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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与商界以及社会领
袖携手并肩，帮助他们在应对最严峻挑战的同
时，把握千载难逢的绝佳机遇。自1963年成立
伊始，BCG便成为商业战略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如今，BCG致力于帮助客户启动和落实整体转
型，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受益——赋能组织增长、
打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BCG复合多样的国际化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
深厚的行业知识、职能专长和深刻洞察，激发组
织变革。BCG基于最前沿的技术和构思，结合
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为客户量身打造符合其商
业目标的解决方案。BCG创立的独特合作模式，
与客户组织的各个层面紧密协作，帮助客户实现
卓越发展，打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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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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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总经理
中亚银行 

（Bank Central Asia）

侯孝海 
（Hou Xiaohai）  

CEO
华润啤酒 

王卫 
（Wang Wei）  
创始人兼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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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商业领袖的成功之道： 
与众不同的东方智慧

亚洲市场在其他领域的数据同样令人瞩目。
2000年，财富500强企业中仅5%来自亚洲，亚洲
企业仅占全球专利授权数量的九分之一（这些数据
均不包括日本），而且亚洲独角兽数量为零。但现
在，仅中国内地的财富500强企业数量就已经赶超
美国。亚洲新兴市场（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诸国）
中增速远超欧美企业的公司比比皆是。亚洲更是坐
拥全球三分之一的独角兽。

这些统计数据表明，世界已悄然改变，不复原
样。但是由于西方企业继续主导着全球媒体，而且
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仍不可撼动，种种既
有的秩序架构导致人们对亚洲企业的了解仍只停
留在表面。 

本文致力于填补这一认知上的空白。我们通过
开展广泛的研究项目，撷取了代表亚洲领导智慧的
十位商业领袖的真知灼见。本文还将探讨亚洲卓越
商业领袖的五大特质，其中不乏助力企业在新冠疫
情期间成功应对挑战的领导品质。我们衷心希望此
项研究可以惠及全球商业领袖：亚洲商业领袖可以
汲取业内翘楚的领导智慧，择善而从；西方商业领
袖则可以增进对东方特色成功之道的了解，在亚洲
这个与众不同的市场再创佳绩（参阅专题“研究方
法论”）。

亚洲独特的市场环境

对亚洲商业领袖的了解，需要建立在对其所处
市场环境的认知之上。

首先，很多亚洲国家建国时间都不长，有些直
到近半个世纪才摆脱了外国殖民统治，至今仍在不
断地摸索发展。地缘政治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这些
经济体的法律和商业架构发生骤变。

除此之外，造就亚洲独特市场环境的因素还有
三个：国有企业遍布各行各业；大型企业往往归家
族所有；国家和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大于全球其他地
区。下文将对各个因素略展开说明。

国家历史。很多亚洲国家在经过了英勇的抗争
后才争取到独立地位，而且为了改变殖民时代遗留
下来的法律和体制架构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即使
在今天，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政策的更改，
进而影响商业秩序，以及行业的快速调整。

国家影响力。亚洲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通常有较大影响力。因此，企业必须密切关注国家
政策动向，积极驾驭变化，实现快速发展。 

自2000年以来，亚洲市场一路高歌猛进，造就了二十一世纪
举世瞩目的经济神话。新世纪伊始，中国经济规模只有1.2万亿美
元；即使将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加，总
量也尚不及七国集团的十分之一。而现在，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便接近15万亿美元，印度和东南亚诸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排名也
大幅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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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梳理并剖析了中国、
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约2,000家上市和非上市企业，
甄选出极具代表性的亚洲卓越商业领袖。通过衡量
上市企业的收入、盈利能力和股东总回报，以及非
上市企业的估值，我们从排名前100家的领先企业
中精选出10家涵盖不同地域、行业和领导者背景
的企业，在与这10家企业的领导者深入对话后，
最终提炼出五大成功要素。

考虑到疫情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尽相同，本报
告中大部分财务分析使用的是截至2019年12月的
数据。

本文中关于财务分析的数据均以美元计。

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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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亚洲商界的另一大特征是家族所有
和经营的企业比比皆是。家族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其他公司面临的追求短期回报和维持现金
流的压力。家族成员掌握多数投票权，也意味着家
族企业可以从长远角度制定决策和战略。印度收入
排名前500的企业中就有300家是家族企业，其势
头之盛可见一斑。 

社会规范。亚洲地区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视
深入人心，给人们的行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其中
一个表现是，与西方市场相比，亚洲市场的商业决
策制定往往较少出于短期交易性目的，而是更多秉
持长期视野。 

多重利益相关方视角下的成功定义

亚洲独特的市场环境催生了企业发展条件和
方式的独特性，并且影响着领导者对成功的定义。

与西方国家一样，收入增长和盈利能力在亚洲
市场至关重要，股东回报亦是如此。事实上，这三
个衡量企业表现的指标可以说是放之四海皆准，但
在亚洲市场还需要将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因素纳入
决策环节。

在亚洲市场，国家的重要性在所有利益相关方
中排在首位。此外，其他利益相关方（如民间社会
组织）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家族
企业面临的复杂性可谓是成倍增加。

从历史上看，西方企业可以更自由地将大部分
注意力放在财务股东身上，而且较少考虑其他利益
相关方。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悄然改变，部分西方企
业开始重新思考自身对员工、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随着全球商业领袖日益将多重利益相关方纳入考
量，亚洲商业领袖有望提供学习借鉴的榜样。

亚洲卓越商业领袖的五大特质

在与亚洲商业领袖的深入对话中，我们提炼出
帮助领导者建功立业、走向成功的五大特质（参阅
下图）。下文将分别介绍这五大特质及其在不同领
导者身上的体现。 

秉持长期视野。亚洲卓越商业领袖从来都不会
将目光局限于季度业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执掌
的公司不会对利润分毫必争，而是说中长期制胜才
是更重要的目标。  

