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领导力  
领导者的自我颠覆

“未来领导力 – 领导者的自我颠覆”，
是光辉国际研究院关于未来工作转型
与变革研究课题的组成部分，光辉国
际通过三年系统地研究未来工作对组
织与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从国家视角看

中国



管理层将决
定企业成败



人们认为每一个成功的组织都拥有优秀的领导者，
这种想法看似合乎逻辑，实则不然。企业高绩效背
后往往隐藏着许多问题：不健康的企业文化、令人
质疑的运营方式、员工缺乏敬业度等等。

以上这些严峻的问题在光辉国际的最新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实。近期，
光辉国际对目前领导者是否具备未来领导必备技能进行了调研，结果显
示：组织投资者对现状感到不满，他们认为现行的领导方式急需改变，
有70%的投资者表示短期压力使得领导者无法创新、变革和数字化转型，
高达三分之二（约 67%）的投资者认为目前的领导力不足以应对未来的
发展变化。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只会充满更多不确定性。光辉国际的调研结果
表明，领导者必须勇于创新、与众不同，才能迎接未来的挑战。

调研还显示，组织要想免于走向衰败，领导者则需要非常积极地应对（而
非潦草应付）外界的挑战；组织如何打破这种混乱局面，领导者必须“颠
覆”自我，包括其思维模式、价值观和行为。领导者只有不断颠覆自我，
才能面对不断被颠覆的市场环境。

简而言之，组织而今迫切需要的就是自我颠覆型领导者。

缺乏未来领导力的组织将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它们难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商业环境，还可能面临投资者对组织的负面评估。要想摆脱此困境，
许多组织要重新制定领导力发展计划，彻底改变组织架构和组织文化。
组织变革能够为候选领导者提供机会，帮助他们成长为新一代的自我颠
覆性领导者。

我们将在这份报告中阐述自我颠覆型领导力对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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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期待新型领导力模式

在全球颠覆性大趋势的影响下，组织不得不迅速乃至疯狂发展。因此，领导力对于组织实现持续成功至
关重要。称职的领导者能够适应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即便组织未能适应市场，但只要领导者足
够优秀，依然能够获得投资，继续发展。

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表明，目前只有 15% 的领导者可以称之为自我颠覆型领导者。

如今，建立适应未来发展的领导力梯队迫在眉睫。中国的投资者和分析师十分看重组织人才，特别是高
管层人才：70%的人认为拥有杰出的CEO是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同时，70%的投资者表示，未来三年
组织在转型过程中，领导力在组织业绩方面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

但这种强大的创新驱动因素需求并非只针对高层的某一个人，投资者希望整个管理层都要具备良好的领
导力。中国 76%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对组织业绩至关重要，62%的投资者要求高管团队需具备杰出的管
理技能和能力。

变化是唯一的常态

中国投资者发现他们评估或投资过的组织正在面临巨大压力——96％的投资者表示这些组织正处于颠覆
性危险之中。但只有 34% 的投资者认为组织需要进行转型变革。

科技发展使得任意行业的变革都可能对其他行业造成威胁，新的竞争对手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从而进一
步增加了组织的压力。目前全球最大的六家公司均为科技公司，更为可怕的是，科技行业的扩张似乎无
穷无尽。科技引起的持续变革对战略规划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中国 54% 的投资者表示在竞争无处不在
的情况下，预测风险就变得格外困难。因此，60% 的投资者更注重组织的未来愿景和发展方向，而非历
史业绩。实际上，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组织的绩效情况和收益增长并非首要
考虑的因素。

中国的投资者更希望组织着重思考人才和领导力的发展和转型问题：

组织该如何走向未来以及组织应如何甄别人才、吸引人才、发展人才、保留人才、选拔人才来增加未来
型领导者储备，进而带领组织走向成功？



82%

78%

46%

60%
 

 

自我颠覆型领导者的
市场环境

的中国投资者认为传统领导力方式无法应对
未来发展。

的中国投资者表示愿意为领导者提供更
大的财务空间，确保他们有条件实现必
要变革，带领组织走向未来。

的中国投资者表示短期绩效压力不利于
体现领导者在创新、数字化和变革方面
的能力。

的中国投资者表示愿意给领导者更多时
间去实现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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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自我颠覆型领导者”

