。

Renee Horne，USAA

“就标准而言，我们非常重视社交，很显然这是一条非常独特的途径，涉
及公共空间发生的对话。而且通常网络舆论会影响会员对我们的评价，”
她补充道。
Horne 发现在社交中围绕某一具体话题产生的讨论峰值通常预示着将发生
可能具有更大下游影响的事件，因此她使用这类信息作为支持运营的预警
机制。她的团队还分析了围绕负面消费者事件（如零售商数据泄露）发生
的社交聊天内容。
“通过社交获得即将发生的某种情况的预警，这并不稀奇。我们还使用社
交平台，尤其是 Twitter，探查运营问题并迅速做出反应，还将其作为其
他对外交流的平台，”Horne 说。“我在这里的部分职责就是确保我们能
够利用该空间为企业、我们的员工和会员创造价值。”
研究与开发
消费者驱动型企业也利用该功能更深入地了解潜在客户和最终客户的愿望
与需求，以便在产品使用周期内做出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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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娱乐 (Legendary Entertainment) 近期上映的电影包括“哥斯拉”以及
即将上映的“魔兽争霸”和“金刚：骷髅岛之王”，其中便借助社交活动平
台锁定具有影响力的消费者。此外，越来越多的传媒企业也开始在电影开拍
前的几年里去了解公众对演员和故事框架的看法。
“在为角色选演员时，你必须观看他们之前的作品，与他们的经纪人谈话并
和曾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交流，从而对他们形成一定印象，”传奇娱乐首席
分析官 Matthew Marolda 说道。“你为什么不通过社交媒体去了解公众对他
们的看法呢？我们会运用先进的文本分析技术全面分析他们对话中的音调与
音色，然后考虑他们是否适合我们要拍摄的电影题材。”
供应链
企业正在运用社交数据更好地了解并满足最终消费者在某些情况下的非直观
需求。一家全球零售商综合使用包括天气、竞争对手的促销政策、Twitter
信息、经济统计数据和新闻资料在内的内部与实时公开数据，识别强烈但就
目前而言属于非直观的需求信号。该公司开发了一套基于算法的形势引擎，
用于针对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趋势和季节性预测的特定产品提供非直观预测。
其结果是：根据这些实时预测，该公司从根本上重新调整了商品输送的大规
模供应链。
美国的某家医药连锁店将实时社交和天气数据相结合，用来指导抗组胺和防
晒霜的限时促销，完全颠覆了按季进货的传统概念，确保产品可以在需求最
盛时期上架（到达消费者手中）。

“我们要做创新工厂而非仓库。
所以，如果我们仅依靠两三年前
制定的方法，必将面临淘汰的风
险。”
Matthew Marolda，传奇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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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听取围绕食品话题进行的
对话，然后回来比较形势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这是一种非常独特
的能力...”

规划部

Luis Copeland，孟山都公司

深入反映用户日常生活情况的社交平台对话，可帮助大量开拓型企业和研
究人员更准确地了解并预测世界各地的趋势和事件，使其能够更具战略眼
光。农业是利用社交数据制定战略规划的领域之一。利用大数据和分析，
该行业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不过该行业的某家公司正尽力将客户纳入对
话之中，以便继续深化这场数字变革。
孟山都公司是一家跨国农业公司，正在寻找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消费需求
的新方式。由于新产品的育种周期长达 15 年之久，因此该公司的全球创
新与战略团队需要预测哪种食品的发展趋势能够维持 10 年。孟山都早在
10 年前便开始了消费趋势的研究，因此早已成为宏观经济因素研究领域
的专家，但那时都是采用扫描的零售与食品服务数据。
“不断听取围绕食品话题进行的对话，然后回来比较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能力 - 因为我们需要大量数据点，”孟山都全
球农业生产解决方案与种子处理总监 Luis Copeland 解释道。“从成本
方面考虑，我们无法做足够的调查，或者说无法投资足够的调查来采集如
此多的数据。”
该公司发现，在零售级数据到达峰值的前几个月，零售食品趋势就开始在
Twitter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显示出来了。反过来，我们可以通过预测相关
人群的未来情况计算出长期需求。根据其研究，孟山都现在非常注重了解
对食品话题最热衷且影响力最大的消费者并与他们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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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交互式社交平台对涵盖从人力资源到法律合规的内部运营流程具有巨大影响。
例如，一流企业既使用了公共互动社交平台也使用了内部互动社交平台来了
解并处理与员工流失、员工保留、雇主品牌推广和劳资关系相关的问题。他
们还采用开放政策所无法替代的方式听取客户和员工等人群的意见。
一家美国食品与饮料供应商曾对同店销售额的异常波动感到困惑，因为没有
哪项常规指标能够给出合理解释。但是客户发布在 Twitter 上的推文给出了
解释：一旦某商店最受客户喜爱的员工离职，客户总会想换一家商店买早点。
基于这样的认识，现在该公司更加注重员工保留项目，除了提供标准的培训
外，该公司还推出了助学金和职业认同等项目。
在企业频谱的另一端，社交平台在传播和监督监管事件方面也正发挥着作用。
2013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企业可以在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发
6
布营收和其他企业新闻，不过应事先告知投资者会使用哪些社交媒体。 近
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公共社交平台更好地监督药
7
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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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新

