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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再想象一下，实业巨头聚在房间里一边抽

都有大批人群涌入美国。我们全都面临着劳动

雪茄、喝波本酒，一边探讨各自公司所面临的紧

力过剩，四肢健全的人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无

迫挑战：在美国成立首家央行、加快宾夕法尼亚

论工资多少。”

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货物运输、增加工厂的电

福特始终默默听着。他从大衣口袋里取出

力供应以及分析战争对制造业的影响等。他们

金怀表，用拇指掀开表盖，这才发现这场批

还悄声讨论了新的政府法规 — 企业以后不能

判会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他将怀表放回原

再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

处，深吸一口气，然后转身面向各位商界巨头。

不过，他们首先要与 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

“弗兰克，请诚实地回答我”，福特注视着

亨利•福特争个高下。51岁的亨利身形瘦削，他背

弗兰克说，
“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钱，怎么可能

对着众人，眯起淡蓝色的眼睛望着窗外的落日。

购买你的吉列剃须刀？而你，约翰，如果只有少

约翰•洛克菲勒挥舞着手臂大声说道：
“你付

数人买得起T型车，你的标准石油如何盈利？”

给流水线工人的最低工资 — 最低工资！—一天

亨利•福特缓缓走向壁炉，
“先生们，在我看

5美元！这是流水线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以上。

来，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都想卖出更多的产品

何况你手下的工人每天只需要工作8个小时！”

和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盈利，对吗？”

“亨利，你疯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主席居
里斯•罗斯瓦尔多咕哝着，
“你这么做会使福特
破产的。”
“亨利，约翰说得对”，凡士通轮胎和橡胶

大家勉强点点头。
“既然如此，为了实现目标，我们的首要任
务是加快生产。但接下来，必须要让更多的人
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

公司的创始人哈维•凡士通边点雪茄边说，
“我
们实在无法理解，你首创汽车量产概念，开拓了

成为CEO
成为
CEO

全新的领域，现在为什么要将2,500万美元的

亨利•福特为工人提升工资并缩短工时的决

利润分一半给工人?”

