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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数字化转型在商业领域蔚然成风，近

期未曾管理或参与过转型项目的企业领导

者屈指可数。以前，转型只是为响应紧急需求

而采用的一次性举措，而今却已成为一种新常

态；我们也因此把当今时代称为“永动不息”

的转型时代。 

然而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可知，转型之路

依旧充满艰辛，事实证明企业转型经常失败或

者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此外，转型项目还会给

企业的领导者及员工造成巨大的负担，不断要

求他们做得更好、看得更远、行动更快、灵活

应变，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对他们而言，这

不是一场对体力和耐力要求极高的马拉松，而

是更像一场铁人三项比赛，一条腿才刚放下，

另一条腿就已经迈出，参与者们完全没有喘息

的机会，就再次投入新的旋涡之中。尽管如此，

许多企业依旧冲破层层难关，有些甚至还取得

了持久的成效。为何它们能取得成功，而其它

公司却以失败告终呢？ 

企业转型并没有万能的成功法则。我们与

已实现转型的企业进行合作，并对此类企业开

展广泛研究，从中发现了一种比较有效的方

法，其中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首先，企

业需要拓宽思路，运用创造性思维来勾勒自己

所期望的未来，并专注于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

正确的战略优先事项。其次，企业还应不断强

调行动的重要性，帮助全体员工更好地应对

不断变化和增长的工作需求。第三，在这样一

个迅速变化与革新的时代，企业不仅需要采用

适当的执行方式和工具，还应做到敏捷执行和 
创新。

换言之，新数字时代的转型要求企业采用

全面的、以人为本的新方式，在实现短期成功

的同时，确保未来的长期发展，我们称之为企

业转型的“头脑、心灵与双手”。只有同时专

注于这三大要素，企业才能在转型的道路上冲

破层层阻碍。我们对上百家经历过转型的企业

展开研究，最终生成本报告，揭示了转型中必

不可少的要素和最易被忽视的要素，以及它们

背后的原因。我们还阐述了怎样把“头脑、心

灵与双手”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描述了企业相

对更为熟悉的“头脑”和“双手”要素的新要求，

并定义了一系列关键的“心灵”要素。我们还

通过一些实例来阐述这三种要素的力量，希望

能为企业领导者带来启发，帮助他们理解和采

用全新的转型方式。

一种全新的转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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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动不息”的转型时代面临
三大挑战

转型曾是企业在面临“生死关头”或紧急情

况时所作出的应急反应，如遭遇严峻的竞

争威胁、业绩不断下滑、彻底检查陈旧流程或

进行并购后整合等。而今，促使企业踏上转型

之旅的原因多种多样。部分企业需要迅速采取

行动以改善盈利状况，另一些企业的业绩虽然

依旧可圈可点，但可持续的成功之路不甚明朗。

各行各业的所有企业都在数字化道路上不断前

行，并与技术本身一样，不断发展和演变。许

多企业并没有陷入危机，而是需要恢复活力，

或勾勒一个全新的发展前景，甚至可能想要增

加它们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一次

转型直接跳向另一次转型，中间没有任何停顿。

无论是被动（解决当前的业绩问题）还是主动

（从目前强势的市场地位出发），在这个飞速

变化、永动不息的数字时代，企业必须采用一

种全面的、以人为本的新方式来推进自己的转

型项目。

而今，促使企业踏上转型之
旅的原因多种多样。

回想一下几年前的微软公司。2014年2月，

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成为公司的新

任首席执行官；当时公司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

时刻。微软并没有陷入困境：公司收入增长良

好，近五年的平均运营利润率仅略低于35％，

且拥有760亿美元的现金与短期投资。但它面

临着强大的阻力：Windows的市场份额已开

始下降；未能及时把握移动浪潮；诺基亚手机

收购项目在“笔墨未干”时就被认为是一个错

误；竞争对手与客户争先恐后地涌向“云”端，

纷纷跑到了自己的前面；公司文化变得封闭好

斗，就像现在很出名的一个表情包中所描绘的

那样，组织结构图上各个角落的管理人员纷纷

举枪朝对方射击。

在纳德拉执掌企业的四年半中，微软的表

现不仅仅是有所改善，而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的发展态势。公司2018财年总收入达到1,104
亿美元，与2014年的868亿美元相比大幅提

