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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开始工作的那一刻，警钟就在滴答作响了。标准普尔500上市企业CEO的平
均任期为九年（Schloetzer等人，2015），因此高层领导者必须立即快马加鞭地展
开工作——制定和实施转型战略，并最终打造更优秀的企业。光辉国际研究显示，
保持业务战略和人才战略相一致是董事、CEO和首席人力资源官的一个重要任务
（Orr等人，2014）。光辉国际的综合领导力绩效案例模拟测试显示，排名前20%
的CEO所具有的显著优点包括制定战略和推动业务增长(Burnison，2015)。然
而，即便是这些CEO人才中的佼佼者也无法独挑大梁。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各级领导
者的共同努力，他们必须做出无数的决定，其行动必须支持企业的战略方向和首要
目标。

不幸的是，许多组织缺乏发展所需的领导能力。光辉国际最近一项调研显示，在近
7,500名受访者中，超过80%的人表示他们身居高级管理层、董事层甚至更高领导
层，而62%的人审视所在组织的领导能力后表示尚有差距。此外，只有17%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相信自己具备实现战略重点所需的能力。

从组织内部培养领导者是推动变革的头等大事。正如光辉国际在与各行业客户合作
中发现的，领导力发展能够而且应当成为CEO手中的一大武器，帮助其推进战略发
展和变革。CEO推动实际战略变革的手段相对较少，常见的手段包括薪酬、预算编
制、流程改进、提高绩效考核和问责制、新技术、重组、创建新的沟通策略等。这
应该会让领导力发展成为更加诱人的手段。但要想切实有效，领导力培养只保持与
业务战略相一致还远远不够——它需要成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

领导力培养对于CEO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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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领导力培养是CEO推进宏伟战略议程中最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工具。光辉国
际的调研显示，近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定期根据组织战略审查领导力的需
求。这显然错失了良机。

组织在领导力培养上投入很大，即使他们知道其本身必须要进行变革。据估计，
美国公司每年在领导力发展培训上的开支约为140亿美元(Hedges，2014)。随着
经济复苏，大多数企业培训总支出每年增长10%到15%(Bersin，2014)。资源投
入如此之大，领导力培养应该有望帮助企业提高业绩、提升竞争优势。然而，在一
些情况下，领导力培养却没有那么有效——甚至会面临很低乃至负的投资回报率
(ROI)。光辉国际调研显示，半数以上的高管认为他们为领导力发展付出的努力投
资回报率“表现平平甚至很差”。

本文将说明，在帮助推动组织战略议程方面，着手进行集中的领导力培养项目的
必要性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领导力培养项目培养当前和未来的领
导者，能促进并创造文化变革，帮助建立一个更有目的性、可持续性和社会意识
的、以人为本的组织，从而使得组织人才能够执行业务战略，实现预期结果。凭
借有效的领导力发展项目，CEO就能构建出高绩效组织，并使其传承下去。

光辉国际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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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组织在构建新的业务战略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希望这些战略能够给他们带来
期望的结果。为此，他们往往会制作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幻灯片，诠释新战略“是
什么”和“为什么”。一些战略充斥着技术细节、财务预测、未来市场份额预测、
产品和服务开发路线图等等。但是，光辉国际在与客户的交流经验中发现，许多
组织在人的问题上存在盲点。企业最多有一个员工编制或员工队伍的规划，制定
了人员培养计划的少之又少，更不用说领导力战略了。

认识到领导力和领导力培养的战略重要性，比建立人才梯队还要优先。光辉国际
调研显示，不足20%的受访者确信所在组织拥有实现战略重点所需的领导者。在
组织需要的时候却缺乏关键岗位所需的人才，这会极大危及企业的未来竞争力，
并且可能迫使企业不得不从外部招聘本来可以从内部培养起来的关键人才。所有
组织必须维持和个人客户及广阔市场的联系，而如果跟不上社会变化的步伐，是
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这就意味着组织必须加倍努力，培养出更多的女性领导者
以及来自代表不同群体和观点的领导者。企业必须重视这些个体，欢迎他们加入
领导力培养项目，特别是高管层要给予全力支持。此外，领导力培养项目的参与
者必须学会如何改变现有组织文化，使其尽可能具有包容性。他们需要聆听不同
的声音，看到集思广益的好处，它将有益于组织、客户和社群。而且在和同事的
交流中，参加领导力培养项目的所有未来领导者都需要体验不同角色，确保组织
从最广泛的观点中受益。