定震惊了整个商界。这并不难理解，当时的公

“何况现在的失业率高达15%！”吉列的弗

司创始人/企业主就相当于专制君王，而福特的

兰克•法黑吞下一大口波本酒，不满地说，
“每天

做法则类似于将权力移交给人民。事实证明，

管理层的人数极少，只有一位高高
在上的CEO、几位董事会成员、
一位财务专家和一位办事员等。

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工人们以高效的生产和忠

CEO的世界：
CEO
的世界：1964
1964年

心作为回报，福特也由此成为国家英雄。

如果时隔50年后，在1964年再度召集CEO
聚会，那么会议地点很有可能选在洛杉矶国际

帝国。他们作为新行业的创造者和奠基人，对自

机场泛美航空的豪华贵宾室，许多飞往亚洲的

己的观点总是坚信不疑。在此之前，只有成功创

航班正从这个新建的国际交通枢纽起飞。与会

业才能成为CEO。管理层的人数极少，只有一位

人士都是来自新兴行业的领军人物 — 如先进

高高在上的CEO、几位董事会成员、一位财务专

技术、信用卡、航空、娱乐和便利食品等行业。

家和一位办事员等。但当福特在1914年向工人

波音的比尔•艾伦、麦当劳的雷•克洛克、美

提供5美元的日工资时，泰罗制（弗里德里克•泰

国运通的霍华德•克拉克、Teledyne的亨利•辛

勒提出的科学管理体系）已将管理学引入工厂，

格尔顿、迪士尼的华特•迪士尼、泛美航空的胡

企业主则致力于不断提升生产力。第一代的先驱

安•特里普、索尼的盛田昭夫、IBM的小托马斯•

者和实验家创造了CEO的角色。事实上，CEO一

沃森、松下的松下幸之助、飞利浦的弗里茨•飞

词大约出现于1917年，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几乎

利浦以及国际电话电信公司的哈罗德•杰宁等人

同时诞生。从那时起，企业便开始聘请富有经

将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可能会探讨来自苏联

验的人士来管理职能部门和事业部。

的威胁和载人登月计划，惊叹于自动取款机和

思略特（原博斯公司）已经连续14年开展

传真机等新技术，讨论南美和亚洲移民趋势，

CEO更替研究，并与全球CEO合作长达一个世

分析沙特和非洲石油行业的高速发展，评价各

纪。我们决定回顾一下这些年来CEO角色的转变，

地新爆发的战争、革命及动乱带来的影响等等。

背后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将重点

他们还会注意到，职场女性的数量不断增加，

研究四个时间节点：1914年、1964年、2014年和

其中大部分都从事秘书和打字员的工作。

2040年 — 届时，现在刚踏上工作岗位的一代人

当然，他 们 还 会 抱 怨 政 府 新 施 加 的压

将成为商界领袖。虽然没有水晶球，但我们仍能

力。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标志性立法的开端，

对25年后的商业格局和CEO角色演变作出准确而

如平权法案，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产品安全、标

可靠的预测。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回顾过去。

签和广告相关的法规，工人安全保障，以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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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沙龙中的人物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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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的CEO相当于总经理，
比起前任更像一位总理。
于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的环境保护法规等。这 示，
“公司就像一个人，不进则退，不可能静止不
些法规大大提高了操作难度和纳税金额，而 动。竞争力弱的企业要么奋起直追，要么被市场
CEO不得不亲自处理这些事务。

淘汰，就是这么简单。”

《新CEO》
（The New CEO，作者George
A. Steiner，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3年）一书

组织人

“我
引用彭尼公司CEO唐纳德•希伯特的话说，

1964年，大批的专业管理人员晋升为最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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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办公室的次数越来越少，要花大量的时间待在 理层，他们由财务、规划（即战略）、运营、制造
华盛顿”。其他国家的CEO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和销售主管组成，并拥有各自的团队（有些团队

不过，CEO讨论的主题仍是发达国家繁荣 的规模十分庞大）。公司董事会十分重视管理
的消费市场。由于美国战后的婴儿潮促使郊区 学。现代企业组织繁荣发展，它们具备完善的流
迅速扩张，消费者对便利性和舒适度的要求也 程、决策权、衡量体系和分析方法，伴随而来的
随之大幅提升。他们想要聘请烹饪和清洁人员， 还有无尽的会议与复杂的官僚组织。
并从旅游、看电视和逛游乐场等休闲活动中获

60年代的CEO不再是君主，而更像一位总理

得乐趣。同时，农业和制造业经济向服务经济 （无论是否是企业主）。CEO任命管理人员来分
的转型也为企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配资源并实现目标。另外，他还监控组织绩效，

在某种程度上，可将20世纪60年代视为全 确保公司持续盈利并扩大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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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开端。当时，逐步下降的进出口壁垒和巨

60年代的“组织人”务实而严谨，具备很

大的消费需求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企业。美国的消 强的进取心，而且更加关注职业管理。相比之
费者需要低成本的产品，而本国企业难以满足， 下，1914年的企业家则专注于创建新的组织。为
外资企业则非常乐意填补这一市场空白。

了管理日益复杂而庞大的企业，组织人需要扎

到60年代末，战后的日本和欧洲已经基本恢 实的管理技能，这可在“传统学院”内习得。大
复国力。日本的电子产品、技术和汽车企业（如 型企业的CEO一般是从工程学院或商学院毕
索尼和丰田）在美国市场上获得了大量份额；欧 业后便进入宝洁、汇丰或丰田等公司工作，也可
莱雅和博朗也在积极争取美国消费者。这些企业 能在大学或高中毕业后进入公司，不断努力直
已经在快速增长的本土市场中成功培养了所需的 至升任CEO并最终功成身退。CEO最重要的外
能力，从而对美国企业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威胁。 部目标是为投资者带来最大的回报。在20世纪
在1965年的《财富》杂志上，全球最大的铝业 初，CEO试图取悦一位或少数几位拥有全部财
公司 — 美国铝业公司的约翰•迪克逊•哈珀表 富及资本的人（CEO往往也是其中一员）；但到