亚洲卓越商业领袖的五大特质

来源：BCG分析。

秉持长期视野 果敢任人唯贤

激发主人翁意识 利好生态伙伴

敏捷迭代，实现基业长青



对亚洲商业领袖的了解，
需要建立在对其所处国家的历
史和社会规范的认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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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印度巴贾吉金融（Bajaj Finance）董事长
桑杰夫 · 巴贾吉（Sanjiv Bajaj）所言：“若短期机
会不会影响长期目标的达成，别犹豫、抓住它。若
短期机会与长期目标相悖的话，赶紧走开。”巴贾
吉金融是印度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金融公司之
一。他还补充道：“要做到这一点，往往知易行难。”

杰出的亚洲领导者会确保离任后公司仍能
保持发展势头。印度斯坦联合利华有限公司
（Hindustan Unilever）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桑杰
夫·梅赫塔（Sanjiv Mehta）表示：“领导者成功与
否不仅要看任期内的表现，还取决于如何重塑组织
面向未来的能力。”印度斯坦联合利华有限公司是
亚洲市值最高的家用消费品公司。

中国民营快递物流综合服务商顺丰控股创始
人王卫则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他对长
期思维的个人见解。疫情暴发后，王卫将疫情视为
回馈社会的机会，调度顺丰的资源来协助抗疫。王
卫认为，只有回归到本质的价值创造（即“因”），
企业才能获得长期发展、社会认可以及市值提升
（即“果”）。他表示：“如果一味追求‘果’，忽
略‘因’，那就会徒劳。”

激发主人翁意识。领导者光凭一己之力无法在
企业树立长期思维，而且部分关键决策难免会超出
CEO的管控范围。受访的企业领导者均认识到了
这一点，并利用物质激励及其他手段，促使管理者
和员工像领导者一样思考。正如联合利华的桑杰夫 · 
梅赫塔所说的，领导者必须“充分授权赋能”，尽
量减少管理成本，鼓励冒险精神，同时强调承担责
任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些亚洲领导者正致力于激
发主人翁意识。 

蒙牛集团CEO卢敏放自2016年上任以来，便
采取了多项相关举措。他取消被视为蒙牛困境根源
之一的集中式组织架构，将决策权下放至事业部，
同时提升对中基层员工的物质激励。他还对核心管
理层的激励占总激励额度三分之二的原有分配体
系进行了改革。他表示，在新的激励机制下，“一
线员工收入翻了一倍，BU核心管理层翻了三倍。” 

卢敏放提到公司大区经理时说道：“人人都知
道‘谁奋斗，谁就有激励’。”  

去中心化也帮助顶峰控股（JG Summit Hold-
ings）维持了增长势头。顶峰控股是一家家族企业，
也是菲律宾最大的企业之一。顶峰控股总裁兼CEO
吴诗农（Lance Gokongwei）表示，正是权责下放
推动公司建立起创业文化。他说：“管控型组织模
式不利于公司发展壮大。我们需要确保员工将企业
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经营。”

果敢任人唯贤。亚洲企业在选人用人方面面临
诸多挑战。首先，该地区的快速增长导致用工需求
高企。其次，需求旺盛的工种人才供应不足，毕竟
人才不会从天而降，亚洲地区目前的人均收入和教
育水平仍然较低。因此，企业必须在员工技能培训
上加大投资。亚洲地区所谓的“明星人才”都曾在
业界公认的标杆企业锤炼了一身本事，凭借光鲜履
历大受追捧，留住此类人才的成本和难度都较高。

此外，尽管亚洲地区的发展机会激增，但仍有
部分顶尖人才被其他地方吸引，流向欧美国家。

因此，很多亚洲卓越商业领袖坚持亲自参与选
人用人环节也就不足为奇。

在华润啤酒CEO侯孝海看来，人才招聘至关
重要，因此他有时候甚至会亲自把关，参与CEO
向下3层、4层的人才招聘筛选流程。侯孝海表示，
虽然猎头公司可以提供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和工作
经验等基本资质信息，却无法评估候选人与公司所
招职位的契合度。他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发挥
人最擅长的地方时，人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因此，
他会直接参与众多候选人的面试，评估候选人的脾
性、工作风格、以及面对重大问题时的心态和沟通
交互方式等无形的品质。

对于已经入职的员工，侯孝海表示公司会提供
支持和信任，对进步给予高度肯定，对不足给予帮
扶。侯孝海指出，“批评很难解决一个人的问题，
相反教练式、辅导式，才能帮助他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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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银行（Bank Central Asia）董事总经理赵
时建（Jahja Setiaatmadja）也认为积极的鼓励往
往比批评更好。中亚银行是一家印度尼西亚银行，
也是东南亚市值最高的银行。他表示，最重要的是
“赢得员工的心。”他还补充道，在亚洲，如果
领导者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和忠心，员工便会全力 
以赴。

正因如此，赵时建致力于在中亚银行打造让员
工感到备受珍视的环境，同时鼓励团队合作，避免
让员工们相互对立。他重视利润的获取，但他表示
自己的工作重心还是企业人才和文化发展，从而确
保中亚银行可以留住顶尖人才。他的种种举措卓有
成效。中亚银行被公认为全球最佳雇主之一，员工
流失率较低，而且股东总回报表现亮眼。 

利好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管理是全球商业领袖
共同面临的挑战。亚洲生态系统涵盖国家、地区和
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机构和工会。亚洲的生态系
统还包括供应商和分销商，即使对直接经济利益并
无影响，也会被亚洲企业纳入考量。

例如，在疫情暴发后的前几个月，蒙牛集团需
要快速决定是否继续向供应商采购鲜奶以及向合
作伙伴提供授信。冒着鲜奶库存变质、公司蒙受损
失的高风险，卢敏放还是决定继续扛下去。随着中
国乳制品市场在2020年强势恢复，其供应商支持
举措也开花结果。

