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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更替研究

成为传奇CEO
的继任者
普华永道思略特第19年度的CEO更替研究发现，董事会和新任CEO可以降低

长期任职的CEO离职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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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特纳 (Martha Turner)
彼得·加斯曼 (Peter Gass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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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企业高管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2018年，

全球最大的2500家上市公司的CEO中，离职率将近17.5％——这

是普华永道思略特CEO更替研究有史以来离职率最高的一年。在

2000年，CEO平均任职八年及以上。而过去十年间，CEO的平均任

期仅为五年。

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CEO选择和公司共进退，任职时

间几乎为平均值的三倍。即使CEO生涯变得繁冗、冷酷和短暂，19％

的CEO仍然保持10年或更长的任期，中位数为14年。其中部分CEO

在位20年甚至更长，这些人通常是公司创始人或极具远见的企业变

革人士。他们无一例外都为公司创造过傲人的业绩，并留下了宝贵

的遗产。

作者： 佩欧拉·卡尔森、玛莎·特纳、彼得·加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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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CEO的接力棒传给继任者时会发生什么？部分情况下，长期任职的CEO的离职会为公司带

来新气象。八年前，苹果公司的传奇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出于健康原因辞职，并由蒂姆·

库克（Tim Cook）接任时，尽管他是一名称职的COO且是毫无疑问的继任者，但仍然很难想象他会如

何应对乔布斯离职带来的巨大影响。但库克完成得非常出色：自2011年8月接任到2018年，年均股东总

回报率（TSR）达到20.9％，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有时，CEO的更替和过渡会带来灾难。2017年，通用电气任期17年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

（Jeffrey Immelt）离职，他的继任者——通用电气长期任职的高管约翰·弗兰纳里（John Flannery）发

起了一场重大改革，试图拯救陷入困境的企业。由于令人失望的财务业绩和负面的新闻披露，改革迅速

暴露出诸多弊端；弗兰纳里任职14个月后被董事会解雇，由丹纳赫（Danaher）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拉里·

卡尔普（Larry Culp）接任，后者成为通用电气 126年历史上第一位外部招聘的CEO。

当然，大多数长期任职的CEO的离职并不会引起巨大的波澜。绝大多数CEO会提前计划离职并安

排好公司内部人士接任。大多数都会平缓地过渡，如2017年，星巴克创始人兼长期任职的首席执行官霍

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卸任，原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凯文·约翰逊（Kevin Johnson）接任；又比

如，在Vanguard任职10年的比尔·麦克纳布（Bill McNabb）于2018年辞职，由首席投资官蒂姆·巴克利

（Tim Buckley）继任。在其它案例中，CEO的更替标志着企业方向的转变：如戴姆勒的迪特·蔡澈（Di-

eter Zetsche）在任职13年后，于2018年提前两年离任，CEO一职由研发主管欧拉·凯伦纽斯（Ola Käl-

lenius）接替，他的背景是创新、移动出行和数字化变革。

普华永道思略特今年的CEO更替研究，主要围绕长期任职的CEO，调查了2004年至2018年全球最

大的2500家上市公司的CEO的更替率。从2018年的数据中我们发现，这是动荡的一年，因为CEO更替

率达到历史新高（见“2018年CEO更替率”）。

佩欧拉·卡尔森 

Per-Ola Karlsson

per-ola.karlsson@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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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期，长期任职的CEO通常比任期较短的CEO创造更高的股东回报率，但他们的表现大体上

只能算是不错，称不上伟大。通常，在挑选公司内部的继任高管、完成人员的平缓过渡方面，原CEO起

着关键的作用。在北美的企业中，CEO的任期比其他地区总体上更长，离职时已经兼任CEO和董事会

主席的可能性也更高。总体而言，在北美，CEO即将离任时已身兼多职的趋势一直在上升，从2014年的 

31％上升到2018年的48％，而其他地区平均为23％。对于长期任职的CEO来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然而，对于长期任职的CEO的继任者来说，道路十分艰难。内心足够强大，才能接替传奇CEO的位