了60年代，CEO更关心每股收益。一些CEO发

场的还有一些女性，但人数寥寥。
总体而言，他 们表 现 得十分乐观 。相比

每股收益与股价便有望超越竞争对手，不过这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几年，

么做会增加债务负担。很多CEO都因此而成为

情况已经好转了不少。企业开始逐步恢复增长，

了交易高手。另外，技术进步也为CEO创造了新

但仍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 如全球经济失衡、

的机遇，如移交责任、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力

新的贸易协定以及难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找到

等，而这些都能提高投资回报率。

合适的人才等。他们还担心负债累累的政府难以

60年代的CEO十分清楚他们的文化定位。

为继，以及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节节攀升等。

例如，华特•迪士尼、山姆•沃尔顿和雷•克罗克

公司的组织结构比60年代时更为扁平。CEO

及其公司为美国文化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当时

往往拥有MBA或在职EMBA学位，曾在多家企业

的CEO大都支持童子军以及博物馆、医院等社

（也许包括咨询公司）任职，拥有丰富的经验。

会组织。他们认为自己肩负公民责任，如美国铝

在2013年，四分之三的新任CEO曾任职于多家

业的哈珀曾向达拉斯管理协会表示，
“应当利用

企业，35%在公司总部以外地区工作过，但只有

公司资金、人才和资源来参与社会项目，如改

五分之一来自公司总部以外的国家（关于新任

善贫民区的生活条件。这将有利于公司的长期

CE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2013年度CEO调查》，

发展，因为降低违法犯罪率和文盲率能够减轻

第8页）。

公司税负，节省下来的成本则可用于奖励富有成
效的工人。”

尽管如今的CEO能力出众，但他们也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敏捷性是关键。五年战略计

也许这么说是事后诸葛亮，但当时的CEO对自

划早已过时，很多行业都需要对战略进行持续的

身角色的看法较为稳定。但此后出现了重大转折，

评估和调整。全球市场瞬息万变且充满不确定

一些行业及企业在数十年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

性。成功的CEO必须高度灵活而敏锐，随时开展

2014年，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必要的调整。
如今，管理不同年龄层、具有高度机动性的

当今的CEO
当今的
CEO

员工需要全新的领导能力。CEO（尤其是采取并

现在，请您想象2014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

购式增长的大型企业CEO）发现，强大的公司文

开的一场秘密会议。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

化以及人才的吸引和维系十分关键。由于员工敬

的CEO汇聚一堂，展开私密的讨论。其中，欧洲、

业程度与生产力高度相关，CEO必须确保各年

中国和印度CEO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美国人。在

龄层的员工都能获得成就感和使命感，积极投

《2013年CEO调查》 思略特文摘

现，通过并购式增长及成立集团公司，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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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平均值高出近20%。
大部分的CEO更替都按原
定计划进行，这表明各家公司

2013年度
CEO调查

正在积极而审慎地推进高层更
替计划。不过，公司继续从内
部选拔CEO，尤其是拥有国内
或国际市场经验的高管，这表
明“全球CEO”并不太现实。
各地区中，巴西、俄罗斯和
印度的CEO更替率最高。各行
业中，电信服务行业的CEO更

《2013年CEO调查》 思略特文摘

在

2013年，全球最
大的2 ,50 0家上
市公司的CEO更
替率与往年相近：14.4%的
C E O离职，略低于前一年的

15.0%，但仍高于五年平均值
13.9%。超过70%的CEO更替
是计划内更替（并非由于并购
或被迫离职），这与2010年以
后的水平相近，但比本世纪前

替率最高。地区与行业CEO更
替趋势在过去三年中保持 稳
定。
内部选拔的C E O比 例在
2012年小幅下降，但在2013
年重新出现回升。2013年有
超过四分之三（76%）的新任
CEO来自公司内部（2012年
这一比例为71%），26%的新
任CEO仅在一家公司任职过
（2012年为25%）。
被任命为联合 CEO/董事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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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作并保持心情愉快。另外，受过良好教育且

何小失误都会被发现并放大。公司市值可能

灵活机动的高技能人才日益增多，管理层需要为

在瞬间大幅回落，长期价值也可能停滞增长。

其提供出色的工作场所、良好的职业发展机遇

过去，CEO及其朋友都是关键股东，而如今的

与舒适的工作环境，乐于协作的领导和同事也

CEO则面对活跃而独立的股东，他们不再依赖

十分重要。

董事会来代表其利益。

过去的CEO可以秘密制定计划，但如今的
办公室四周都是透明玻璃，CEO时刻都能感受

由此看来，CEO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但这只
是开始，他们未来还将遇到更大的挑战。

