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航型领导力

培养适应新世界的
新型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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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组织通常从层级结构

的角度看待领导力，占据领导力梯队顶层

的是高管领导力。这种视角尽管适用于当

时，但已不能满足当下挑战与变化层出不

穷的复杂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组织需

要培养新型领导力。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社会持续不稳

定、消费者意识增强使多数组织更加明确

对新型领导力的需求，但组织尚未确定塑

造这种领导力的方法。人类凭借出色的创

造力实现了控制疫情的宏伟成就，但当

下，为应对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危

机，组织要能在整个组织和生态系统产生

影响、提升绩效，并成为实现转型的敏捷
领导者。因此，高管领导力需要升级为领

航型领导力。

毕竟，当今的CEO是在充满

危机和颠覆的世界中领导组

织，面临的挑战尚无已知解

决方案，或是可选方案众

多，但明确方案甚少。

然而，即便是在不确定性中引领组织变

革，领导者也同时需要维持组织的正常运

转。

CEO要在保持卓越绩效的同时推动组织变

革，这种期望并不是新近出现的，而是近

年来日渐明显的趋势。而当今的环境只是

加速了这一需求。确保员工安全还是保持

高效运营，寻求大胆而宏伟的意见还是继

续实施现有战略，扩大组织规模还是关注

核心消费者……

表面上看，这些压力似乎是互相矛盾的。

领导者如果只关注组织转型，便有可能无

法达成业绩目标；如果只重视绩效，便有

可能在竞争中落败。看起来，转型与绩效

似乎是硬币的两面。

当下组织的需求在提升现有业绩和进行下

一步转型间不断摇摆。传统的商业思维将

提升绩效和推动转型放在对立的位置，然

而这两项能力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同步、

互补且共生的，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

用。领导者可以在驱动绩效增长的同时努

力实现转型。因此，组织需要最大限度地

发挥这两项能力，而不是牺牲一项满足另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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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许多领导者曾经成功执掌实现深

度转型并达成卓越成果的企业。美国CVS 

Health公司的CEO Karen Lynch正在制定一

项明确的目标，对驱动组织股价增长的医疗

保健服务实施转型。美国零售商Nike的总裁

兼CEO John Donahoe利用目标驱动的方

法，重视组织包容性，对创新领域进行投

资，成功推动组织股价增长。英国全球连锁

酒店企业IHG Hotels&Resorts的CEO Keith 

Barr在疫情期间推动转型，适应新形势，在

酒店业多家企业元气大伤的情况下帮助组织

成功转型。

以上几位领导者和其他成就斐然的CEO曾被

认为是商业规则中的异类。但当下，越来越

多的组织正在制定结合绩效发展与组织转型

的战略优先事项，以满足日益复杂且不确定

性增加的环境需要。但这些组织如果想成功

推动转型进程，便需要一位与过去成功领导

者不同的新型人才，一位有能力在提升绩效

的同时实现转型，并能够在两项任务间动态

转换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能够在企业和

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内外产生影响。

组织需要构建领航型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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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美好的世界，
需要更卓越的领导者
培养企业领导者，
适应变革的世界

全球商业环境比以往更动荡，相互联

系更紧密，竞争也更激烈。在光辉国

际“未来CEO”研究采访中，超过
85%的CEO表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 

“界限”将前所未有地模糊。因此，

如今CEO、高管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
必须同时对股东、员工、社会和环境

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做出回应。尽管要

处理的挑战比以往领导者更为复杂，

当下领导者面临的形势也更加模糊，

承担的职责更为重要。

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的商业环境

中，在职能部门、组织或地区内实现

短期卓越绩效的CEO获得了更丰厚的

回报。几十年来，传统商业理念认为

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不能同时最大

化。但当前形势凸显了一个明确的事

实：组织不能继续用“非此即彼”的

逻辑在商业世界中继续获得成功。组

织是生态系统的领导者，领导力不应

再受边界所限。

“在未来，拥有大局观和协作意识，能全面考虑企
业各方面的人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因为
随着问题变得愈发复杂，组织也需要从多个视角来
解决问题。”

——跨国零售企业CEO

组织如果想在不断加剧的颠覆中实现

卓越发展，需要的将不只是经验丰富

的高管领导，即只善于通过层级领

导、引导员工、推动业务部门或职能

战略规划、决策并达成业务成果的人

才。组织需要敏捷的企业领导者，即

了解在当今复杂世界中提升绩效、推

动转型的方式和时机的新型高管领导

者。这些领导者不仅能在自己的领

域，还能在范围更广的企业和生态系

统中横向实现绩效和转型目标。光辉

国际对组织转型的调研发现，组织不

断颠覆并重塑自身的能力是实现卓越

增长的关键。而组织转型能否获得突

出成果，取决于领导者如何在提升绩

效和推动转型间转换平衡，以及在整

个组织和生态系统内外部发挥更显著

影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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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领航型领导力架构