置。虽然就背景而言，他们与前辈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继任者的财务业绩明显欠佳，通常任期也更短，

并且更有可能被辞退，而非有计划地离任。

在今年的CEO更替研究中，我们将重点放在异常高的CEO离职率上，深入研究了离职CEO的特

点，并分析他们如何完成职位过渡。我们还研究了长任CEO的继任者的特点，尤其是过去15年研究期间

（2008-2018）完成了整个CEO任期的继任者，以及他们为何难以追赶或超越前任CEO。

本研究还探讨了那些拥有长期任职CEO的公司的董事会应考虑的问题：鉴于接班人可能会在接任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身处逆境，董事会应如何提供最好的支持？尽管数十年里企业一直倾向于从内部挑选

CEO继任者，董事会是否也应该从企业外部招聘？在研究的结尾，我们向正在或考虑继任的高管们提

供了一些建议，让他们更加容易走出传奇CEO的阴影，并战胜继任道路中的艰难险阻。

进入高管层

我们分析了2004年至2018年全球最大的2500家上市公司的5253个CEO更替案例，并确定了所有

任职超过10年的离职CEO人数。长期任职的CEO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在过去15年的数据中，有近五分之

一（994位）的离职CEO达到了任职10年的里程碑。与任职时间较短的CEO相比，长期任职的CEO更有

可能是来自内部选拔 84% vs. 77% ，这种情况在过去三年尤其明显 2018年，在所有离职的长期任

职CEO中，有90%来自内部选拔。

普华永道美国经理Jennifer Bhagwanjee和Spencer Herbst，以及

战略与经营 杂志编辑Rob Norton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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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任职的CEO在北美企业中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在整个调查期间，长期任职的CEO在北

美企业中的比重达到30%，而欧洲的比重为19%，BRI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为10%，日本为9%，

中国只有7%。事实上，在过去的15年里，北美的CEO比世界其他地区的CEO长期任职的可能性更高。

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些地区差异。通常情况下，CEO会因为公司业绩表现良好而获得董事会的认

可，从而长期任职。但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社会规范更倾向于提前退休。日本的高管通常会

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后半段担任CEO，任期仅为几年，卸任后担任董事长，让更年轻的高管接替他们成

为CEO。在中国，公司治理模式正在进化，行业的变化通常比成熟地区要更快，政府有时会在行业内部

或行业之间调动CEO。随着市场和监管环境的变化，一些公司快速兴起或衰亡，甚至被出售。

在所有行业中，医疗行业的CEO最有可能长期任职（28%），其次是信息技术行业（26%）。我们发

现，其他行业里长期任职CEO的比例差异非常小。

短期任职的CEO的任期中位数为4.0年，而长期任职的CEO的任期中位数为13.9年，是短期任职

CEO的三倍多。长期任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在长期任职的CEO中，46%的人在离职时兼任CEO

和董事长，这一比例是短期任职CEO 的两倍多（21%）。在美国，兼任职位的情况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普遍得多。因此这一发现再次反映出美国长期任职CEO的比重高于其他地区。在北美长期任职的

CEO中，多达67%的人在离职时兼任CEO和董事长。在他们离开的时候，长期任职的CEO们显然对董

事会成员很了解，所以很可能已经影响了许多或大多数董事对新任CEO的选择。

但这些CEO长期任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表现通常好于任期较短的同行。在2004-2018年期间，

长期任职CEO的TSR中位数增长了5.7%，比其他CEO高出3.3%。此外，在长期任职的CEO中，有59%

的TSR表现在最高的两个四分位，而在非长期任职的CEO中，这一比例仅为47%。在长期任职的CEO

中，只有8%的业绩处在最低的四分位，而任职时间较短的CEO中，这一比例为28%。在过去的三年里，

短期任职的CEO的任期中位数为4.0年，而长

期任职CEO为13.9年，是短期任职CEO的三

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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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O 的CEO更替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18年CEO更替研究