从供应商问题、监管要求到稀缺自然资源，在
亚洲诸如此类的外部因素都会阻碍企业的发展。这
些障碍可能会导致原本坚韧稳健、管理有序的企业
陷入危机。

阿洛克 · 洛希亚（Aloke Lohia）对外部障碍可
谓了然于心，他执掌的银都拉玛集团（Indorama 
Ventures）对技术的依赖程度高，而且所处行业受
到严格监管。他创立的这家总部位于曼谷的化工企
业是全球最大的PET聚合物生产商。他不满足于仅
从当地的研究实验室和高等院校招兵买马，而是鼓
励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抢夺顶尖人才。阿洛克 · 洛希
亚还推动银都拉玛集团走在监管的前面。他表示：
“我们非常关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并将其作为公司的核心差异化优势。”

对于基兰 · 玛兹穆德 -肖（Kiran Mazumdar-
Shaw）而言，她需要关注的外部环境不仅仅涉及
监管，还要应对偏见积深带来的挑战。玛兹穆德 -
肖是印度必奥康公司（Biocon）的创始人，必奥康
公司已经成功在印度以及全球最发达市场推出生
物仿制药。玛兹穆德 -肖表示：“我一直试图打破
认为印度产品质量达不到全球市场标准的偏见。”
为此，她需要融入美国等国家的医疗和监管生态系
统，应对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制度机制。必奥康公司
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大获成功，目前已跻身
亚洲规模最大的生物科技企业行列。 

敏捷迭代，实现基业长青。敏捷性是全球各地
成功企业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在经历了指数级增长
的亚洲市场尤为重要。自本世纪初以来，除了中国
经济一骑绝尘外，印度、韩国和印尼以及大部分东
南亚国家的经济也突飞猛进。面对这种高速增长，
亚洲商业领袖不能再简单依靠过去的经验，而是需
要另辟蹊径，充分发挥想象力。  

联合利华的桑杰夫 · 梅赫塔表示：“过去公司
制定了战略计划后，便将计划寄至总部留档，接下
来整整三年风平浪静。”疫情暴露了这一做法的局
限性。他指出，即使没有暴发疫情，公司现在也会
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规划。他表示，“当今的领导
者需要不断自我革新，否则便会危及企业的长期 
存续。”

这句话简直可以拿来作为玛兹穆德 -肖的信条。
尽管一开始她没有如愿获得心仪的工作，但后来她
遇到了伯乐，一名爱尔兰企业家计划在印度成立研
发中心，发展酶制剂业务并邀请她加入。出于一
直以来对创新的痴迷，玛兹穆德 -肖欣然接受了这
个极具吸引力的机会。当时她不过是一名初出茅庐
的女性领导者，希望在新的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地。很多银行都不愿意贷款给她，招人也困难重重。
她表示：“但我当时满怀活力和热忱，一心想要坚
持到底。等到我把事情一件件做成，信誉问题便迎
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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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女性企业家——小红书创始人瞿芳
也展现了类似的适应能力。小红书最早切入海外购
物攻略领域，随后拓展了美妆、个护、旅行等消费
和体验场景，迅速扩大用户规模并建立深度粘性，
进而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生活方式社区，目前已跻身
中国独角兽企业行列。她表示：“曲折是每家公司
都会经历的。”

她指出，学会不断迭代至关重要。“小红书的
发展源于迭代，小红书未来要继续发展也离不开迭
代。迭代意味着你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绩，也意味
着在面对变化的时候，心态要足够开放，在长期战
略和短期结果当中不断地切换视角，做真正正确的
事情，而这些事情通常都是艰难的。”

展望未来

在困难时期保持高效领导力尤为重要。

那些我们认为在亚洲市场至关重要的领导方
法，都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在危机时期秉持长期
视野；充分赋能各级员工；让员工倍感关怀，确保
高效适应新的工作模式；有效融入生态系统；坚强
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实现生存和发展——这些能
力和思维习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这些领导力要素在东方环境下有其特定的含
义，但是却具有普适性的宝贵价值。在东西方交融
的背景下，特别是在经历了过去一年的考验之后，
用开放的心态去包容各种不同的观点显得十分明
智。桑杰夫 · 巴贾吉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阐述了注
重文化融合的商业理念的优势，“打个比方，如果
要把人类快速送上火星，需要的可能是西方的助
力；但要让人类在火星上长期生存，却需要寻求东
方的智慧。” 

企业领袖若能将其他文化的领导智慧化为己
用，那么无论身处何地都最有希望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无疑将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成功搭上亚洲快速
发展的顺风车。 



你不能只看亚洲商业领袖
当前的表现。你还要看到他们
如何重塑组织面向未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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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杰夫 · 巴贾吉（Sanjiv Bajaj）是家族的第四
代企业家。他带领团队成功将巴贾吉金融
打造为亚洲最受赞赏的金融企业之一。在

截至2020年3月的的十年里，公司净利润和收入
的复合年增长率分别突破40%和30%。截至2019
年12月，公司的十年年化股东总回报突破57%，
在印度遥遥领先。

他还执掌其母公司Bajaj Finserv，后者是福布
斯全球排行榜单上的常客。

您如何定义成功？ 

在我看来，所谓成功，简言之，就是要有长远
的眼光，并创造高于同业的卓越回报。若短期机会
不会影响长期目标的达成，别犹豫、抓住它。若短
期机会与长期目标相悖，赶紧走开。 

您认为自身作为成功领导者的秘诀是什么？

首先，找到创业型人才并充分授权，让他们能
够像企业所有者一般行事。这是我在创业过程中有
别于他人的制胜法宝，也是我们努力在公司推行的
做法。

其次，立足尚未被开垦的高端细分市场，借助
创新打造差异化优势。

第三，兼顾主人翁意识和卓越执行力。这一点
也得到了公司外聘高管的公认。如果缺乏执行力，
计划再好也只是纸上谈兵。

坚持“创新创业”和“高效执行”并重并非易事，
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每年会召集不同技能、职责和年龄的团
队，花几天的时间对有助于打造或巩固未来业务的
若干项目进行评估。这些讨论都是公开透明的，没
有等级之分，而且以目标为导向。我们还会确保将

桑杰夫 · 巴贾吉 
（Sanjiv Bajaj）
董事长，印度巴贾吉金融（Bajaj Finance）  
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Bajaj Finserv