优秀领导力模型往往以过去的成功模式为基础，复制以前成功案例，来确定领导特质和
能力。尽管这种方法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同时也忽视了未来的重要性。在瞬息万变的全
球环境中，过去的模式可能显得赘余，甚至有百害而无一利。由于无法准确预测未来需
求，因此领导者必须具备一系列强大的未来型技能和适应变化的能力，方能通过自身的
主观能动性和敏锐的洞察力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我们将这些能够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人才称为“自我颠覆型领导者”。战
略快速变化、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运营转型是当今商业环境的三大特征。面对新的商业
环境，固守传统思维模式的领导者往往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言权，但自我颠覆型领
导者凭借自信且谦逊的特质、高度敏锐的学习能力、自我意识、高情商和社交能力，能
够带领组织向目标前进。他们懂得审时度势，可以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的方法和态度，
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而行动较慢的同行则容易陷入困境。高管灵活的思维模式若能贯
穿整个组织，那么每位员工都能在变化的环境中实现自我颠覆并取得成功。优秀的领导
者先描绘组织愿景，然后为团队赋能，通过团队共同努力更容易取得成功；相反，如果
团队过分依赖领导者，反而会阻碍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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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自我颠覆型领导者脱颖而出的特质可
以概括为 ADAPT 五维能力：

预知：拥有情境智慧，能够依据背景和
相关联系迅速做出判断并创造机会；关
注组织能够满足的社会需求；即便在目
标模糊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提供前进方
向，协调组织与员工，共同努力前进。

驱动：能够通过培养使命感激励员工；
把握自身和他人的心理和健康状况；能
够营造积极环境，确保员工受到内在激
励，保持乐观和积极向上的心态。

加速：有效管理各类信息和知识，不断
进行创新并达成商业预期；借助敏捷的
流程架构、快速原型设计和迭代方法，
尽快将理论付诸实践并实现商业化。

合作：能够主动跨越逐渐弱化的职能和
组织边界，促进相互联系并达成合作关
系；促进思想交流；借助能力互补实现
高绩效。

信任：能够在组织和个人之间搭建共同
发展的新型关系；整合不同的观点和价
值观；帮助个人挖掘使命感，充分激发
员工潜力。

A

D

A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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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掘自我颠覆型领导者

通过分析光辉国际研究院数据库中 15 万名领导者的领导力画像，研究揭示未来有效领导力的 ADAPT 五维
能力素质，这不仅与国家创新能力以及全球创新指数息息相关，也是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且，通过 795

名投资者和金融分析师视角进行分析，依据当前市场高绩效领导者的供需差距建立模型（在全球 18 个关键
市场），从全球和各市场两个维度揭示领导力技能的短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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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者的期望 中国领导者的现状

信任合作推动驱动预知

自我颠覆型领导力
对中国的意义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现了
中期个位数的持续增长。为实现可持
续增长，企业必须从刺激出口、基础
设施投资驱动，转向消费和创新驱动。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新兴的商
业模式和技术在不断颠覆传统企业，
但同时也创造出新的客户体验和商业
机会。伴随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参
与全球市场竞争，这对组织和领导力
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在当下复杂
的颠覆性新环境中，自我颠覆型领导
力对于组织和领导者的生存与成功至
关重要。

邵强
光辉国际全球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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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者的期望 中国领导者的现状

信任合作推动驱动预知

中国现状

中国投资者普遍认为，只有 25% 的领导者有能力带领组织在未来取得成功。

中国的现状与期望

虽然全球都需要领导者在各个方面实现自我颠覆，但每个市场的领导力储备情况并不相同，各有优劣。谈及
不同市场的投资者对领导者的期望时，优先次序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地区的技能缺口各有不同，为满足
市场需求，各经济体的领导者需要侧重 ADAPT 的不同维度。

中国投资者极其看重领导者的预知能力，重视领导者是否明确组织的未来方向 ,而领导者在此方面的表现不容
乐观，中国的领导者需要进一步思考，找到阻碍他们探求未来的真正原因。

合作能力也是投资者极为看重的因素。目前中国领导者在这个维度表现适中，既没有优势，也不处于劣势，
仍有提升空间。合作并不是简单定义为与人和睦相处，而是领导者吸取不同观点并整合不同才能的能力。