到众人的目光。他们还需要对股东担负更大的
责任。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时刻保持

2040年的
2040
年的CEO
CEO

通讯和联系，人们不可能再保守任何保密；任

目前，60%的美国在校大学生及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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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任 C EO来自公司总部所
在国家，略 低于五年 平均值
82%。65%的新任CEO缺乏
海外工作经验，比2012年增
加10%。
考虑到未来CEO的发展趋
势分析，我们对最后这项数据
有些担心，公司管理层和董事

会也应慎重考虑这一问题。企业
领导的多元化经验与人才发展
的全球化眼光愈发关键，但很
多企业的反应总是慢半拍 — 至
少在公司高层。数据表明，希望
建立并保留竞争优势的企业必
须慎重考虑领导人的培养以及
CEO的人选。

《2013年CEO调查》 思略特文摘

长的人数持续下降，并在2013
年达到最低值9%。另一方面，
拥有MBA学位的新任CEO人
数持续增长，比2003年增加了
近50%。
在 2 013年，5 8 %的新任
CEO来自同行业的其他企业，
略高于2012年的55%。80%

㾦㻃㎕䊕ᷛ㯝㔵㲹

9

的MBA在读生是女性。这些比例未来将保持

生于20世纪80或90年代。在2014年，她可能

下去并可能继续上升。预计到2040年，这批学

在攻读硕士学位或刚踏上职业生涯。当玛丽莎

生将升任CEO。考虑到各类分析数据和不断下

成为CEO时，企业的竞争格局已经与2014年迥

降的入学门槛，届时全球最大的2,500家上市公

然不同。

司中将有约30%的新任CEO为女性（见“女性

我们认为，竞争格局的加速转变已经出现萌

CEO：增长缓慢但趋势明朗”，第10页），这一

芽。我们将公司分为两大竞争类型：
“集成型”

比例还将继续上升。

与“专业型”。大部分企业都属于其中之一。

为了阐述女性领导人的崛起，以及本世纪中

通常而言，集成型企业的规模较大，主要向

期CEO即将面临的挑战，我们虚构了一位2040

客户提供基于解决方案的独特价值主张。

年的典型CEO形象，并为其取名为玛丽莎。她出

（接第12页）

女性CEO：

希德•马丁和通用动力）等等。

增长缓慢

需消费品行业的女性C EO比
例最高（分别为3.1%、2.6%
和2 .6 %）；材料行业的这一

但趋势明朗

信息技术、必需消费品和非必

比例最低（0.8%）。各个地区
都有女性领导。在过去10年
中，美国和加拿大企业中女性
CEO的比例最高（3.2%），中
国企业中女性C EO比例紧随

《2013年CEO调查》 思略特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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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2.5%），日本企业中的
这一比例最低（0.8%）。
尽管如此，大型企业中的
女性CEO仍是少数。在2013
年，全球最大的2,500家上市
公司中有3.6%的新任CEO为
女性，比2012年下降1.3个百
分点。不过，这一比例显著高

玛

于20 0 4至20 08年的平均值
2 .1%。在过去10年中，其中

其中只有 11 8名为女 性。不
过，我们认为侧重于新上任
或离职CEO的数据可以协助
我们了解公司董事会对 C EO
息震惊了商界。这 是 男性主 的预期。
目前，女性已经跻身不少
导的大型车企首次任命女性
CEO，亨利•福特肯定也没想 行业的最高管理 层。在技术
行业，梅格•惠特曼（惠普）、
到过这一点。
我们连续14 年对全 球 最 玛丽莎•梅耶尔（雅虎）和弗

有8年新任女性C E O的比例
超过离职女性C E O。具体来
说，自2004年起的新任女性
CEO比离职女性CEO人数多
出68%。总体而言，女性CEO

大 的 2 , 5 0 0 家 上市公 司的 吉尼亚•罗曼提（I B M）都已
CEO更替及新任CEO的情况 经成为公司C E O；女性还管
进 行 调 研。今 年，我们还首 理着能源企业（如杜克、格雷
次深入分析了这些年来新任 巴电气和桑普拉能源）、农业

和男性CEO在职业经验方面
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他们
的大部分职业背景 都非常类
似。从2004年到2013年，约