个人绩效与激励挂钩。例如，比CEO低两个级别
的员工年薪以浮动薪酬为主，且比例显著高于同业
水平。如果业绩好就会获得超额收益，但绩效不佳
的话，年薪也会大打折扣。我们充分授权员工经营
业务，并担起责任。

我们还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指标和评估体系，高
度聚焦数据。不管与员工的私交如何，我都会直接
透明地给出反馈。事情出了差错，我们对事不对人，
会积极推动开诚布公的良性讨论。

您认为亚洲商业领袖与西方商业领袖相比，具备哪
些相异的特质及行为促使他们成功？

西方文化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往往创新速度更
快，追求即时满足。整个社会环境也鼓励这种行为。
东方则更注重基业长青和持续生命力。 

打个比方：“如果要把人类快速送上火星，需
要的可能是西方的助力；但要让人类在火星上长期
生存，却需要寻求东方的智慧。”   

回顾周围曾经失败的领导者，您从他们身上汲取到
什么经验教训？

首先，功成名就时，切忌自满。好好庆祝每一
次成功，然后继续向前看。其次，不要让短期成绩
分散你对建立长青基业的关注。最后，抵制住贪多
务得的诱惑。我们一直用心打造每一项业务，每个
产品线的推出都经过多年打磨。

对于新晋领袖，您有什么建议？

你需要让自己像企业的所有者一样，充满企业
家精神。其次，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导风格。跟着
直觉走，边听边学，直觉就会越变越好。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注：十位亚洲商业领袖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列介绍。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5286&idx=1&sn=71fbaa7a160c0336616254fcce7bfc0e&chksm=83babe19b4cd370f2e78abd80c2b270a60af95921efe9c4e66d620a8f52b875c43c784a198fb&scene=178&cur_album_id=163219166010728448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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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诗农是家族第二代掌门人，加入家族业务
已经20多年。截至2019年，顶峰控股十年
股东总回报为28%，跻身菲律宾市值最大

的企业集团之列。顶峰控股是一家多元化企业集
团，曾荣登福布斯2019年“营收超十亿美元的亚
洲200强企业”和2020年“全球2000强企业”等
多个榜单。

您如何定义成功？ 

其中一个指标是能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股
东总回报。作为家族企业，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例如维护家族和谐，为员工创造价值，践行企业初
心，最终令客户、社会以及国家受益。

您认为自身作为成功领导者的秘诀是什么？

首先是组建合适的团队。团队内部应上下一
心，坚守并推动公司文化和初心。如果能做到这一
点，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第二是进入正确的赛道。我们聚焦那些能获得
长期回报、持续增长的行业。我们愿意成为少数股
权投资方，并不会坚持控股地位，但是很多企业很
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沉湎其中，而是适时择
机退出，审时度势，快速决策。 

我们的国际化战略都相当成功，这对菲律宾企
业而言非常难得。国际化有助于增强竞争实力。 

顶峰控股的成功得益于企业文化的哪些方面？

随着公司的壮大，我们仍然会努力维系“创始
人思维”。我的父亲作为公司创始人，是一个极富
开拓精神的企业家。他非常实干落地，也很节俭朴
素。他希望公司能有长远目光，避免因家族矛盾引
起内耗。他也对自己的国家怀有强烈责任感。我们
一直致力于将这些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中。 

吴诗农 
（Lance Gokongwei）
总裁兼CEO 
菲律宾顶峰控股（JG Summit Holdings）

我们也在打造一个数字化、敏捷、去中心化
的组织。管控型组织模式不利于公司发展壮大，
需要确保员工将企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经营。

同时，我们也热衷于为员工创造价值，注重
保持高水平的员工敬业度和较低的员工流失率，
确保员工愿意留下来长期奋斗。

您认为亚洲商业领袖具备哪些相异的特质及行为
促使他们成功？

表面来看，西方领导者更擅长沟通，东方领
导者可能更关注等级秩序。但根本而言，全球范
围内成功的领导者都拥有共同的特质：注重为客
户实现创新、愿意承担风险、并拥有成长型思维。  

您认为领导者制胜未来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科技将持续影响和转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过去，一名“经理人”就可以领导一项业务。
而如今的市场瞬息万变，必须保持“企业家”的
创业精神才能制胜。

敏捷协作、快速决策、试错和应对不确定性
都非常重要。单凭规模已无法建立差异化优势，
如今速度与规模同等重要。 

对于新晋CEO，您有什么建议？

担任企业CEO是一个孤独的旅程。大家都愿
意为你提供帮助，只要你伸出求援之手！你既要
有自己的明确见解，也需要和同侪及良师们群策
群力，获得多元视角。最后，当然最重要的是要
聆听客户的声音！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5434&idx=1&sn=2f393cdef5e7772bc7a8dc0240b1c995&chksm=83babe85b4cd3793a4665b0687abe2a5162f1d311ad8052e7703185cc1d95761cbb71f40b32d&scene=178&cur_album_id=163219166010728448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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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孝海自2016年4月起执掌华润啤酒，该公
司拥有中国最畅销的啤酒品牌。出任CEO
以来，他实施了为期3年的大型组织转型，

对外带领团队推陈出新多支新品，并成功收购喜力
中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华润啤酒年化股东
总回报增至33%，显著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华润啤
酒作为华润集团旗下公司，位列2020年财富中国
500强第295位。

您是如何重塑华润啤酒的？

我上任后提出以提升业绩和市值为目标的“雪
花再造转型”七大战略举措。首先是产能优化，这
个过程风险最大、事关胜败。我们将工厂数量由
98家缩减到75家，关闭工厂短期虽带来减值，长
期却能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益和成本结构，为雪花更
好地同国际巨头竞争打下坚实基础。

另外一项举措是组织再造。华润啤酒从员工5
万多人，精简至2万6千人。好处是留下来的优秀
员工能力水平大幅提升，通过人均工资60%的涨
幅、获得感也大幅增强，之前工资是行业最低，现
在是行业领先。