升；云技术相关收入在三年内从44亿美元跃升

至189亿美元。公司股价是原先的三倍多，从

纳德拉上任前一天的36美元增至2018年10月
中旬的111美元；市值接近1万亿美元，成为

了罕见的少数派之一。公司的年化股东总回报

（TSR）达到26.5％，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两

倍。最重要的或许是企业文化的转变，公司内

部建立起了一种积极合作并继续致力于推动创

新的新文化。

微软的转型在规模、范围和速度方面都十

分出色。公司并不只是在某一个方面采取了行

动，而是把许多平行的变化有条不紊地串联到

一起，深入到公司的每一个角落。纳德拉制

定了“移动优先、云技术优先”的企业愿景，

确保他的下属与领导层就这一愿景达成统一，

并大幅调整资源配置，把重心放到能加速创

新和推动增长的转型优先事项上；换言之，

他准确地把握了转型的“头脑”。他提出了全

新的企业使命—“予力全球每一人、每一

组织成就不凡”（to empower every person 
and organization on the planet to achieve 
more），并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与领导模式，

由此触达了转型的“心灵”。他塑造了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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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不仅能助推执行，还有助于激发创

新和提高敏捷度，让转型拥有了“双手”。 

转型为微软这家成熟的企业注入了新活

力，为其在迅速变化和动荡的商业环境下蓬勃

发展提供必要的力量和敏捷性，助力其勾勒并

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转型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让企业

蓬勃发展。为了获得积极的转型成效，企业需

要解决三大挑战；我们把这些挑战提炼成以下

三个问题：

 • 如何规划未来愿景并确定相应的优先事

项？微软和许多企业一样，拥有短期的业绩

压力；但它也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怎样

在客户需求不断变化、技术更新迭代不止、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协调多种战

略方案，为企业勾勒一个崭新的未来？

 • 如何激励员工并赋能授权？永动不息的转

型可能会让人筋疲力尽；面对无休止的前

进和转变，最敬业的员工都可能感到泄气。

企业需要不断鼓舞员工士气，并为他们提

供有意义的机会和满足感（千禧一代与“数

字原生代”所追求的内在奖励），这大大增

加了挑战的复杂性。

 • 如何在永动不息的变革中做好执行？在过

去，业务转型可能只需要遵循一份临时且独

立的行动指南；但为实现长期繁荣而进行的

企业转型，往往需要颠覆现有的业务模式与

价值链来满足客户需求，并以数字化时代的

速度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今，敏捷执行与敏

捷创新的同步进行已成为业务转型中不可

或缺的关键要素；传统的执行方式已无法满

足现阶段的最新需求。

同时面临这三大挑战，企业或许会感到难

以招架；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幸运的是，我

们可以从微软这样的企业身上汲取经验—它

们重新构思和塑造了企业转型的新方式，为更

美好的明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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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心灵与双手”的力量