“这是我坚信的一件事：我觉得
社交互动是继彩色电视机之后在
电视节目制作方面最伟大的变革；
从此以后，还没有别的什么能够
改变制作内容。”

有些企业正以改变企业运营模式的创新方式，将社交平台的影响从单一的
流程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这些开拓者将互动社交平台融入企业的核心职
能中，跳出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客户体验和协作型解决方案。

Julia Gutnik，Globo 电视

“我们以前采用的是固定且单一的方式制作播报内容，”Globo 电视数字
业务开发部的 Julia Gutnik 解释道。“过去我们制作和播报内容时从不
与观众对话。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播报的每一场新演出都采用了社交
媒体并引入了与观众的对话。”

创造型、共有型娱乐
巴西传媒集团 Globo 在报道 2014 年世界杯时首次使用了交互式社交形
式，这彻底改变了该传媒集团所有媒体内容的制作方式。

如今，人物角色和剧本的构思与创设有时会基于与观众的互动。Gutnik
认为互动社交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Globo 现在的使命
是按照受众的要求为其提供沉浸式体验。
“这是我坚信的一件事：我觉得社交互动是继彩色电视机之后在电视节目
制作方面最伟大的变革；从此以后，还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改变制作内
容。”Gutnik 说。“我们正在建立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强大的。”
其他传媒公司现在也正在采用类似的做法。在美国，电视节目在实际播出
时会实时发送推文与观众进行互动从而吸引观众，试图再次营造出过去大
8
家一起看电视的共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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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All England Lawn and Tennis Club（全英草地网球和门球俱乐部，即
锦标赛举办场地 Wimbledon)来说，互动社交平台代表彻底改变游戏体验、赢
得不同观众的机会。
“我们约有 50 万观众来到现场，但社交媒体的观众数量将近 900 万，”数
字与内容总监 Alexandra Willis 说。除了为 Wimbledon 创建人物角色 一位古怪的英国绅士之外，Willis 说她的团队还为这些人物角色找到了“融
合了故事情节的独特瞬间。”
“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尝试。实际上我们对奖杯的雕刻现场进行了潜望式
镜头拍摄（流媒体处理），之前从没有人在现场环境下看到过，”她解释说。
创新型、互动型政府
可能是由于此类机构的透明与非竞争属性，大量政府和公共机构都喜欢尽可
能利用社交平台进行实时和定位互动。我们发现全球有些国家和城市能够为
日常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并向民众寻求帮助。
西班牙南部的 Jun 镇多年来一直积极鼓励民众使用社交媒体报告基础设施故
障，例如报告路灯烧坏故障，或为城市优化建言献策。在这一过程中，镇政
9
府建立了一套成效显著的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办法。 另一案例是法国图卢兹市
政府的管理。市政府从社交平台上的数百万评论中精心筛选，并着重解决在
环境、内容和情感方面与民众需求相关的问题。结果，该城市的道路维修问
题响应速度提升了 93%，处理周期从 15 天缩短为 1 天，同时制定了相关策
10
略，更好地处理居民对城市重建项目的担忧。