最后是品牌重塑。我们还通过品牌重塑来打造
高端产品，使销售和发展焕然一新。

您如何定义作为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者（CEO） 
是“成功”还是“失败”？

领导者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就如同武侠
小说中高手对决，有绝招才能取胜。 

领导者需要为自己和公司设定远大的目标。领
导者还需要有敏锐、前瞻的嗅觉，为此需要不断学
习、扩宽知识面，还需要亲历亲为地观察思考和摸
索研究。

领导者需要知人善任。CEO不能将重要岗位的
选人外包给猎头公司，而是应该亲身参与、分析研
究人才，确保选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才。
有时候，选人用人的失误是因为没有能够把岗位的
角色和人才的特性、经验和能力联系在一起。候选
人可能纸面上很优秀，但不一定能干成这个事。没
有人是完美的。

您在用人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

首先，成人所成——成就最好的他就是成就最
好的你，帮助员工补足短板，发挥长板优势。责任
要给他，但是出了成绩要把成绩给他。批评很难解
决一个人的问题，相反教练式、辅导式，才能帮助
他干好。

您认为亚洲商业领袖与西方商业领袖相比，具备哪
些相似或相异的特质及行为促使他们成功？

亚洲领袖更善于处理组织内外的非正式关系，
这是因为亚洲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讲究社会的公正
和谐。而西方领导者看重制度规则，审视业务时推
崇数据和科学视角。 

这些差异意味着亚洲企业可以在需要时快速
敏捷地做出反应，从而抓住机会。西方企业的决策
有时候可能会受到内部架构规范的掣肘。

您认为亚洲企业经历了什么变化？

最近20年涌现了一批新的中国互联网行业企
业，他们将东西方管理理念进行融合碰撞。这些企
业的领导者更具有创造性、超越性、全球性，也更
规范。亚洲领袖未来会更杰出，视野、理想将更全
球化，因为他们兼具了东西方的智慧和文化。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侯孝海 
（Hou Xiaohai）
CEO 
华润啤酒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4862&idx=1&sn=e4364aeb4d4f3cfc53addb73b54b2689&chksm=83babcc1b4cd35d7e2bc09e5ff5ca378e1ef9c9dd1d1c115dee983ad105e4ce8546c4bd0d30b&token=223439024&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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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洛克 · 洛希亚（Aloke Lohia）将泰国银都
拉玛集团打造成了全球石化企业巨头，自
2010年上市以来，公司收入一直保持15%

的复合年增长率，到2019年突破110亿美元。银
都拉玛集团是全球产能最大的PET聚合物生产商，
曾入选福布斯2019年“收入超10亿美元的亚洲
200强企业”和2017年“百强跨国企业”等多个榜单。
阿洛克 · 洛希亚还是公司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

企业家如何建立成功的事业？

我认为企业家需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
阶段需要确定长期愿景，并设计支撑要素。随着公
司治理架构不断发展，可能需要对长期愿景进行战
术性修正，但愿景的内涵和道德准则维持不变。

第二个阶段要求采取周密的行动来落实支撑
要素：打造顶尖团队，建立竞争优势，获取利益相
关者的信任。 

最后一个阶段需要维护愿景并持续落实各项
支撑要素。

您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我们会识别有进取心的员工，让他们朝着“精
益求精、力争世界一流”的目标不懈奋斗。作为家
族企业，我们不仅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还有效避免
了内部冲突。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要被当地生态系统的限
制束缚住手脚。我们必须调用全球资源、高等院校和 
研究实验室进行创新，以一流产品服务全球客户。 

最后，我们非常关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并将其作为公司的核心差异化优势。

贵公司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确保业务持续增长，创造经济
价值，保持行业第一梯队地位。一路以来的最大障
碍可能是跨越十亿关口。接着，通过保持强劲的增
长水平，以及借助收购来补充增长动能，可以在
8—9年内突破百亿大关。再往上难度会加大，此
时市场和监管机构都会开始忌惮公司的领军地位。

其次，我们需要采取坚决的行动，防止领导者
自己和核心团队走向“老龄化”和自满。打造面向
未来的团队是长期制胜的关键因素。

最后，我们需要找到新的业务增长引擎、开拓
多元化，从而持续创造高于平均水平的价值。新行
业的选取至关重要，需要契合公司基因，还要具备
增长潜力。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立足既有优势，推
动新业务跻身领军地位。

对于新晋企业家，您有什么建议？ 

我想和新晋企业家分享我对家族成员们常说
的话：保持耐心！坚持做对的事、不要随意妥协！
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做到了这三点，便拥有了
为客户、员工和股东创造价值的必备利器。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阿洛克 · 洛希亚 
（Aloke Lohia）
创始人兼CEO 
泰国银都拉玛集团（Indorama Ventures Public Co.）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5579&idx=1&sn=0520b67e059f809a0ce789eecd3f0d0e&chksm=83babff4b4cd36e2671680ed7e61e4bf9305a3d2d98653f1ed28b3b22267032c6039d0a1f92c&scene=178&cur_album_id=163219166010728448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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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敏放自2016年9月执掌蒙牛后，便快速而
坚决地落地大规模组织变革，巩固了蒙牛
作为全球领先乳品企业的地位。通过拓展

新产品和新市场、激发创新和激励人才，他帮助蒙
牛实现两位数的销售增长和24%的年化股东总回
报（截至2019年12月31日），显著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 

您如何定义作为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者（CEO）是
“成功”还是“失败”？

首要标准肯定是企业本身的成长，作为上市公
司，投资者关心市值，这反映了企业的增长、盈利
能力和股东回报，代表最终成果。 

第二，企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和竞争地位，企业
形象也很重要。 

第三，团队和员工活力，反映了企业是否有拼
劲、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否能保有创立之初的创业
和企业家精神。 