这种全新的转型方式主要由哪些行动构成？

和传统方式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 转型的“头脑”：勾勒未来并专注于“大

石块”。在数字时代，永不停息的变化让确

定和坚守愿景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但为企

业指明前进方向依旧至关重要。这意味着

企业及其领导者必须充分发挥和利用战略

思维、想象力、对客户需求和愿望的了解，

以及他们的专识、经验与智慧，为企业勾勒

出一个雄心勃勃、由数字化驱动，并以增长

为导向的未来愿景。他们还需要明确优先

事项，专注于能带来成果并创造持久价值

的“大石块”1，同时确保企业领导团队的

统一与承诺。他们需要提出一个令人信服

的变革理由，并就此展开有效的内外沟通。 
 
在过去，这些举措大多都是一次性的，与企

业的日常运营和工作节奏大相径庭。而今，

由于环境不断变化，这些战略举措通常会对

企业上下产生普遍影响，因此必须不断回顾

与更新（理想情况下每年一次），并纳入企

业的运营模式之中。 

 • 转型的“心灵”：激励与赋能授权。当转型

被视为一次性的短期项目时，激励与赋能授

权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员工常

常被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更糟糕的是被视

为转型的附带损害。但如今，积极参与并有

动力去超越自我的员工团队已是成功转型

的必要前提。组织可以通过一系列核心“举

措”来创造这一有利条件。领导者们需要投

入时间和精力来阐述和激活企业使命，让它

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他们需要在企业内部

塑造一种积极的赋权文化，助力员工在其岗

位上做出最佳成绩。他们还应主动关心因企

业转型而面临工作及生活变化的员工—不

仅是即将离职的员工，也包括那些留下来帮

助企业实现新愿景的员工。最后，高管团队

还需要采用一种更全面的领导方式：他们

需要阐明和指引前进的方向，包容和授权、

委任并赋能员工及团队。

 • 转型的“双手”：敏捷执行与创新。在过

去，执行一系列预先制定的举措足以实现

短期的利润改善。然而，在这个持续变化

已成常态且未来前景又不甚明朗的新时代，

企业必须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并以敏

捷的方式同时做到这两点。设想一下：企业

不再把执行责任委托给偶尔向领导层汇报

进展的转型计划负责人，而是要求高层领

导共同参与并负责当前的转型议程。他们

为团队提供所需资源，帮助他们作出迅速、

合理的决策，确保执行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

开展下去。公司还应采用创新方法及数字化

工具，打造敏捷工作方式，加速输出并消除

障碍，确保“端到端”聚焦于客户。以前，

组织能力建设大多都是事后的想法；而今，

公司必须在转型过程中同步构建新能力。

想要把转型中“头脑、心灵与双手”的力

量发挥到极致，就必须充分运用每一个要素。

我们不应把这三大要素视为按顺序进行的三个

步骤，而应视为在一个完整系统中同步进行的

三种至关重要的举措。

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方式能为企业带来十

分积极的影响。我们分析了各行各业的1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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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其中85%的企业经历了三次或三次

以上的转型，我们对参与相关工作的企业领导

者进行了深入访谈，询问企业是否采取了与这

三大要素相符的举措，并对受访者的回复和企

业的后续表现展开关联分析。在全面采用这三

大要素的企业中，96%的企业实现了持续的绩

效改善，相当于未采用这些要素的企业的三倍 
（参阅图1）。

注
1.“大石块”援引自斯蒂芬·科维（Stephen Covey）有关
设定优先事项的著名实验：在一个大玻璃罐中先放入大
石块（最重要的事物），然后再依次装入砂砾、细沙和
水（重要性相对较低的事物）。

33

96

获得改善的企业（%）1

企业采用的
转型要素

来源：BCG分析。
1“改善”是指企业在调查中自述其获得了“突破性”或“明显”的业绩改善。

图1 |“头脑、心灵与双手”能显著改善企业的转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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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心灵”与“双手”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询问受访企业对这三大要

素各自的重视程度时发现，他们对“头脑”

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是“双手”，最后才是转

型的“心灵”（参阅图2）。

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并不是说转型的“双

手”经常被忽视：许多公司成立了转型管理办

公室，并动员团队来规划和实施企业转型。有

些企业还会对转型团队进行监督，以确保他们

交付成果。但企业通常止步于这些必需的“入

门”举措。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为满足

企业对突破性解决方案的需求，团队的组建应

以能够进行敏捷创新为标准。这对企业的思维

与工作方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大多数企业所采用的“指挥与控制”领导

模式，以及传统的筒仓式架构，不仅限制了跨

职能合作的机会，更无法迅速作出决策。许多

领导者尚未领悟到新要求的重要性，故而未对

企业的运营模式和工作方式作出调整。有时候，

就算他们知道有必要探索全新的工作方式，依

然让更直接的压力和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占了

上风，最终还是回到对敏捷创新毫无帮助的执

行方案上。

我们更容易理解企业为何会忽视“心灵”。

降低成本或其它短期的利润改善举措等务实的

考虑往往会在资源竞争中胜出。此外，构思和

激活“心灵”策略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69

44

25

头脑

双手

心灵

在转型过程中获得的关注度1

来源：BCG分析。
1 图中数据采用与净推荐值（Net Promoter Score）相仿的衡量方式，体现了受访者对有关“头脑”、“心灵”与“双手”要
素是否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所持赞同（正面）或不赞同（负面）意见的状态。计算方式如下：将赞同和强烈赞同的总数，减
去不赞同、强烈不赞同以及不置可否的总数，再用所有的非N/A反馈总数进行归一化。数值范围为+100%至-100%。