社交媒体在应急管理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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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面临严重的季节性洪涝。由
于它也是世界上 Twitter 用户比率最高的城
市之一，因此该城市已成为互动式、群众参与
型灾情管理办法（即 PetaJakarta.org）研究
的重点区域。
在 2014-2015 年的季风季节，PetaJakarta.org
共向民众发出了 89,000 条邀请，确认洪涝情况，
并获得了 200 多万的 Twitter 印象值。报告还
被自动加入到公开地图。
研究人员认为该项目展示了社交媒体作为特大
城市收集情境数据的一套低成本方法所具有的
价值，即它可以在极端天气事件中协助决策并
帮助通知政府、急救机构、非盈利组织和民众。
该项目通过免费开放的源码软件，将普遍使用
的移动设备卫星定位系统和消息服务能力与社
交媒体的网络连接能力结合起来，制定出了一
套独特的方法，提供有效且可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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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倾听

超越社交倾听

“社交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
我们了解世界此刻正在发生的事
情...”
Shawn O’Neal，联合利华

将重点转移到社交商务的第一步是找到社交平台中尚未被开发的价值，也
就是从产品开发到政策合规，以及二者之间其他职能领域在内的整个企业
内可以实现的价值。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第二步是扩大社交倾听团队。
这需要建立两个关键人才库：一个是数据专员，负责从相关 API 中提取
信息；另一个是分析师，需要对企业面临的特定商业挑战十分熟悉，在客
户、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市场力量如何影响和解释解决方案方
面具有独到洞察力。超越社交倾听还需要专门的团队。一些进取型企业在
其企业内部创建了多个部门，专门负责分析社交数据并从那些深入洞察力
中挖掘价值。
例如，联合利华 - 英国的一家全球性日用消费品公司 - 深知从社交数据
中获得的深刻洞察力对公司内的几乎每个部门都有用。不过，获得这些洞
察力需要将心态从询问“能获得多少转推送量”这样的“社交分析”问题
向询问更深层、更敏锐的业务问题转变。明白这一点后，联合利华制定了
“人员数据计划”，在该计划中，由专门人员与供应商构成的一个团队每
个月可挖掘数百万条具有商业价值的推文。
“人们通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担心该产品的包装，消费者是
否 也 会 担 心 ？ ’” 联 合 利 华 全 球 人 员 数 据 与 营 销 分 析 副 总 裁 Shawn
O’Neal 说道。“根据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调查，首先发现人们并不是
在讲包装问题，于是引出了下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他们说的不是包装问
题，那他们说的是什么？以及他们会在什么时候谈论这个问题？为什么？
对谁说？”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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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利华的一位合作伙伴（Pixoneye，一家新兴创业公司）进行的一项调
查发现，根据一两条从 APP 或通过社交渠道新技术得到的具体信息而投放的
定向广告所催生的效益比传统电视广告的要高出 4-40 倍，”O’Neal 继续
说。借助了解到的一些简单情况，例如某人是否养了宠物、养的是哪种宠物
（狗或猫），可以有效提升定位的效果。”
通过分析社交平台上的对话，该团队还发现人们购买某款优质冰激凌不属于
冲动型消费，也不取决于天气是否晴朗，这颠覆了我们的一些长期认知。它
还改变了人们对公司内社交价值的看法。
“我们不希望看到企业总是问一些狭隘的调查问题，”O’Neal 解释道。
“我们希望他们能问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然后与社交分析师商讨，并在最短
时间内勾画出他们的深刻洞察力。我们现在就应学习有助于提高销量的方法，
而不是明年。社交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了解世界此刻正在发生的事
情，而不是在六周后，甚至在六个月后，但是在过去，利用传统的研究方法
通常就需要这么长时间。
以前公司需要推断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自当今互动社交平台的数据可让
人们迅速、直接地了解全球的行为模式和趋势。然而，通过将社交数据与其
他内部与外部数据资源结合，可以分析获得清晰的认识、作出更好的决策并
采取行动，从而产生更巨大的价值。互动数据资源释放的信号可迅速成为帮
助企业根据周围情况作出决策的重要因素，并可用于改进甚至改造传统的业
务流程。

记住，字数有限，信息无限。
隐藏/关联元数据是商业影响/价值的关键。社交数据
（通常）提供的信息远多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尽管不同
平台所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不一样，但数据背后通常还
有数据，即所谓的元数据。例如，虽然使用 Twitter
进 行 的 交 流 被 限 制 在 140 个 字 符 内 ， 但 通 过 访 问
Twitter 的 API 可以提取出 150 条独一无二的元数据
（见图）。时间数据、位置数据和设备数据等元数据可
提供独到的洞察力。此外，第三方开发商可向帖子中添
加额外的元数据，如图片、视频、投票和标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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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了吗？问问您自己这些问题
重点提示