2,208

1,531

510

197

158

68%

78%

82%

82%

85%

32%

22%

18%

18%

15%

计划内更替
离任CEO任期长 划 ，离职 计，2004-2018年

被迫计划内

0 年

10年

10 1 年

1 20年

20年

长期任职CEO们的表现有了更大的提高，64%进入了最高的两个四分位，只有7%处在最低的四分位。

这表明，除业绩非常显著外，董事会在允许CEO继续长期任职方面已变得更加严格。

大部分长期任职CEO的离职都是经过谨慎计划后发生的，这与数十年来全球计划内更替的趋势相

符。并且，此类计划内更替往往有充足的原因。在过往的CEO更替研究中，计划内更替往往带来较高的

TSR（参见“价值1120亿美元的CEO更替计划”，《战略与经营》，2015年5月4日）。从2004年到2018

年，82％的长期任职CEO为计划内离任。在过去三年中，这一数字上升至85％，而其他CEO为76％。

对于长期任职的CEO和其他CEO来说，并购交易产生的离职数量几乎相同。

我们还发现，CEO任职的时间越长，被辞退的可能性就越小（见图“计划内更替”）。在任期的前五

年内离职的CEO中，有32％是被辞退的。但是，对于任职5到10后离开的CEO来说，被辞退比例下降到

22％，10到20年后离开，比例下降到18％，而任职20年的CEO只有15％被辞退。这一趋势反映了一个事

实，即长期任职的CEO表现优于其他CEO，这也可能部分归因于长期任职的CEO中有更大比例的人兼

任董事长。（应该指出的是，大多数CEO是在任职期间而非刚上任便成为董事长。）

长期任职的CEO也更有可能在卸任CEO一职后继续担任董事长 在过去的三年中，48 的长期

任职CEO会继续担任或成为董事长，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任期较短的CEO中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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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CEO更替率       

2018年，全球最大的2500家上市

公司CEO的更替率飙升至17.5%，创造

了历史新高，比2017年14.5%的更替率

高出3个百分点，也高于过去10年的正

常水平。

CEO更替类型的百分比——计划

内更替、被迫更替和并购相关更替——

与长期趋势保持一致。计划内的CEO更

替持续占所有更替事件的三分之二以上

（见图“更替率仍在上升”）。

被迫更替率为20%，总体上与最

近的趋势一致。但2018年CEO们被解

雇的原因有所不同。在这项研究的历史

上，因道德失范而被解雇的CEO人数首

次超过了因财务业绩或董事会斗争而

被解雇的CEO。（我们将道德失范定义

为首席执行官或其他雇员的丑闻或不当

行为，例如欺诈、贿赂、内幕交易、破坏

环境、简历造假和性别歧视。）这类解

雇的增加反映了一些社会和治理趋势，

包括监管和执法部门对企业道德规范

更积极的干预，通过“Me Too”运动的

崛起促进了性骚扰和性侵犯问责制的

建立，以及董事会越来越倾向于对行政

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有关这一

趋势的背景，请参阅“CEO道德问题是

否日益严重？”，《战略与经营》，2017

年5月15日。）维权投资者数量和影响力

的日益增加也可能是导致CEO更替率上

升的一个原因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18年CEO更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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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行业和人口统计