组织需要构建领航型领导力模型。 

光辉国际领航型领导力模型构建了一

个基于研究的稳健多维模型，与组织

未来发展所需的重要战略影响重大。

我们发现，许多CEO仍然通过管理执

行的方式主导企业。

但领航型领导者并非一个岗位，而是

一段永无止境的发展历程。此外，加

快培养果敢、富有远见的可靠领导者

是组织最具挑战性、最为关键也最富

战略意义的投资，这些领导者能够在

价值创造网络的各个实体间，产生影

响力。

然而，光辉国际调研显示，尽管需求
迫切，仅有不足14%的高管满足领航

型领导者的条件。

“正确的方法不只重视CEO的选拔，而应努力培养一支
拥有共同目标和深层次信任的领航型领导者团队。”

——国际投资控股企业CEO

高管不会因为被组织委以高管职位就
自动成为领航型领导者。相反，高管

领导者需要通过系统的评估、培养、

辅导、指导和拓展经验过程，成长为
领航型领导者。此外，组织也可在最

高层管理团队、首席官和其他与组织

使命息息相关的关键岗位中，挖掘有
潜力的领航型领导者。与执掌组织的

CEO一样，这些高管领导者可以通过

提升自我意识、丰富个人成长经验，

和培养当下及未来成功所需能力及心
态的发展计划，成长为领航型领导

者。

光辉国际以深度科学的研究成果和丰

富实践经验为基础，开发了一套丰富
而全面的了解、评估和培养领航型领

导者的方法。光辉国际领航型领导力

模型是一种可测量的模型，能够精准
定位领航型领导者在推动绩效发展和

实现组织转型各方面的工作。它明确

了在培养对集体产生可持续影响的领

导者方面，最关键的杠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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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国际领航型领导力模型建立在企业影响力、绩效和转型能力，以及敏捷思维这三个相互关联的

维度上，我们的研究还明确了每个维度包含的具体特质。

组织期待领导者能为企业作出
贡献，无论是当下（基于当前

能力）还是未来（基于思维方

式和发展轨迹）。

图 1

光辉国际领航型领导力模型

THE WHAT

THE HOW

THE WHO 

AND WHY

企业

绩效和转型

敏捷

影响力
“The what”

能力
“The how”

领导者应该如何像领航型领导

者那样根据目前的掌控力和能

力，提升绩效、推动转型。

思维
“The who and why”

该加强或减少领导者的哪些理

念，让领导者具备实现组织增
长，并在绩效和转型之间动态

转换的能力。

影响力

能力

思维



8

企业影响力

当前世界正处于剧变之中。但

这种剧变不是稍纵即逝的，也

不是一次性的情境危机。挑战

和多样性将长期存在，并不断

变化。随着世界继续变得更加

复杂，矛盾也将更为激化。

领航型领导者不仅要能够整

合、解决这些矛盾，还要能最

大限度地利用矛盾，采取不同

视角处理问题，充分考虑到矛
盾各个方面的可能性，领航型

领导者将这些冲突与对立视为

实现优异成果、构建卓越未来

的机会，并通过在企业和生态

系统内外部发挥影响来实现这

一目标。企业影响力包含多个

方面，涵盖多方利益相关者和

多个领域，从利益相关者、员

工到客户和（当今世界中必然

要考虑的）社会。

“企业的责任不只是盈利，而是为构建
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CEO的角色将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

——全球食品服务设施管理企业前CEO

当下，对于多数组织而言，

企业影响力可以从绩效和转

型的角度衡量，具体体现在

充分优化和扩展核心业务模

式，转变现有业务模式以应

对环境的不断变化与颠覆。
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可能伴

随着风险，比如过程持续时

间过长，可能导致组织失去

竞争力，削弱组织为客户提

供的价值；在未经证实的方

法上豪掷赌注，可能导致组

织在市场中失败；对运营模

式进行重大改革，也可能导

致组织混乱，组织文化受到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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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意在满足何种社会
需求？

• 组织希望产生何种影
响？

• 组织将与哪些伙伴进行
合作？

• 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目
标是什么？

• 组织在生态系统的自我
定位如何？

• 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参与
者如何创造价值、分享
价值？

领航型领导者如
何理解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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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绩效和转型优先事项的影响力