•

贵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社交数据所提供价值的了解程度如何？

•

贵企业是如何吸引主要客户的兴趣来诱导他们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他们的
想法与建议的？

•

贵企业如何将社交数据融入到战略性运营流程之中？

•

贵企业在将社交洞察力融入整个商业分析环境方面效果如何？

•

贵企业的哪个部门具有根据社交数据进行分析并给出建议的能力？

随着企业开始认识并利用社交数据的价值，社
交商务的先行者提出了另外几点重要提示。
重点提示 1：转变您的企业对互动社交平台的
看法。
重点提示 2：将社交平台的影响拓展至企业内
部营销以外的其他部门。
重点提示 3：将社交媒体作为发掘深层洞察力
的主要指示器，并做出更好的商业决策。
重点提示 4：查看短短 140 字的推文背后隐
藏的深层信息。
重点提示 5：从商业视角而非对话视角评估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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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becca Shockley 是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大数据和分析领域的全球研究领
导人，她主要负责就业务分析这一主题进行实时调查，以便为企业高管开发
思想领导力。在过去的五年里，她发表了六篇有关分析趋势的重要研究报告
和数十篇专业研究报告，包括分析学在创新中的应用、特定行业与地理区域
内 分 析 学 的 成 熟 性 以 及 首 席 数 据 官 职 务 的 设 立 。 您 可 以 通 过 Twitter
@rashockley 或电子邮件 rshock@us.ibm.com 联系 Rebecca。
Mark Callahan 是 Twitter 产品营销团队的一员，负责管理几个主要企业数
据 API 解决方案的开发、策略与定位。加入 Twitter 前，他曾任 Gnip 产
品的营销负责人，在社交数据、IAM 和信息安全领域拥有多年经验。Mark 硕
士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商学院金融与电子商务专业，并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
德分校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在 Twitter @MDCin303 上关注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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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行业专家

欲获取 IBM 研究报告的完整目录，或者订阅
我们的每月新闻稿，请访问：ibm.com/iibv。

Randy Almond 是 Twitter 数据营销总监，负责介绍社交数据的变革力量。
进入 Twitter 前，他曾在世界上最大的社交数据供应商 Gnip 担任营销
副总裁，2014 年春，Gnip 被 Twitter 收购。Randy 同时供职于致力于
确保社交数据生态系统长期成功的行业联合会 Big Boulder Initiative
的董事会。Randy 取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MBA 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文学
学士学位。您可以在 Twitter @rcalmond 上关注他。

从应用商店下载免费“IBM IBV”应用，即可
在平板电脑上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执行
报告。
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中国网站免费下载
研 究 报 告 ： http://www-935.ibm.com/servi
ces/cn/gbs/ibv/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在 IBM，我们积极与客户协作，运用业务洞
察力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帮助他们在
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隶属于 IBM 全球企业咨
询服务部，致力于为全球高级商业主管就公
共和私营领域的关键问题提供基于事实的战
略洞察。本文是根据该院课题小组的深入研
究撰写的。它也是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正在履行的部分承诺内容，即提供各种分析
和见解，帮助各个公司实现价值。

Jason Breed 是 IBM 竞争力中心项目及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社交业务的
全球主管。作为一名高级数字战略师，他曾任职于多家全球最大的公司，
专业知识涵盖在线领域和移动领域。Jason 主要负责研究企业及社交网络
和社交能力对整个企业转型的影响。Jason 发表过数十篇报告，联合出版
了两本专著，并在企业咨询领域也有诸多创新，享誉业内，是社交业务领
域公认的早期领导者。您可以通过 Twitter @JasonBreed 或电子邮件
jbreed@us.ibm.com 联系 Rebecca。
合作者
Brian Goehring，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副合伙人；Eric Lesser，IBM 商
业价值研究院调研总监
致谢
作者在此对参与本报告的研究和访问的个人和公司表示衷心感谢，并特别
致谢 All England Lawn and Tennis Club、Globo、孟山都公司、传奇娱
乐 、 联 合 利 华 和 USAA 。 此 外 ， 对 以 下 个 人 表 示 特 别 感 谢 ： Rebecca
Carroll、Kathy Cloyd、Alan Dawkins、Seth McGuire、Glenn Finch、
Jennifer Okimoto 和 Cynthia Wel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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