2018年，除中国外的所有地区的

CEO更替率都有显著上升，其中西欧的

CEO更替率也大幅上升。“其他成熟市

场”（如澳大利亚、智利和波兰）的更替

率最高，为21.9%。巴西、俄罗斯和印度

（BRI）的更替率为21.6%。紧随其后是

西欧（19.8%）和北美（14.7%）。

在所有行业中，通讯服务行业

的更替率最高（24.5%），其次是材料

（22.3%）和能源行业（19.7%）。2018

年，医疗行业C E O更替率最低，为

11.6%。

2018年，新任外部聘用CEO的比

例为17%，为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六年来，内部选拔的CEO的表现首次

超过外聘CEO。在2018年卸任的CEO

中，内部选拔的CEO的年度股东总回报

中值比外聘CEO高出0.8个百分点。我

们在本年度报告中讨论的这种优异表

现，让人想起2000年至2012年那段时

期，当时，在13年时间里有10年，内部

选拔CEO的回报率比外聘CEO要高。

过去10年，全球所有CEO的任期

中位数保持在5年不变，新上任的CEO

年龄中位数也稳定保持在53岁。在过

去几年里，有担任上市公司CEO经验的

新任CEO比例一直在上升，尤其是在西

欧。2018年，西欧39%的新任CEO都

有过任职CEO的经验。

女性CEO

2018年，新任女性CEO的比重为

4.9%。这一比重略低于2017年6%的 

历史高点，但与2008年1%的低点相比仍

呈上升趋势（见图“女性精英阶层”）。 

2017年，美国和加拿大新上任的女性

CEO人数激增9.1%，创下历史新高。

与此不同的是，2018年女性CEO比重

最高的国家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

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所有行

业中，公用事业行业的新任女性CEO占

比最高（9.5%），其次是通讯服务行业

（7.5%）和金融业（7.4%）。工业及信

息技术公司无新任女性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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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18年CEO更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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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CEO的艰难之路

我们的研究还聚焦了一小部分群体，即在2004年至2018年期间，公司长期任职的CEO离职，且其

继任者也结束了自己的任期。我们排除了临时CEO和并购导致的CEO更替在外，因为这类事件往往是

特殊的，且此类交易后的业绩受到许多因素的驱动，尤其是交易本身所涉及的经济因素。结果共有284

家公司符合这些标准，我们得以直接比较长期任职CEO和其继任者在各自任期内的业绩表现。当然，这

个数据集规模较小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长期任职的CEO最近才离职，而他们的继任者仍然在位，因

此被排除在此研究之外。

在这些公司中，继任者的年TSR中位数比长期任职CEO低了4.0%。通过比较这两组CEO的TSR绩

效的四分位数可以发现更多值得关注的结果。长期任职CEO们的表现（57%的CEO的TSR分布在前两

个四分位）在很大程度上要优于他们的继任者（只有37%的继任者的TSR分布在前两个四分位）。情

况更糟的是，31%的继任者排名在绩效最低的四分位，而在长期任职的前任CEO中，这一比例仅为

10%（见图“业绩下滑”）。

有继任者
更替的长期

任职CEO

长期任职
CEO的

继任者
284

284

50%

35%

25%

10% 34% 21%

12%32%31%

长期任职CEO与继任CEO的 对比，2004-2018年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18年CEO更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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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CEO的任期越长，继任者的表现就越差。若前CEO的任期为10到15年，42%的继任者的TSR

处在前两个四分位；相比之下，前CEO任期为15到20年，只有35%的继任者的TSR处在前两个四分位；

当前CEO的任期在20年以上，则只有25%的继任者的TSR处在前两个四分位。

毫不奇怪的是，CEO继任者的平均任期比他们所取代的前任CEO要短得多（5.3年 vs. 13.7年），而

且他们被迫离职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前任（35% vs. 19%）（见图“被迫离职”）。

数据无法告诉我们为何从一位长期任职CEO手中接班如此困难，但我们基于多年来为领导团队和

董事会提供建议的经验做出了一些假设。在某些情况下，长期任职的CEO并不能帮助自己的继任者取

得成功。例如，高于平均水平的TSR数据可能掩盖了该公司缺乏中期和长期投资，而这些投资是该公

司实现未来成功所必需的。与其他情况相比，如果由一位长期任职、总体上成功的CEO掌舵，其他领导

者、董事会成员以及投资者不太可能破坏现有格局。只有在继任者接手后，问题才会变得明显。

在长期任职CEO的继任者中，有近一半的继任者使企业的TSR降低了一个或多个四分位（见

图“TSR绩效对比”）。只有24%的继任者提升了业绩到更高的四分位，剩余27%的TSR绩效保持相对

稳定。当长期任职CEO表现出色时，更替前后的业绩变化更为明显。情况是，即将离职的CEO排名第一

个四分位的情况下，69%的继任者的TSR降低到了最后两个四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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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R 对比
有284 ， 长期任职CEO离职 其继任者 研究期 离职，
有24%的继任者 任期内 的TSR