图2 | 被忽略的“双手”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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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时间总是不够用。再者，从问责制的角度来

看，部分“心灵”工作的责任归属并不明显；

传统的组织架构给企业上下的合作与互动造成

了阻碍，进而让“心灵”无法高效运作。“心灵”

的影响也难以衡量，比如其与企业的损益表或

标准价值创造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最后，

当员工被排除在决策制定者的行列之外时，这

种忽视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怎么明显。

“心灵”寓意灵感和力量的中心及源泉，

是整个方法的核心所在；把它放在“头脑”和

“双手”之间，才是最合适的。但为了便于讨论，

我们会按照这三大要素在转型期间所获得的关

注度高低来进行排序。在下文中，我们将依次

探讨转型的“头脑”、“心灵”与“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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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头脑”
勾勒未来并专注于“大石块”

无论企业正面临业绩压力，还是处于一个稳

定或强有力的起点，领导者们都应投入必

要的时间和精力，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来

勾勒未来的发展愿景。我们怎样满足客户的需

求和愿望？哪些策略能帮助我们在现有市场中

创造价值？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核心及其它业

务的增长空间？我们如何把握数据和分析、个

性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的颠

覆性力量？我们怎样腾出资源以支持企业的长

期发展？ 

企业领导者需要投入必要的
时间和精力，并充分发挥他
们的想象力来勾勒未来的发
展愿景。

如果企业是为了生存而转型，“头脑”自

然只会放在尽快实现利润改善上面。企业领导

层负责制定战略；通过详细的路线图和里程碑

来设定合理的雄心壮志（变革的范围及速度）；

确保各级管理人员的支持与权责清晰；并与员

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阐明企业转型的理

由（参阅图3）。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就

算企业是为了生存而转型，也必须和那些境况

良好的转型企业一样：在持续转型的同时，制

定以增长为导向的战略和创新的商业模式，为

企业的预期愿景提供支持。这些活动和举措都

被视为持续进行的工作，并随着企业见解的日

益丰富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完善。

让我们来看一下微软转型的“头脑”要素：

纳德拉发现有必要把公司的定位从“以PC为中

心”调整为“移动和云优先”。他把几乎所有的

投资都转向了云端，这一举措随后得到修正，

将智能边缘计算和智能云包含在内。1纳德拉让

高层领导团队负责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其它紧迫

的战略事宜，包括如何缩小与亚马逊WEB服务

（Amazon Web Services）之间的差距，以及如

何处理诺基亚手机收购项目等。

此外，微软还调整了自身的创新模式，在

许多项目中采用敏捷开发、DevOps，以及测

试驱动开发等现代化的工作方式。公司战略从

“市场进入”变为“挖掘和满足数字需求”，并

调整了销售团队的薪酬模式，更注重奖励云服

务消费，而不仅仅是签订新合约。

为了巩固高层领导者的支持与承诺，纳德

拉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就公司未来的愿景目标

达成一致。为确保团队成员的意见统一，并向

大家展示自上而下共同负责的重要性，他每周

五和团队召开会议，就公司应当把握的机会达

成统一，以及制定关系到全公司的各类决策。

微软的客户、合作伙伴和投资者都把纳德拉视

为一袭变革的新风，他却把自己看作高层领导

团队以及公司变革推动者们的灯塔。为了加强

公司对客户的专注，领导者们在常规的监控工

具包中添加了一系列新指标，对使用情况、参

与度、正常运行时间及可靠性等进行追踪。新

衡量标准与常规（以及更近期的）绩效指标相

比，能够更准确地体现客户利益。

有关转型“头脑”的另一个力证来自澳大

利亚的旗舰航空公司—澳洲航空（参阅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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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航空：构建新愿景并专注于战略优先事