作为空降高管，您当时推动大规模变革时是否遭遇
了阻力？

我认为董事会、资本市场、股东不会给空降高
管很长的适应时间，第一年来了大家就会对你有所
期待。 

2016年9月我上任，花了2个月几乎走遍蒙牛
所有工厂和所有销售省份。后来，我把核心团队找
来开会，明确了大家对变革的共识。变革自12月
中旬启动，1月底改完。既然认准了要改，就没有
回头路。 

您当时是如何推动如此大的变革的？

蒙牛真正的战斗力在一线，因此上任后我启动

了涉及所有4万名员工的组织变革，让事业部老大对 
前端、后端一切负责，让能听到炮火的一线人员做
决策。我还对总部进行30%以上的人员精简，将
直线汇报的12个高管在6个月内换掉了11个。选
人用人要确保值得信任且有能力带来业绩增长。一
旦业绩不佳可以找理由来搪塞，企业便会走向失败。

与此同时，我还改革了激励机制。在新的激励
机制下，蒙牛一线员工收入翻了一倍，大区经理以
及BU核心管理层都翻了3倍。尽管不是人人都能
拿超额激励，但是人人都知道“谁奋斗、谁就有激
励”，“谁不奋斗、谁就靠边”。

您有哪些用人育人方面的经验理念？

我上任前就和董事会达成共识，坚决不会带任
何一个曾经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到蒙牛，我相信
蒙牛团队内部和外部人才市场里有足够数量的能
人可以为我所用。还有一点是大胆启用年轻人。最
近我把一部分核心高管换成80后，是在为未来作
准备。尽管蒙牛有成熟的人才审视制度，但我一定
要亲力亲为面试人才。

在带领企业应对来自新冠疫情的冲击时，您和团队
是如何应对的？

疫情暴发之初，零售跌了90%。运输端交通封
锁，运奶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于是，我启动
了一级防疫机制，确保防疫物资第一时间到位。我
们还上了几条口罩生产线，并为上下游牧场和经销
商提供免息贷款和低息授信，全链路实行保护。我
还定了一条规矩：疫情期间不辞退一名员工。 

除了武汉工厂外的全国其它56家工厂不停工
生产，产业链最终得到了恢复。这场仗没有击溃我
们，反而打出了团队的信心和自豪感。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卢敏放 
（Jeffrey Minfang Lu）
CEO 
蒙牛集团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4984&idx=1&sn=eb779b8dbd05c27e0121fb8d0c8858ab&chksm=83babd47b4cd34519fcc1be547bd6847f67ef66e6f487516363a2bafdd282a1dae1ff88e236b&token=223439024&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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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兰 · 玛兹穆德 -肖（Kiran Mazumdar-Shaw）
曾入选多个全球杰出女性企业家榜单。在
她的执掌下，印度必奥康公司成为全球领

先的他汀类药物和免疫抑制剂生产商，并跻身行
业收入排名亚洲前10的生物科技企业。截至2019
年12月，必奥康十年股东总回报突破16%。必奥
康是首家在印度上市的纯生物制药公司，首家在美
日市场实现生物仿制药商业化的印度公司，也是唯
一一家连续被《科学》杂志评为“全球生命科学领
域最佳雇主20强”的亚洲公司。

您能否介绍下您的创业之旅？

我可以说是一名“歪打正着的创业者”。当时
一位爱尔兰企业家计划在印度成立研发中心，发展
酶制剂业务并邀请我加入，我觉得挺有意思，便欣
然接受。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当时银行甚至都不愿
意贷款给我们，求职者也犹豫是否要加入由女性创
业家执掌的公司。但我当时满怀活力和热忱，一心
想要坚持到底。等到我把事情一件件做成，信誉问
题便迎刃而解。

您认为女性在创业时会面临哪些具体障碍？

一开始我需要克服大家对女性领导者的一些
成见，例如缺乏冒险精神，不够积极进取。我需要
挑战这些成见。

女性领导者往往在沟通表达时缺乏自信，我会
有意识地纠正这一点。我平时总是直言不讳，坚持
立场，同时又能推己及人、保持同理、将心比心。

您如何定义成功？

成功就是快人一步，抢占先机，并不断发力，
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当你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与服
务时，成败与否还取决于是否能迅速建立信誉并赢
得市场的信任，对于初出茅庐的创业者更是如此。

您认为自身作为成功领导者的秘诀是什么？

我抢先一步发现了生物仿制药所蕴含的市场
机遇，深入研究了所在市场的竞争格局，并在细分
领域建立难以撼动的领军地位。我们通过聚焦高风
险、高回报的机会，在竞争较少的领域形成差异化
优势，这也成为公司实现高估值的重要基础。

我一直致力于放眼全球。作为一家全球性企
业，我们需要面对一系列独特的挑战。我一直试图
打破认为印度产品质量达不到全球市场标准的偏
见。时至今日，我们已成长为唯一一家向全球最发
达市场供应生物仿制药的印度公司。

您认为这些年领导者的成功秘诀是否有所变化？

过去，领导层主要关注市场份额。现在，“品
牌价值”至关重要。未来，技术领先将是企业成功
的关键。如果公司无法敏捷灵活地适应技术环境的
变化，就会被市场甩下。高效分散的领导方式也将
变得举足轻重。

对于新晋领袖，您有什么建议？

专注于建立差异化优势，这有助于提升创新
性、战略性、确保长期持续的成功。不要做人云亦
云的创业者。领导者和公司如果总是采取“跟风”
策略，长此以往难免会失败收场。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基兰 · 玛兹穆德 -肖 
（Kiran Mazumdar-Shaw）
创始人兼董事长 
印度必奥康公司（Bioco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6854&idx=1&sn=5b563f7de7bc2358b2b856a4ac05fbdd&chksm=83baa4f9b4cd2def61391e2e6608cd8043321fa1de9dec31e3a0bc340686d99968af090c6a6b&token=223439024&lang=zh_CN#rd


16 亚洲商业领袖的成功之道：与众不同的东方智慧

在
桑杰夫 · 梅赫塔（Sanjiv Mehta）的执掌下，
印度斯坦联合利华有限公司跻身亚洲最大
的快消品企业之一，也是印度最大的家居

用品生产商之一。截至2019年12月，公司十年股
东总回报率接近20%。公司入选《福布斯》2018
年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十强榜单。桑杰夫 · 梅赫塔
还领导联合利华在南亚市场的业务。