： CEO 的CEO更替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18年CEO更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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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董事会和继任者的启示

对董事会成员来说，监督一位长期任职的CEO可能会很棘手。一方面，当CEO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

现良好时，就很难做出改变，而且在连续性和可预测性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面，几乎每个人

都会在某个时候觉得乏味，很容易陷入某种思维框架。考虑到数字技术带来的快速变革，长期任职的

CEO们可能要面对的环境与他们习惯的环境大不相同。此外，高管层中一些最有可能的接班人可能不

愿意无限期地留任。他们可能会变得不耐烦而离开，或者被另一家公司挖走。

董事会成员应该仔细考虑让一位新候选人替换长期任职CEO的合适时机——尤其是在现任CEO

表现平平，甚至还不错，但并不出色的情况下。新鲜血液能够带来活力，或许还会为如何推动业务带来

新的视角。北美公司中长期任职CEO的比例过高，在这方面需特别谨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北美的

更替决策有非常大的延期可能性，从而增加了更替失败的风险。如前面所述，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前任

CEO长期任职之后，继任者若想使企业蓬勃发展要困难得多，前任CEO的任期越长，对继任者的绩效

表现越具挑战性。董事会必须注意不要自满，任期限制、强制退休年龄或其他旨在限制CEO任期的机制

并非万灵药。随着情况的变化，董事会必须不断评估担任公司最高职位的人能否胜任这项任务。

284

28435%

19%

65%

81%

被迫离职
与其继任者相比，被迫离职的长期任职CEO相对较少

被迫更替计划内更替

有继任者
更替的长期

任职CEO

长期任职
CEO的

继任者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18年CEO更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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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需要承认，从统计学上讲，长期任职CEO的继任者一开始就面临不利局面。因此，董事会需

要明确表示，新CEO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们不会在继任者思考公司未来计划时限制他/她。当即将离

任的CEO同时兼任董事长时，这个问题可能会尤其危险：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应该警惕董事长继续经营

公司，并阻碍继任者。

董事会通常需要认识到将CEO和董事长的角色分开的好处。平均来看，尽管我们缺乏证据表明将

两个职位分开的方式优于将其合并，但是许多治理专家都同意，将这两个职位独立区分是最佳的实践方

式，而且许多地区的治理标准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也确信将这两个职位结合起来会增加道德

失范的风险。在2017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被迫更替的CEO中，24%的联席CEO因为道德失范而被

解雇，而在仅有首席执行官头衔的CEO中这一比例为17%。

董事会还应该考虑，接替一位长期任职CEO的最佳人选可能是外部招聘，而非内部选拔。在过去6

 方法论

CEO更替研究调查了全球最大的

2500家上市公司 根据1月1日Thomson 

ONE 对全球企业市值报告决定 我们

研究了其中在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

现过CEO更替的企业，利用来自全球的

各种渠道的信息修正数据 出现并购的

企业，我们依然沿用Thomson ONE的

数据

针对每一家出现CEO更替的企业，

我们都会进一步确认更替是否确实发

生，以及离任和新任CEO 包括临时

CEO 的职位 任期 董事会身份 国

籍 职业经历等信息 CEO更替原因我

们采用外部媒体报道和其它独立来源

的数据，其它方面都直接采用公司所提

供的数据

在划分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方面，

思略特采用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8

年的排名 某一CEO在任期间的股东总

回报数据来自彭博社，包括股息再投资

如有 股东总回报数据每年根据区

域指数进行评估 同一时期企业收益和

主要区域指数的差异

董事会通常需要认识到将CEO和董事长的角

色分开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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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的5年里，当我们对即将离任的CEO的业绩进行调查时，那些外部招聘的CEO的表现要好于内部

选拔CEO。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假设是，在当前混乱、技术进步和不断变化的竞争动态环境下，最佳的