及离职女性C E O的数据。自 和食品企业（如阿彻丹尼尔
2 0 0 4 年 起，这些 企业共 有 斯米德兰、百事和金宝汤）以
6,000多位CEO上任或离职， 及航空和国防企业（如洛克

有40%的新任CEO拥有海外
工作经验，约11% 被任 命为

丽•芭拉（Mary
B a r r a ）被 任
命 为通 用汽 车
CEO（2014年1月生效）的消

愈发常见，我们预计在未来数
十年中，其增长 速 度还会 进
一步加快。
我们还 分 析了女 性C E O

联合CEO/董事长，约88%的

机 构Cata lyst的调查显示，

地区。
是男性还是女性C EO，外部
男性 和 女 性C E O在这些 聘用或被迫离职者的任期一
数据上十分相近，虽然略有差 般较短，但由于女性 在这两

在2 010 -2 011学年度，美国
37%的MBA毕业生为女性。
全球半数以上的在校大学生

异，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不 项数据中的占比较高，因此她
过，新任女性C E O的年纪略 们的任期通常更短。

和4 0 %的劳动力为女性。鉴
于这些分析数据以及不断降

轻，女性C E O的年龄中位数
但女 性 领导人 的处境 正
为52岁，男性则为53岁。
在逐 渐得到改善，至少各 项

低的社会 壁垒，我们预计到
2040年将有三分之一的新任

另一些数据则具有统计显 数据表 现 都 很 好。例如，拥
著性，如更多的女性C E O拥 有 M B A学 位的女 性 人数不

C E O为女 性，并且其比例还
会不断上升。即便在目前，任

有多家企业的任职经历（过去 断 增 长 。女 性 及 商 业 研 究
5年中，77%的新任女性CEO

命女性CEO也颇为寻常。

等职能部门。这一差异不具有
统计显 著 性，我们将密切关
注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
被迫离职的女性CEO比例高
于男性（3 8 %的女性C E O及
27%的男性CEO被迫离职），
这项数据不仅具有统计显著
性，还反映了女性领导人面临
的严峻挑战。另外，女性CEO
的任期较短（平均任期不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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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男性C E O更有可能来自公
司外部（35%的女性C E O及
22%的男性C EO来自公司外
部）。这也许说明了公司难以
培养足够多的女 性高管，因
此 在挑选下一任 C E O时，董
事会往往发现公司外部有更
多的女性候选 人。数据还显
示，相比负有盈亏责任的业务
部门，新任女 性C E O更有可
能来自人力资源和市场营销

㵝㧞ᷛ㝏㾵㒍⭝㚥㾊㡔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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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60%的新任男性CEO曾在
多家企业任职）；女 性C 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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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 C EO来自公司总部所在 年，男性CEO则为5年）。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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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年的专业型CEO需
要果断剥离亏损业务并
迅速拓展新的领域。
商向亚马逊或eBay供货，类似地，
㝏㾵CEO⭥䱩㡑

专业型企业的数量也远远超过集

㝏㾵CEO䍝⡩㩰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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䔏㆝㹆㛋䐱᷍㝏㾵CEO⭥䍝⡩
㩰㪞71%

71%

㝏㾵MBAㅆ䋗

3.6%

成型企业。前者包括下一代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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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1㛋᷍㦌㤓㝦㘜㣑㬏⭥㩭䁈䊛䐱᷍
㝏㾵䁈㪛⡩㏞䍝⭞㧞⧪

2004–08

2009–13

2013㛋᷍㦌㤓䔏⫔⭥6000コ㡔䄖⭥
㦌㳆Ⰾ㬣䐱᷍㝏㾵Ⰾ㬣䍝⡩㸋11%᷍
ⷀ䇻2009㛋⭥9.3%

30%

位，并充分考虑集成型企业的战

1/3

略。成功的集成型企业将在未来

⭥㾣㦯CEO㸋㝏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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㝏㾵䎞䊻⤜ⰰ㋬ⴟ䔉➎㡅㵉㼓㒍⭝ⶻ
㸜⭥ⷘ䐷䍰➎

㆝㠻䐹⫔㦯㘝

㾦㻃㎕䊕ᷛ㯝㔵㲹

数十年主导市场，但专业型企业的
生命周期较短，有时只有7-15年，
不过各个行业情况不一。如果它们
生存的时间较长，则会根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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㚱