您如何定义成功？

CEO成功与否不仅要看任期内的表现，还取
决于如何重塑组织面向未来的能力。

领导者成功与否不能用股东价值创造的单一
指标衡量。成功的领导者在设定组织目标时就会综
合考虑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而自然而然地为投资者
和股东创造价值。

您认为对于领导者成功的定义最近是否发生变化？

对领导者成功的定义变化不大，但我们所处的
大环境却在不断变化。由于政府和社区对企业的期
望今非昔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多
重利益相关方视角。 

您认为自身作为成功领导者的秘诀是什么？

从我上任后公司市值的变化可以看出财务规
模的壮大。除财务业绩外，我们也推出了众多举
措，为持续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坚定地将
目光聚焦在长期成功上，具体体现在我们所做出的
各种取舍中。我们大胆出击，打造面向未来的业务 
组合。

您认为当下成功的领导者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领导者需要培养同时从两个视角审视组织的
能力：立足微观，细化梳理组织所面临的挑战；着
眼宏观，将目光牢牢锁定在发展大局上。领导者还

需要拥抱不确定性，主动识别并抓住新机会。

过去公司制定完战略计划后，便将计划寄至总
部留档，接下来整整三年风平浪静。而现在，我
们需要进行企业重塑，否则便会危及企业的长期 
存续。

优秀的领导者既要充分授权赋能，又不能推卸
领导责任。  

您认为东西方领导者有何不同？

所谓“初心”并不局限于对利益相关方应尽的
财务义务，这一概念在亚洲企业领导者中历来更为
根深蒂固，在创业者执掌和家族经营的企业中更是
如此。同样，“保持同理心”和“深耕人际网络”
对于亚洲领导者而言也更驾轻就熟。这些特质日益
成为全球公认的领导力标志。

面向未来，您认为商界领袖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组织规模不再是成功的保障。组织需要将速
度、韧性、敏捷性、适应性与规模结合起来，方能
在竞争中胜出。 

组织必须高瞻远瞩，发挥科技之长，不断自我
革新。

鉴于亚洲经济整体上仍落后于西方，我们要更
加关注企业发展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桑杰夫 · 梅赫塔
（Sanjiv Mehta）
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 
印度斯坦联合利华有限公司（Hindustan Unilever）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6195&idx=1&sn=565ba5a8b743b42e58a839e33a10c7a3&chksm=83baa18cb4cd289acbca9c2f88eac8aee63f62f7ffbbed01fbaef21a2cb401844207a2fbc720&token=223439024&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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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芳是小红书创始人，小红书自2013年成立
以来，已成为月活用户过亿的生活方式社
区。小红书凭借对数字消费趋势的把握，

实现迅猛发展，跻身中国科技独角兽行列，多次荣
登最具创新力企业榜单。2020年，瞿女士荣获“世
界经济论坛年度全球青年领袖”及《财富》杂志“中
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称号 。

您如何定义成功？ 

最重要的成功要素是战略。小红书树立了正确
的愿景：中国人的生活终将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
态。 

第二大要素是组织。如何通过好的阵型与机
制，聚拢更多优秀的大脑，这是关系到组织活力与
战力的关键。在外部不确定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
未来的组织阵型会更像球队的始发阵容。球场上每
个人都非常清楚他们的目标是一起赢，他们会有一
个教练，也会有一个大概的阵型，但是当这支球队
上了场，大家就会去寻找自己的位置。球员会在场
上做各种调整，后卫也可以进球。

初创公司的管理有何不同之处？

第一个阶段，大多数创始人首先要成为自己这
个领域最好的产品经理。第二个阶段是从产品经理
成长为CEO，从“我知道和我相信”到“我看见”。 
红极一时的公司很多，但是否能够走过第二阶段，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家公司能不能持续成功。 

您认为成功领导者脱颖而出的秘诀是什么？

微观层面，人和人一定是不一样的，比如管理
风格和沟通风格。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共性大于个
性，都拥有开放心态，雌雄同体，文理同脑。好的
领导者对世界大势和科技趋势、对商业和人性都要
有深刻的理解，也要有对长期价值的坚持和对关键
战役的坚决。  

您认为亚洲（或华人）商业领袖的可取之处及西方
商业领袖的可取之处分别是什么？ 

华人商业领袖，最让我感同身受的是进化能
力。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从第一代创业者的拓
荒，到第二代的海归派，再到今天从数字经济大潮
中成长起来的第三代。西方则更倾向于用30年作
为时间维度去划分一代人，中国是10年一代人。
这个差别反映了变化速度对大家认知的影响。  

如何保持组织的韧性？ 

韧性是每个创始人和组织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有风的时候，大家都能跑起来。而在没有风甚至逆
风的情况下，领导者是不是能把公司拉到正确的节
奏和轨道上来？ 

对于亚洲新晋领袖，您有什么建议？

时刻准备进行迭代。

小红书的发展源于迭代，小红书未来要继续发
展也离不开迭代。迭代意味着你不能满足于过去的
成绩，也意味着在面对变化的时候，心态要足够开
放，在长期战略和短期结果当中不断地切换视角，
做真正正确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通常都是艰难的。

我自己确实从持续迭代这件事情上受益很多，
但迭代这件事情本身是痛苦的，没有痛苦很难真正
迭代。小的痛苦，拿到的是经验；大的痛苦，让人
真正迭代。做自己真正相信和热爱的事情，痛苦也
值得。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瞿芳 
（Miranda Qu）
创始人 
小红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5165&idx=1&sn=525255e662c84372666104b1fc023c1c&chksm=83babd92b4cd348453e61f2a747a610d31a09f6a6d3c05a7548733047af93df9178522dfe002&scene=178&cur_album_id=163219166010728448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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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时建在中亚银行工作了30多年，并担任多
个重要职务。中亚银行是东南亚市值最高
的银行，也是亚洲市值排名前十的银行。