候选人可能是那些背景、观点和技能与内部候选人不同的人。

对于那些有望接替长期任职CEO的高管来说，所有针对新CEO的标准建议都是适用的。根据我

们在不同行业与高层管理人员打交道的经验，以及之前对CEO更替的年度调查，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

改变游戏规则的做法，这些做法将极大地帮助新任CEO取得成功。它们特别适合那些典型的长期任职

CEO的接班人，即一位对公司有深入了解的内部高管，但没有担任CEO的经验，同时不持有董事长和

COO的头衔并且面临着董事会的高期望。

如果你是一位潜在的接班人，你应该：

1. 打造自己的品牌。你永远无法真正取代一个有魅力或有传奇色彩的领导者，所以不要试图模仿即将

离任的CEO的风格。如果你是一名内部人士，你已经了解了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和每件事，也很可能已

经担任过许多不同的职位。但你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改变，才能从过去的角色发展到新的领导岗

位。你应该花时间在外部利益相关者面前建立良好的信誉。在已经计划好的继任过程中，当宣布完

即将到来的变革之后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应该明智的利用这段时间。

2. 制定工作议程。你的前任CEO很可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新任CEO，你的一项关键任务就

是制定一个新的工作议程，重塑未来。这应该从彻底审视所有业务和战略开始。它可以通过打破框

架（例如，通过改变公司业务模型的某些基本方面）、重新设置期望值，以及将公司未来发展统筹

规划。尽管继任者不应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追求变革，但他们应该在必要时实行强制变革。在这

方面，经常和有效的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在更换一位长期任职的CEO之后，新领导人需要清楚地说

明什么将发生变化，什么将保持不变，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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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1. Per-Ola Karlsson, DeAnne Aguirre, and Kristin Rivera, “Are CEOs Less Ethical Than in the Past?” s+b, May 15, 2017: 2017年

CEO更替研究显示，由于道德失范而被解雇或替换的CEO数量显著增加

2. Jon Katzenbach, James Thomas, and Gretchen Anderson, The Critical Few: Energize Your Company’s Culture by Choosing 

What Really Matters Berrett-Koehler, 2019 : 识别和撬动公司文化的四个最关键要素：特征 关键行为 可信的非正式领导者和

度量标准

3. “Unraveling the fabric ceiling: Tracking female leadership in the apparel industry,” PwC, 2019:只有12.5%的女性在零售和服装

财富1000强企业中担任CEO，尽管这些女性领导的公司的利润要高于那些男性领导的公司

4. PwC’s 2019 CEO Survey, “CEOs’ Curbed Confidence Spells Caution,” Jan. 2019:普华永道第22年度全球CEO调查显示，首

席执行官们越来越担心潜在的贸易冲突 政治动荡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5. The Strategy& 2018 CEO Success study: 本次研究的完整报告和数据分析

6. 更多相关话题的洞察：strategy-business.com/leadership

3. 找到正确的改革节奏。行动太快和行动太慢一样会带来问题。设定正确的节奏需要你顶住来自管

理层需要快速取得成功的所有压力，同时在公司的优先和关键事项上足够快速地推进，以保持工作

顺利的进行。许多有经验的领导者回顾他们作为CEO的岁月，觉得他们在公司的优先和关键事项上

行动太过迟缓。

4. 与董事会成为战略伙伴。CEO们必须利用董事会的洞察力和经验，将其作为一项战略资产加以利

用。反过来，如今的董事会需要与CEO共同拥有战略决策权；他们不再只是简单地在场外年度会议

上批准这些协议。

5. 让企业文化融入你的工作。正如我们的同事约翰·卡册巴赫（Jon Katzenbach）在他的新书The Critical 

Few中所指出的，组织中至关重要的少数非正式的情感因素与正式的理性因素同样重要。CEO必须

正确了解和使用这些因素，并利用公司隐藏的优势推动公司向前发展。

践行这些建议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关于CEO更替的综合数据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每当一位

长期任职的CEO被替换时，无论是通过内部选拔还是外部招聘继任者，这种更替都是微妙而不可预测

的。不过，如果董事会和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在这些关键转折点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他们成功的机率

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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