成型企业类似，专业型企业将凭

⭞2040㛋᷍䊝

䓵1970㛋䄵㎕᷍㩰⫔䁈⭥㝏㾵㭞㑠
䋗⧅㯺Ⱙ㸋㚱㾵⭥㑞⡗

㝏

特定领域的创新型企业等。与集
借独特的核心能力来加强市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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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零部件供应商以及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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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需求的变化进行频繁的调
整，而这取决于集成型企业在面
临市场波动时的应对策略。
对这两类企业而言，掌握价
值链各环节的技术是关键。技术

这些解决方案建立在特有的互补性能力的

可以协助其提高灵活性，从而迅速进入新的市

基础上，正如亚马逊借助出色的物流和分销体

场或撤出逐渐萎缩的市场。到2040年，企业无

系向消费者提供各类产品，或思科借助自有平

需具备很大的规模便可充分利用技术进步。例

台和广泛的关系网络来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如，3D打印技术已经渗透到制造行业，新兴企业

另一方面，专业型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则与集成型企业形成互补。成千上万家小型零售

可借此机会迅速加入竞争并扩大运营。
总体来看，这些趋势将促使积极进取且高

度专注的CEO迅速崛起。与1914年的行业巨头 有少数几位CEO已经开始采取这类职业模式
不同，新一代CEO将在两条职业道路之间进行 — 他们被称为“CEO专业户”，随着未来数十
选择，即管理一家集成型企业（如亚马逊）或一 年中专业型模式的不断普及，其人数还将进一
家专业型企业，但他们更有可能先后管理多家企 步增加。
业。未来CEO的职业路径将取决于她最适合的

专业型企业模式还有个有趣的方面：由于很

公司类型，但很少有人能够同时驾驭这两种全然 多企业的生命周期及其领导的任期都很短，因此
不同的环境。

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机遇。进入和离开行业的难

模式（或更早期的迈克尔•戴尔模式），并积极培 消息。
养所需的能力，从而领导零部件组装企业从专
业型合作伙伴转型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方，以

多元化经历与全新的准则

满足终端消费者或企业客户的需求。未来企业的

瞬息万变的竞争格局对玛丽莎及其职业道

关键成功要素包括强大的执行力、卓越的供应 路还有哪些影响？首先，她在求学期间和职业
链管理、深入的客户洞察，以及根据客户未表达 生涯早期能够获得丰富的多元化经验。
的潜在需求对产品和服务进行设计、再设计和定

玛丽莎的教育背景和早期职业经历为其世

制化的能力等。这意味着CEO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界观的形成乃至2014年成为CEO奠定了基础。

《2013年CEO调查》 思略特文摘

集成型企业的CEO需要遵循杰夫•贝索斯的 度大幅降低，这对拥有家庭的CEO而言是个好

来思考公司、供应商和客户在高度集成系统中的 她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培养了领导、创业和协作能
合作方式。

力。她可能拥有领导团队的经验 — 如担任国际

另一方面，专业型企业的CEO则应更加活跃 象棋或环保社团的负责人及排球队队长，并参
并积极创造影响力。如果公司被新的竞争对手 与了学术及社区项目等。更重要的是，她还可能
赶超或失去竞争优势 — 这两种挑战可能同时出 加入虚拟团队，并至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参
现 — 那她就必须迅速调整战略或退出相关业 与过志愿者活动、外出旅游或工作过。
务。事实上，拥有前瞻性眼光的“专业型”CEO明

玛丽莎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出众的创新能

白，公司的生命周期较短，因为它可能被其他公 力，她可能开发过应用程序或引流系统，对纳米
司收购，而公司的专长和竞争能力也都是有时 技术、高级机器人、新能源和交通运输具有浓厚
效的。

的兴趣，并发起了慈善项目。另外，她还可能掌握

由此看来，2040年的专业型CEO需要果断 多国语言，并能熟练运用一到两种编程工具。
剥离亏损业务并迅速拓展新的领域，因此她的

玛丽莎很可能在攻读MBA期间学会了重视、

任期可能远远短于集成型CEO。在硅谷等地， 强化并发展女性特有的共情式领导。除了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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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思
《2013年CEO调查》 思略特文摘