项”）。

注
1 .智能边缘计算是指将数据和计算转移到网络“边 
缘”，更加靠近数据源，把多个来源的在线和离线数据
衔接到一起。

提出令人信服的变革理由，并展开
有效的内外沟通

勾勒一个雄心勃勃、由数字化驱动，
并以增长为导向的未来愿景

专注于能带来成果并创造持久
价值的“大石块”

确保企业领导团队的统一与承诺

勾勒未来
并专注于
“大石块”

来源：BCG分析。

图3 | 转型的“头脑”

本世纪00年代后期，来自廉价航空公
司和中东航空运营商的竞争日益激烈，不仅
侵蚀了澳洲航空的市场份额，还引发了一场
航空公司运能大战。这些挑战，再加上燃油
价格不断上涨，让身为澳大利亚旗舰航空公
司的澳洲航空在2013年遭受了有史以来最
大的年度亏损（28亿澳元）。公司领导层于
同年采取扭转举措，旨在削减成本和提高收
入。他们以确保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为目
标，对澳航的战略、运营模式、价值观和企
业文化重新展开全面评估，并于2014年正
式启动转型项目。 

公司领导层确定了未来的愿景目标：专
注于客户以及新的工作方式。他们以此为出
发点，精心制定了企业的战略及转型计划，
而非间歇性举措。

澳航把国内和国际业务分开，分别管理
利润表现，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国内业
务方面，缩短地停时间是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所在。国际业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
慢增长、低利润、高竞争的市场，转移至增
长更快，利润更高的亚洲市场。为了增加运

能和扩大覆盖范围（以及提高机队利用率），
澳航采用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运营模式：网
络合作伙伴关系。为了改善客户体验，澳航
把目光投向了数字化机制，包括航班便利设
施与服务（如Wi-Fi无线上网、移动设备自
动登记、永久行李标签和基于Facebook的
礼宾计划等），以及通过数据和系统来支持
更具针对性且个性化更强的客户沟通等。公
司同时专注于推动常客计划的多元化发展，
利用强大的会员基础（1200万会员）来支持
其进入新领域，如保险和金融服务等。

截至目前，澳洲航空致力于开创崭新未
来的举措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更为公
司未来的长期发展与良好业绩奠定了基础。
自2013年以来，澳洲航空的税前利润增长
了七倍，营业利润增长了四倍以上。2018年，
该公司在“全球十大最佳航空公司”（World’s 
Top Ten Airlines）排行榜上位列第二。如今，
澳洲航空已成为澳大利亚十大“最值得信赖
的品牌”之一（澳航在转型的“心灵”要素
上同样表现突出，这些举措也和公司的持续
成功息息相关，详情请参阅报告第16页）。

澳洲航空：构建新愿景并专注于战略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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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愿景有多清晰、计划有多完善，倘若不

能严谨有序地执行，最终创造的价值将会

十分有限—这一点是公认的事实。但在数字

时代，有条不紊的执行只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持续变革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企业踏上了