转型

绩效

价
值

时间

驱动转型成果与成功的因素 驱动绩效成果和成功的因素

在光辉国际领航型领导力模型中，领导者从

如何在整个企业、生态系统以及广泛的利益

相关者中创造影响开始思考，而不是目光狭

隘，仅关注财务指标提升。这些领导者思维

广博，拥有目标驱动的愿景，不局限于客户

和竞争对手，还同时关注当下（基于当前

注意：在一些业务、职能和团队中，“绩效”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其他业务、职能和团队中，“转型”则更为关键。

代表着组织正在寻求的转型或颠覆性

变革。

关键问题：存在哪些转型机会？时机

和速度如何？存在哪些风险？

代表组织当前的发展轨迹和方法。

关键问题：仅关注绩效增长能否为组

织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随着时间的

推移，曲线是否会下降？坚持绩效提

升将面临哪些风险？

能力）和未来（基于自身发展能力）实现集
体成功更基本的要素。领航型领导者重视创

造影响力，因而能够激发组织的全部潜力，

在更长周期内为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并

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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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和转型能力

多数领导者认为推动绩效增长不仅是基础，也是目的。但也有一些领导
者推动并引导颠覆性变革、创新与转型。领航型领导者必须兼顾两者。

领航型领导者提出目标，实现增长，同时积极变革，创造价值。他们不

局限于组织自身，能够对整个组织和所处的生态系统进行优化，在掌控

范围内外引领发展，实现超越。这些领导者认为自己是充满活力的多元

化社会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管理者。他们可以同时掌握两

个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在扩展业务的同时变革组织。还能提高团队和

组织对个人、集体和文化能力的培养，实施调整与变革。

绩效和转型能力以领导者的能力和经验为基础，使组织敏捷地实现
绩效增长和转型目标，制定创新解决方案。我们对领航型领导力的

定义往往过于简单而狭隘，例如，仅以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为标

准。而光辉国际基于研究，确定了涵盖领导力各方面的多项能力。

领导者在以下四个方面掌握组织绩效提升和转型发展：构想（对未

来趋势和组织定位有明确构思）、实现（取得成果，为广泛利益相

关者创造价值）、调动（组织并激励员工和团队，调动资源完成工

作）以及推动（在整个生态系统内构建并培养能力）。

这些理念与实践为组织带来了切实成果。光辉国际调
研显示，拥有出色绩效与转型能力的领航型领导者的

组织EBITDA增速比其他组织平均水平高出6.74%。

“组织需要具备创造力、转型能力和适应
能力的CEO。CEO不仅要具备思考能力，
更要具备执行能力。”

——全球数字化人力机构CEO兼创始人



1212

• 一家《财富》500强能源企业认为，可再

生能源的应用不仅是一项战略任务，也是

一项独特的领导力挑战。该企业委托光辉

国际参照领航型领导力模型构建了多位领

导者的战略目标。光辉国际协助该企业自

上而下地改进员工评估、培养和辅导流

程，确保企业当前和未来都拥有强大的领

航型领导者储备。

• 一家全球生命科技企业委托光辉国际耗费

几年的时间，对组织内1000名优秀领导

者进行测评、培养和辅导。光辉国际帮助

组织确定了下一任CEO和一批稳健的未来

领航型领导者。组织人才储备大大增强，

超过100名CEO对生命科技领域的生态系

统产生了影响。

• 一家拥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型油气

企业，希望在取得优异运营成果的同时，

投资新型绿色科技。该组织与光辉国际进

行合作，将两项战略优先事项细化为领航

型领导者在加速变革、同时于绩效和转型

目标间灵活切换所需的行为和思维。

培养适应新世界的
新型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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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绩效和转型
能力

绩效

组织运营

转型

构想

组织变革

从组织当前状态分析，优化现有

商业模式，并加大创新力度。

预判趋势，构想可能性，颠覆商

业模式，创造新模式。

做出大胆决策，实现超越，追求

突破性成果，构建组织未来发展

规划。

建立灵活、敏捷的组织，接受差
异，激励整个组织实现目标。

培养新人才、新能力，创造并利
用生态系统扩大影响。

管理风险，审慎决策，推动当前
绩效增长，持续产出成果。

创建组织架构及流程，确保员工

权责一致，实现承诺。

大规模培养人才，构建人才掌控
能力，实现跨网络合作，支持共

同目标。

实现

调动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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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思维

对于许多高管而言，晋升往往源自对业务部门或职能价值最大
化的重视。但领航型领导力要求领导者打破桎梏，关注整个组

织和生态系统。当然，当领导者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存在根深
蒂固的臆断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要想成为领航型领导