略特《2 013年度C EO
调查》的研究范围包括
全球市值最高的2,500家上市公
司（按照彭博新闻社2013年1月
1日的公司市值数据）。我们的研
究团队从中选出在2013年更换
CEO的企业，并基于各种语言的
书面及电子信息，对数据进行交
叉比对。2013年被并购企业的数
据也来自彭博新闻社。

我们对2013年更换CEO的
企业进行逐一调查及确认，并
获得了关于新任及离职CEO（以
及临时CEO）的诸多细节 — 职
位、任期、性别、所在公司的董
事长、国籍、专业经验等。
除了CEO更替原因以外，公
司所提供的大部分数据信息都
是可靠的。我们借助新闻报道
以及其他独立来源的信息来确
认CEO离职的原因。最后，我们
的全球咨询顾问分别调查当地
CEO更替的具体情况以便分析其

离职的确切原因。
为区 分 成 熟 及 新 兴 经 济
体，思略特采用了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发布的2 013年全球经
济排名。
C EO任期内的股东总回报
数据亦来自于彭博新闻社，其
中包 含 红 利 再 投资（如果 适
用）。我们对股东总回报数据
按地区作出了调整（根 据公司
股 东回报率 与同 期主要 地区
的回报指数间的差异）并进行
年 化计算。

生涯早期参与公司的国际项目以外，她可能还在 协作能力是关键。玛丽莎在求学期间经常参与团
Teach for America或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服务型 队协作，在升任CEO后更是如此，
可见培养独特
机构工作，或在新兴市场创业。

的跨职能能力极为重要。CEO需要将其整合，并

玛丽莎从这些工作经历中获得了丰富的社会 鼓励每位员工都积极培养并加强这些能力，从
经验以及对多元化的认同，当今的CEO对此只能 而确保整个系统的顺利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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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拜下风。持续学习能力以及在陌生环境中的工
作经验对于她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至关重要。

玛丽莎需要全面了解人力资源、技术系统以
及信息流动过程。在高度复杂的开放式工作环

更多像玛丽莎一样的女性将成为CEO或踏 境下，组织、公司、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之间
上关键管理岗位，届时她们的员工也将具备类 的关系将瞬息万变。
似的多元化背景。大量证据还显示，女性领导人

由于玛丽莎很早就能熟练运用各种技术，因

不仅拥有丰富的经验，她们的人才管理方式也 此对日常工作中无处不在的信息技术司空见惯，
与前辈不同。因此，未来的CEO将赋予下属更大 在这方面她已经超越了目前的大部分CEO。玛丽
的权力，积极鼓励协作，并促进工作与生活之 莎还对技术变革具有极大的兴趣，她清楚地知
间的平衡。

道技术如何促使公司缩小规模并降低市场进入的
壁垒 — 无论是她的公司进入新的市场或竞争对

系统方法

手进入她的公司所主导的市场。不仅如此，玛丽

玛丽莎的同理心和情商非常重要，因为团队 莎还将成为高度灵活的数字化商业模式的专家。

我 们 预 计 ， 管 理 层 中
将出现一个全新的角色：
首席资源官（C RO）。

当然，2040年的企业还会存在一定程度的

驭各类新兴的消费者技术，深入分析它们对客

等级制度。我们预计，管理层中将出现一个全新

户关系的影响。她还将学习如何从各类信息来源 的角色：首席资源官（CRO），他的角色与目前的
中更加迅速有效地获取洞察，这一点就连目前 任何管理职位都全然不同。CRO不仅负责管理
处于“大数据”前沿的人也望尘莫及。

人力资源，还将管理所有的非财务资源。
考虑到女性高管人数日益增加、全球员工的

管理层变动

受教育和培训程度不断提升，以及人们的机动

由于公司治理、监管合规和质量监控等流程

性进一步提高等因素，争夺人才的紧迫性将有

将更为自动化并与日常运营高度整合，因此玛丽 所下降。然而，资源争夺战却难以避免。由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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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可能热衷于以人为本的设计，并将成功驾

莎将要领导的公司结构非常扁平。同时，公司的 候变化导致水资源、矿物燃料、清洁空气和矿
决策支持系统和各项能力愈发完善，因此她能 产等自然资源紧缺，公司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
够更加轻松地获取各种信息，团队成员也能更 战略（长期而言，资源的价格将反映其稀缺性；
为直接而高效地处理问题。各层级的员工都更加 杰出企业将以更加持续的方式来开发产品和流
明确自己的任务并能有效应对意外情况。
一个小型的多元化团队将协助玛丽莎一起管