“永动不息”的转型之路，周而复始的转型计

划让企业陷入了“启动 – 交付 – 维持”的轮回

之中，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铁人三项”循

环赛；在这种大环境下，企业想要蓬勃发展，

就必须付出更多努力。上市速度是竞争优势的

关键来源；更迅速、更分散的决策制定，则是

加快上市步伐的必要前提。如今，竞争格局的

变化速度日益加快，制胜市场往往意味着颠覆

传统。所谓颠覆，自然需要企业提出创新的解

决方案。这意味着企业不仅要有出色的执行力，

还应赋权团队在执行时积极创新，以及采用敏

捷的工作方式。这些团队大多都会采用新的工

作方式，故而必须在执行的过程中实时培养新

能力。

转型的“双手”包含四个必要条件。当这

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时，企业就能在转型过程中

实现敏捷执行和创新（参阅图4）。

制定明确的执行规则以及组建制胜团队。
有条不紊的项目执行需要一套完善的工具包，

其中包含一系列经验证有效的举措和方法，如

结构良好且人员配备适当的转型团队、明确

的项目里程碑以及进度追踪等，确保团队能够

提供符合整体转型目标的切实成果。此外，强

大的治理机制（即转型管理办公室和指导委员

会）也至关重要。这些举措已被许多企业采用

和熟悉；在数字时代中，它们的重要性丝毫未

减。与以往相比的主要差异在于，它们和其它

“双手”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与适应。

在数字时代，有条不紊的执
行只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把“大石块”交到最出色的领导者手中，
并确保持续的合作。不久前，转型还是大家眼

中的“一次性”项目，通常由一个小组独立负

责，而企业依旧和往常一样专注于日常业务。

转型常常需要克服现有组织架构所带来的阻

力，例如许多企业沿用至今的“筒仓式”设计。

但这种解决办法的成效十分有限。如今企

业采取的战略转型举措涉及范围甚广，需要在

整个组织上下展开全面广泛的合作，准确划分

各项举措的优先顺序，并以合理高效的方式进

行排序；企业还需考虑怎样在转型的同时管理

好重要的“大石块”，譬如促进价格实现（为

转型项目提供资金来源）、推动非核心业务增

长，以及开发新型商业模式等。领导者们还应

重新思考如何调动各业务部门，让他们能够更

积极主动地贡献转型所需要的资源。零散的额

外协助已不足以让企业获得成功。想要在永动

不息的环境下促进合作，领导者们还需改变自

己的工作方式，从“指挥与控制”转变为“赋

能授权”，以沟通共同的愿景、消除障碍和鼓

励分散决策为基础。

应用创新方法、数字工具以及敏捷的工作
方式。在数字时代，速度、适应性以及迅速调

整路线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在转型期间停下

转型的“双手”
敏捷执行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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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步伐会让企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不仅