者，高管领导必须审视自己的思维，开阔自己看待、理解和体

验世界的角度。

绩效和转型能力描述了企业领导者当下的工作和产生的影响，
而敏捷思维则展示了领导者成长为领航型领导者、在驱动绩效

的同时实现转型的能力。敏捷思维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既能

弥补组织不足，又能加速绩效增长。因此，敏捷思维能帮助

CEO和高管引领组织走出低谷，进入下一个“新常态”，也是
领航型领导力的基础。敏捷思维需要贯穿于组织的一切工作

中，不仅能帮助领导者确定组织当前定位，还能展望组织未来

目标和任务。敏捷思维还能释放或隐蔽领导者的某些能力，以

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组织要想度过艰难的时刻，必须设立
一个目标。同时，必须拥有真正坚信的
价值观。”

——跨国工程产品企业董事长、总裁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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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界限，发掘新的可能性

光辉国际利用领航型领导力模型对一家

《财富》100强企业的某个大型业务部门
领导者进行了评估，加速其成为领航型领

导者的成长进程。评估显示，该领导者在

扭转组织盈亏方面具有独特天赋，能够重

振面临业务危机的企业。但为了实现持续

发展，提高作为长期CEO候选人的匹配

度，该领导者需要释放自己构思转型愿景

的潜力，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影响力。该

领导者需要从重视完善优化现有业务（绩

效）转为平衡关注各项业务，包括构思组

织在未来更长周期内的各种转型可能性。

为了实现能力转变，该领导者需要培养多

项敏捷思维，包括整合思维（例如了解新

技术如何使组织在未来情境中脱颖而

出）、跨越界限并实现超越的魄力（例如

走出舒适区，发挥自身好奇心和影响力，

对整个企业产生影响）以及扩大影响力的

包容性（例如与组织内其他同事接触并提

供帮助，为组织业务转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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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五项敏捷思维

光辉国际整合领航型领导力模型

使命感
认为领导者有责任超越自我，利用、发挥自身禀赋，为其

他员工、组织和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提供有力支持。

跨越界限、实现超越的魄力
具备识别和解决组织面临问题与机遇的能力和责任，即便

在不被接纳、引起恐慌、具有挑战性或超出个人直接控制

范围的情况下也应如此。

自我意识及影响力
领导者需要有深刻的自我意识，并认识到自我对整个企业

产生的影响，并持续学习，是扩大领导者在整个企业影响

力的基础。

发挥包容性的影响力
坚信领导者可以通过建立联系与发展包容性，进一步扩大

影响力。

整合思维
深刻理解企业内外部的动态关系，所面临的情境与人，平

衡多方矛盾的相互影响，制定“1+1>2”的创造性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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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世界的新型
领导力

当今领导者面临着空前严苛的颠覆

性挑战，挑战持续的时间和全球化

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去中介化趋

势、经济动荡、社会不稳定、公共

卫生危机、环境变化等种种问题，

要求领导者不能只将紧张局势视为

困境，而要将其当作加深影响的机

会。

领航型领导者在实现业务发展的同

时也要推动业务转型。领航型领导

者具备魄力与创新精神，以人才为

核心，既能驱动卓越绩效成果，也

能激发持久变革，为客户、社会和

全世界带来富有意义的成果。与光

辉国际合作，组织能够培养敏捷的
领航型领导者，促使领导者将组织

目标、绩效和影响结合起来，实现

同步发展。

与传统模式不同，光辉国际领航型

领导力模型认识到领导力不仅是垂

直管理的权力，更是产生横向影响

的能力。

光辉国际全球调研显示，约
72%的高管领导表示工作要求
自己“对没有正式管理权限的
员工产生影响”。调研还显
示，超过69%的高管领导表示
为赢得支持，不得不与他人进
行谈判或讨论。

——全球物流运输企业CEO

“一些CEO确实需要被关注，需要手握权力和被重视的感
觉，因此花了很多时间在杂志上抛头露面。但人们已经受
够了，全世界都受够了这种做法。必须作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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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要在当今联结紧密的环境中取得成功，

需要在业务部门内外拥有广泛的影响力。CEO

必须以全局观念看待组织及更广泛的网络，深

刻理解各个组成部分如何相互关联，最大限度
地发挥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优势。领航型领导

力关键便在于此，跨越自我、职能部门、组

织、社会乃至地域的界限和固有利益，为整个

组织和生态系统提供服务，持续创造价值。

换言之，领航型领导者能够不受
眼前的障碍蒙蔽，发现创造新价
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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