领导者能力与市场期待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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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以特质为基础的发展对培育下一代
自我颠覆型领导者的重要性

在这个 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组织跨越界限，通过整合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形
成相应的生态系统而获得成功。正如投资者期待那样，合作伙伴
对于建立自身组织之外的联系、实现能力互补进而实现商业目标
至关重要。然而，许多组织都更喜欢按照“由内到外”的顺序决
定工作重点，低估了合作的重要性。



13

63%

76%

63%

58%

62%

66%

59%

59%

68%

56%

54%

62%

发现自我颠覆型领导者

大多具备领导者潜力的人才就在组织中任职，只不过并非高层。为了充分挖掘这类人才，组织应对所
有具备潜能的人才进行测评，了解他们的领导力水平。若要成为杰出领导者，需要了解高管职能，接
触涉及组织价值、盈亏、资产负债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等方方面面的高管工作。他们需要在组织内部
轮岗，时刻激励自己，学习新技能，体验不同的工作方式，并与不同背景、经验和能力的同事建立紧
密联系。

科技行业（和其他数字化“原生”企业）将成为自我颠覆
型领导者的摇篮，为其他行业提供领导者。

中层管理者中拥有卓越潜力的人才

企业内部正在开展以未来为导向的领导力项目

董事会设立新兴职位，如首席数据官（CDO）

领导岗位将跳过 X 世代（出生于 1961-1981 年），由精通
数字科技的千禧一代（出生于 1982-1995 年）担任

领导岗位将迅速被 X 世代占领，这是他们的时代

全球共计 中国共计

中国绝大多数投资者（76%）认为，未来的科技行业和其他数字化“原生”
企业将成为自我颠覆型领导者的摇篮。

投资者认为自我颠覆型领导者将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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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现有潜能

运用传统方法无法甄别自我颠覆型领导者。为解决复杂的多边问题，组织需要
将人才视为一个体系。招聘、薪酬、培训、发展和继任规划等方方面面可能需
要一次全面变革，才能确保组织实现多元化人才的流动，尤其是稀缺的自我颠
覆型领导者的流动。在搭建人才体系初期，组织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 培养新的思维方式。传统的领导力发展侧重技能和行为培养，新的体系需要
加入思维模式的培养，才能成功地促进新一代自我颠覆型领导者的发展。

● 开放领导力发展机会。领导力发展必须对更多的员工开放。过去常常奉行精
英主义，只专注培养个别员工；现在则需要建立一种集体模式，帮助组织的
每一位员工发展自己的领导力水平。

● 促进领导力的持续发展。组织不仅要提供学习机会，还要帮助工作繁忙的员
工轻松获取培训机会，并为员工学习提供奖励，促进领导力的“持续”发展。
同时，各层级的员工都应对自身的发展负责。如此组织与员工才能达成契合，
实现共同发展。

尽管现任高管和董事会可能会对变革产生畏惧心理，但形势刻不容缓，组织必
须加紧实现架构转型。这一步转型十分重要：从市场层面看，为了实现组织员
工向自我颠覆型领导者的进化，组织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全球 63% 的投资者
和分析师表示，具备优秀技能和能力且志向远大的中层管理员工将对组织未来
的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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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传统领导力培养方式往往只能产生过时的思维模
式，这种思维模式跟不上外界变化，无法解决领
导力危机。组织如何在领导力培养方式上创新，
是弥合领导力梯度缺口的关键。

要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组织必须加快识别、招聘、
保留、发展和选拔各个层级具备自我颠覆潜能的
领导者；组织需要创建相应企业文化，促使内部
所有员工不断创新思维，颠覆自我。

最后一点是解决领导力危机的基础：领导力不再
是孤立和不可预测的。组织通过建立相应的环境，
全面培养员工的 ADAPT 五维能力，为未来领导
者做好充分储备。

欲了解中国自我颠覆型领导力的现状以及如何提
升未来领导力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focus.kornferry.com/cn



关于光辉国际

光辉国际是一家全球化组织咨询公司。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激
发战略与人才的协同作用，驱动卓越绩效。我们为组织设计
组织架构、岗位与职责，同时帮助组织招聘优质人才，并为
他们提供关于如何合理付薪、发展和激励员工的专业建议。

了解更多光辉国际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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