用人才推动战略议程

了解详情
欲了解领导力培养最佳实践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光辉国际报

告——《人才管理最佳实践系

列：领导力培养》

http://www.kornferry.com/institute/best-
practice-series-leadership-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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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培养是组织如何看待领导力的具体体现。组织在各个层级如何进行投资、支持
和倡议领导者的战略性发展，直接反映出组织正以多大力度缩小自身战略与执行之间
的缺口。

领导力培养能够推动组织的变革和进步：
它能够而且应当推动组织战略，推进变革进程。
它能够而且应当帮助建立一个强大的,不一样的人才梯队，即执行现在及未来的组
织战略的领导者。
它能够促进和创建与组织战略相一致的文化变革。
它能够帮助促进一个更有目的性、可持续性和具有社会意识的组织。

然而，即使全力倾注以及目标明确的组织有时也不能如愿。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领导力
培养需要成为战略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与战略保持一致。

光辉国际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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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培养之所以常常失败，是因为缺乏相关性。使培养项目更加有效的关键
在于使其更加深入地扎根现实世界，产生实际的成果。为说明这一点，我们来
看看光辉国际总结的“领导力发展的四大支柱”：组织环境、整体性、发展过程以
及目的。

环境是关键

为了加速领导力培养、缩小关键差距，真实的组织环境和实际应用是必不可少
的。组织领导者应当能直面当前和即将发生的障碍、问题和机遇，更好地迎接未
来的挑战。这些实际经验与正式结构化的学习项目结合在一起，能够进一步加快
发展速度，远比假设性或半相关的案例研究更为有效。在真实环境中培养起来的
领导者可以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真正的成果，解决实际的问题。这种方法
还符合大部分高层领导者的经验。在问及什么塑造了今天的他们时，大部分高管
都列举了现实生活中工作岗位上的一些经验。

全面发展个人能力

组织想要变革，领导者个人也需要改变和成长。简单地说，每个个体变得越来越
好时，组织也会越来越好。通过承认个体的个性、独特经验、动机、价值观、活
力及特质的同时，将个体置于组织学习的中心，组织可以从支持战略方向的领导
力发展中获得更多机会，实现增值转变。

光辉国际提倡系统整体性的培养方式，提倡汲取以往经验和从中得到的教训，这
对做好面对新挑战和新角色的准备很有帮助。经验被认为是领导力四维度之一，
其他三个是特质（对个人行为有很大影响的个性特点）、能力（对成功最重要的领导
技能）和动机（影响个人职业的喜爱、价值观和动机）（Crandell等人，2014）。

领导力发展的四大支柱

了解详情
欲了解有关领导力支柱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光辉国际报告——《

战略激活：在组织环境中培养领

导者》

http://infokf.kornferry.com/rs/korn_ferry/
images/Develop%20your%20leaders%20
in%20context.pdf

欲了解有关领导力支柱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光辉国际报告——《

战略激活：领导者需要的是什么

样的人，他们需要做什么》

http://infokf.kornferry.com/rs/korn_ferry/
images/LD%20Ser ies%202_Who%20
leaders%20need%20to%20be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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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是一个过程

领导力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领导力培养需
要经历一段时间，其速度和强度要与经营战略和预期变化的范围和战略雄心相
匹配。领导者无论何时都不应停止或推迟自身发展。领导者应该有一个明确且
连贯的多层次发展计划，推动其踏上个人成长的旅程。

构建学习过程要以当前组织环境为出发点，采用新颖的项目设计方法。通过这
种方式，领导力培养将会更加有效地从各个层次激活组织战略。

了解详情
欲了解有关领导力支柱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光辉国际报告——《战

略激活：规划领导力开发之旅》

http://infokf.kornferry.com/rs/korn_ferry/
images/Develop%20your%20leaders%20
in%20context.pdf