中亚银行的整体财务指标一直表现亮眼，自2000
年上市以来，截至2019年12月，年化股东总回报
超过32%。2020年，中亚银行被《福布斯》杂志
评选为“全球最佳银行”之一，2019年被评为“全
球最佳雇主”。

您如何定义成功？

在衡量企业的成就时，我们必须考虑多个利益
相关方。我们不能只关注盈利，我们对员工和社区
的责任与我们对投资者的责任一样重要。 

审慎原则是中亚银行成功的一大关键。具体而言，
您是如何使公司在保持较高利润的同时做到这一
点的？

首先，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我们成为了客户
的交易银行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储蓄银
行。这使我们能够管理资金成本，同时也可以对放
贷对象有所选择。 

第二，我们不追逐僵化的指标。如果你的团队
激进地追逐指标，那么就很容易以审慎为代价向外
提供更多贷款。你能在比赛车道和拥挤的城市道路
以相同的速度驾驶法拉利吗？不能。同样地，你的
目标必须与环境相适应。因此，我们用多样化的追
踪看板持续评估和监控业绩，并根据形势变化制定
动态的内部目标。鉴于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
这一点尤为重要。

您认为自身作为成功领导者的秘诀是什么？

我们是行业内应用数字化技术的先行者。如果
公司不与时俱进地跟随数字技术的发展，那么就注
定会失败。现在，我们以非常敏捷的组织架构运行

多个scrum团队，并推动协作和创新。

我们在产品和服务上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推出了便捷友好的产品。我个
人平时也会花大量时间与客户待在一起，努力理解
他们的需求，并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 

为什么您选择不进行国际化扩张？

国际化扩张违背了我们审慎信贷的基本原则。
为了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并与当地老牌银行展开
竞争，我们就将不得不向“审慎性”妥协，从而弥
补成本的增加。 

印尼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尚未享有正规的
银行服务。考虑到印尼的经济增长潜力和设立的金
融普惠目标，在印尼内部仍然有充足的发展机会。

您认为企业在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审慎信贷，以客户为中心，利用最新科技。然
而，我们执行这些理念的机制方法可能会不断调整。 

您认为亚洲商业领袖与西方商业领袖相比，具备哪
些相似或相异的特质及行为促使他们成功？

我认为很难把不同地区的领袖进行比较，这是
因为他们都要面对当地独特的竞争环境。运动场上
球员必须让自己的技术适应场地；同样地，作为领
导者，你必须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 

我认为在亚洲，领导者取得成功的一大关键在
于赢得员工的心。如果领导者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和
忠心，员工便会全力以赴。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赵时建 
（Jahja Setiaatmadja）
董事总经理 
中亚银行（Bank Central Asi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5640&idx=1&sn=04fababd0a432728acda856fd8205ee3&chksm=83babfb7b4cd36a18019dafedd7da129a5d67954e880406cec8d27c5df6efa98d6b712052b0a&token=223439024&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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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卫率领公司创业起步、走出华南，一路发
展为中国最大的民营物流企业。自2009年
起，顺丰已连续11年在国家邮政局公布的

快递服务满意度排名中蝉联“快递企业总体满意
度”榜第一。

作为行业领导者，您如何定义成功？ 

成功的企业需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
价值，为客户创造价值。只有回归到本质的价值创
造（即“因”），企业才能获得长期发展、社会认
可以及市值提升（即“果”）。如果一味追求“果”，
忽略“因”，那就会徒劳。 

当您回顾过往领导顺丰的经历，您认为做对哪几
件事使您的企业在竞争对手如林的环境中脱颖 
而出？

顺丰原来做快递，2017年开始转型，投资科技、
做智慧供应链。顺丰成功对组织模式、人才能力、
企业文化、激励模式等配套机制进行调整，培育了
一批新企业和领导者。这些做法都受到了市场资本
的认可。

顺丰在业务转型或组织变革中是否遇到过阻力？

2015年，顺丰在组织变革中遇到阻力、进入“生
死边缘”，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见问题、不断解
救，最终从深渊中爬出来，反而造就了新的能力。

当时，我们认为新的架构模式更适合某类专
业的发展，就很快把主体组织划分成不同的BU/
BG，大家以为只要把资源倾斜到我自己的事业部，
我的发展就一定比原来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忽
略了共享资源的效益，引起成本上升、专业能力 
下降。

后来，我们调整了架构模式，实行战略合、经
营分、资源共享。 

在上述变革过程中您是否有过遗憾？

我并不认为“遗憾”是失败。任何有“遗憾”
的地方，如果能够加强和提升，把它变成强项，就
会是未来最大的爆发点所在。如果当初不掉进“深
渊”，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长出这种能力。

您认为亚洲商业领袖与西方商业领袖相比，具备哪
些相似或相异的特质及行为促使他们成功？ 

东西方领导者都是所处环境的产物，他们具备
克服这个环境客观条件的能力，但是在一个环境中
成功，并不代表它在另一个环境中也能成功。如果
企业要走全球化，一定要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特点
才能做好、做大、做强。

面向未来，您觉得企业领袖们最大的挑战可能会是
什么？

互联网、科技业巨头有商流、物流、现金流的
全方位竞争力，他们不止在冲击一个行业，也引起
其他行业的激烈竞争。传统企业如何能够找准定位
突破口，冲破“三流合一”的包围，对企业而言是
全方位的考验。如果能在与巨头PK的过程中脱颖
而出，那代表企业的能力，包括技术能力、专业能
力、内部治理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得到了真正
提升。

对于亚洲新晋领袖，您有什么建议？

用良心去经营。

完整访谈文章，请点击此处链接。

王卫 
（Wang Wei）
创始人兼董事长 
顺丰控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3NTYzMg==&mid=2650525136&idx=1&sn=1467b24b11c6af8c11cae15888b86427&chksm=83babdafb4cd34b912df4ab7935476f8e2850e4078e7e6c32249744839b360ed757737acfdde&token=223439024&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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