程）。由此看来，对环境成本的评估与控制将变
得十分常见。作为CRO的领导，玛丽莎也需要

理公司，团队成员相互理解且关系融洽，就像一 持续关注这些问题。
支训练有素的乐队。他们密切配合，为CEO提供

另一方面，首席战略官（CSO）届时可能会

咨询意见，其承担的职责已经超越了本职工作。 退出历史舞台，只由CEO负责持续地调整公司
如果团队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能力，那么一旦玛 战略及独特的制胜能力。事业部也存在类似的
丽莎去别的公司任职，多位团队成员也会追随 情况。公司也不会再分别设立战略规划与执行
她的脚步；如果他们管理的是专业型公司，那还 团队，相关人员将同时负责这两项任务，并充分
有可能在多家公司开展合作。

发挥管理层确立的差异化能力。最后，CEO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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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审阅所有的工作，并进一步调整及完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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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战略。

公司需要对全体股东负责，这一点愈发重要。
无论现行法规作何规定，玛丽莎都清楚地知

公司还会任命能力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公司

道，一旦得罪员工、客户、供应商、投资者、非政

在创新、客户洞察或供应链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府组织或是社会及环保团体，公司必将付出惨

这些正是战略执行的关键成功要素。由于各家

重的代价。未来的员工、客户和股东不会再容忍

公司的竞争优势不尽相同，这些职位也会存在

假装有社会良知和环保意识的公司。

差异。

玛丽莎不再需要董事长或董事会来协助管理
上述关系 — 至少不是以目前的方式。由于她已

关键桥梁

经与投资者建立了直接的关系，而后者向玛丽莎

由于受教育机会增加且人才储备日益丰富，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不

各层级的员工都将具备更强的能力，并拥有专业 再适用。未来的治理模式将变得更加多元化：除
16

学位和各类证书（这些趋势已经出现萌芽）。玛 了现行的模式以外，诸多全新的治理模式也将不
丽莎需要以全新的方式与员工互动；她将像明确

断涌现。届时，由于公司需要保持灵活性和透明

自己的方向一样，敏锐地发现一线员工的技能。

度，因此可能不再需要董事长。

为了取得成功，玛丽莎需要进一步增强企业

由此看来，玛丽莎的沟通技能至关重要。很

家精神，并提高财务及风险管理能力等。她需要 难想象一位2040年的CEO缺乏出色的倾听能力
更加积极而审慎地管理机构与个人股东，因为 或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由于各年龄层的人士都
投资者的态度会更加急切，这并非是为了追求

将熟练运用最新的社交工具，因此玛丽莎将与

短期的财务结果，而是为了使自己的意见得到重

投资者及各类利益相关方直接开展沟通。不论

视。另外，投资者已经完全适应高度透明的环

她是否喜欢，利益相关方都将追究管理层的责

境，他们不愿再容忍任何失误和借口。他们更加

任。对此，玛丽莎不能借鉴1914年的行业巨头或

关注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并密切留意玛丽莎的一

1964年的组织人的做法，而应向大学校长学习，

言一行。她的行动和表现将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努力赢得公司内外各利益相关方的鼎力支持。

准备成为未来的CEO
准备成为未来的

当您准备好成为CEO时，世界可能与本文的
预测类似，也可能迥然不同。对此，我们的忠告

变过程。虽然大部分都是假设，但它基于我们对

是：准备好应对不确定性。最好的办法是尽快

CEO角色的转变及其根本驱动力的长期而深入

跳出舒适区，并经常这么做。迎接全新的工作

的洞察。管理层已经历过巨大的变动，未来还将

和生活体验，尽可能增加国外工作经验 — 尤其

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此，他们必须保持高度

是当需要新的技能或语言时 — 并热情地拥抱

的灵活性，并培养高情商和创新思维。

未来。

目前，一些企业领导正在思考如何发现并培

最后，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当前的领导人：我

养有前途的年轻人（后者终将实现超越）。对

们希望您承担起责任，让这样的未来早日实现。

此，我们的建议是采取长远眼光来看待人才发
展问题，积极支持相关的培训学校和项目，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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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我们试图阐述CEO角色的长期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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