欲了解有关领导力支柱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光辉国际报告——《

战略激活：服务和目的的力量》

http://infokf.kornferry.com/rs/korn_ferry/
images/The%20power%20of%20Service%20
and%20purpose.pdf

光辉国际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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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国际的调研显示，就当前情况而言，目前的一些领导力培养项目并不太让人满意。领
导力培养为什么不能带来预期的好处？它为什么不能兑现承诺？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很难
给出单一或简单的回答。根据我们多年来与客户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并听取了他们过去的
经验以便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确定了以下几个关键的根本原因：

     领导力培养战略和组织经营战略不一致。
     组织不同层次的发展项目彼此割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组织最高层不能有效的将信息和优先事项清晰地传递给组织中的其他层级。
     项目或利于个人、或利于组织，但无法使双方同时受益。
     领导力培养方法停留在理论阶段，不能把概念落到实处。
     实现模式陈旧过时，没有将学习者置于中心地位。
     忽视了组织中促进领导力蓬勃发展的文化因素。
     缺乏对影响和成果的定性与定量的分析。
     绝大多数人普遍认为花时间进行领导力培养“浪费时间”。
     缺乏强有力的治理模式来引导组织对领导力培养进行有效的战略性投资。

克服这些潜在隐患需要用深思熟虑的、集中的方法来推动可测量且有意义的组织变革，帮
助缩小战略与执行之间的差距。

领导力培养变革失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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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培养能够而且应当成为CEO方法宝库中最强大的战略工具之一。由于缺乏衡量手
段，加上对项目影响力及投资回报率(ROI)怀疑态度的加重，领导力发展往往被视为一笔
成本而非投资。解决的办法是依据组织情况及其当前和未来的领导人才的需求，制定和
实施为他们量身打造领导力培养项目。领导力培养之所以成为组织的优先事项在于，组
织应将领导力培养纳入业务战略之中，并且还要意识到必须做什么还不够，以及明白需
要由谁来完成。

结论

光辉国际 研究院



 

9领导力培养：让组织脱颖而出

参考资料

撰稿人

Noah Rabinowitz
高级合伙人、领导力发展
解决方案负责人

David Dotlich
光辉国际Pivot Leadership总裁

Kevin Cashman
高级合伙人

Michael Van Impe
高级合伙人

Wendy O’Connell
首席顾问

Dési Kimmins
首席顾问

Pushp Deep Gupta
高级合伙人

Bruce Jackson
首席顾问

Bersin, Josh. 2014. “Spending on Corporate Training Soars: Employee Capabilities Now a Priority.” Forbes.

Burnison, Gary. 2015. “CFO to CEO: The Right-Brain Leadership Gap.” Los Angeles: Korn Ferry Institute.

Crandell, Stu, Joy Hazucha, and J. Evelyn Orr. 2014,  “Precision Talent Intelligence: The Definitive Four 
Dimensions of Leadership and Talent.” Los Angeles: Korn Ferry Institute. 

Hedges, K. 2014. “If You Think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s a Waste of Time You May Be Right.” Forbes. 

Orr, J. Evelyn, Ilene Gochman, and Michael McGowan. 2014. “Talent Strategy that Drives Business Strategy.” 

Schloetzer, Jason D., Matteo Tonello, and Melissa Aguilar. 2015. “CEO Succession Practices.” New York: 
The Conference Board.



关于光辉国际
光辉国际（Korn Ferry）是全球领先的人才和组织咨询公司。我们通过激发

人才潜能帮助领导者、组织和社会取得成功。我们在全球拥有7000多名卓

越、睿智的员工，悉力于旗下三大品牌：光辉国际、光辉合益和睿程为您提

供服务，并致力于成为您值得信赖的业务合作伙伴。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www.kornferry.com

关于光辉国际研究院
光辉国际研究院(Korn Ferry Institute)是光辉国际的研究和分析部门，旨在

分享全球领导力和人才方面的最新信息和研究报告。通过研究报告、书籍和季

刊《简报》（Briefings）我们力求增进领导者对战略性人才决策的理解，从而提

升企业竞争优势，助力企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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