如此，创新还应成为转型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

企业需要从仅专注于项目执行，转变为在执行

的同时敏捷创新。

企业应抛开传统的“构思–完善–发布”模

式（在软件行业中被称为“瀑布式”创新）；

在测试学习周期中同步创新才是最有效的方

式，即便在最初并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这同样

适用于转型项目：例如，在商业模式转变的过

程中推出新产品，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创建

一系列新服务等，就像常规时期的产品开发 
一样。

灵活、模块化的组织架构，特别是那些职

能与职责明确并充分赋权的小型跨领域敏捷团

队，能帮助企业更好地采用这种方式。事实上，

企业甚至可以通过敏捷团队和举措来构思转型

计划。例如，跨领域团队能实时确定转型项目

的资源需求，无需费时收集信息；有助于发现

潜在的转型问题，并在执行过程中尽早解决，

还可以让组织在必要时进行更广泛的修正。数

字化工具能让企业变得更透明，更善于合作，

并能更快地传播理念和想法，进一步加快转型

的步伐。主机代管、每日站立会议、待办事项

优先度划分、敏捷迭代、最简可行产品（MVP）
开发、客户协同测试以及快速循环学习等工具，

均有助于提升创造力和敏捷性。

在执行过程中构建能力。为确保团队能够

敏捷地执行与创新，企业不应再将能力建设放

到转型项目结束之后考虑，或把它视为转型的

前提步骤；能力建设必须在转型过程中同步进

行。例如，一线员工可以密切参与项目执行，

帮助他们实时掌握工作中的新技能与新知识。

构建转型所需的组织能力时，不仅需要准

确识别相关的能力与技能，还需要通过实施策

略来吸引、培养、调动和留住合适的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吸纳相关人才是强化组

织能力的最快途径，但目前数字化人才明显供

不应求，企业在招募新人方面同样面临着不

小的挑战（参阅BCG于2017年7月发布的报

告《How to Gain and Develop Digital Talent 
and Skills》）。

企业在能力建设过程中，还常常需要调整

原有的组织架构、运营模式，以及职能部门的

相互关系，让组织能够最有效地部署每位员工

的才能和技能。敏捷的工作方式，特别是在转

型期间，为员工带来了天然的发展机会：他们

将有机会扮演新角色、挑战现状、提高执行效

率，并在工作中向他人学习（参阅专题“荷兰

ING银行与员工携手加强能力建设”）。

在执行过程中构建能力

制定明确的执行规则
以及组建制胜团队

把“大石块”交到最出色的领导者
手中，并确保持续的合作

应用创新方法、数字工具，以及
敏捷的工作方式

敏捷执行与创新

来源：BCG分析。

图4 | 转型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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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ING银行（ING Netherlands）是
众所周知的敏捷先锋。该行的“Craftsman-
ship”（工匠精神）框架，是其在日常工作
中不断构建员工能力，让他们更擅长于敏捷
工作的完美体现。

在这一框架的指导下，每位员工都要
负责确定自己的优势以及核心动力来源（如
专业成就或乐趣等）。银行承诺为每位员工
创造适当的挑战机会，并为他们提供了一

个充满信任的环境，鼓励员工尝试新事物，
就算失败也不会付出严重的代价。

银行在对员工的个人发展进行投资的
同时，也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负责。
员工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与专识；变得
更加以客户为中心、更敏捷，并具有更强的
适应力；在工作与个人层面上不断成长。在
这种良性循环的驱动下，每一位员工都会变
得更有价值，进而推动银行市值不断上升。

荷兰ING银行与员工携手加强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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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心灵”
激励与赋能授权

企业员工，无论个人还是团队，都是成功转

型的“命脉”。企业转型离不开他们的努力、

参与、配合，以及愿意更进一步的决心与承诺。

但在实践中，企业往往会忽视员工对转型的重

要影响。许多企业会格外关注转型的“头脑”（其

次是转型的“双手”），人员最终仅被视为权

宜之计甚至可有可无。

在永动不息的转型时代，这种忽略可能会

造成巨大的后果，员工会因持续追赶最新技术

和适应永不停息的变化而感到筋疲力尽。出于

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对“心灵”的探讨比“头

脑”和“双手”更加详细。

成功转型离不开“心之所想”。这是一个

非常恰当的比喻，“心”象征着生命力，是人们

推动变革时必需的力量之源。联想一下与“心”

相关的常见表达：心跳、全心投入、心有惧则

难成事、发自心底、问题的核心等等。

企业怎样才能拥有一颗强大健康的“心”

来激励和赋权于员工？就转型而言，我们认为

企业需要满足四个必要条件（相当于心脏的四

个腔室）。“心”给人以“使命感”，为工作指

明方向并使之富有意义；“心”体现了企业的文

化，通过适当的行为和价值观，为员工创造能

尽其所长的工作环境；“心”代表关怀与同情，

对工作生活受到影响和冲击的员工予以支持；

“心”象征着领导层在转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

用：阐明和指引；包容和授权；委任和赋能，

帮助员工克服挑战和逆境（参阅图5）。 

这些要素就像心脏的心房和心室一样，通

过彼此间的紧密协作来实现“心”的完整功能：

给员工团队赋能授权，在转型项目中注入生命

力（参阅专题“健康的心，强劲的业绩”）。

激活企业使命，让它深入每个人的心中
越来越多的员工在工作中所追求的已不仅

限于薪水或其它有形的奖励，他们在寻找内心

的动力来源，如意义、情感纽带和愉悦等。他

们想要贡献、发展，并有所成就。如果企业

拥有明确的使命，就能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需

求，形成互益的良性循环。

使命是一个组织“为何”存在的理由。它

彰显了组织的独特优势、在社会中能够满足

的需求，以及对客户、员工和社区的作用。在

永动不息的转型时代，使命的重要性胜于以往

任何时候。它能加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情感纽

带，激励员工作出更坚定的承诺，并愿意付出

更多的努力。使命是重要的“北极星”，为企

业指明前进的方向；它可以通过一种对所有人

而言既合理又合宜的方式，把组织上下的各类

转型举措串联到一起。然而，强有力的企业使

命不能仅限于“纸上谈兵”，应该转化为实际

行动（参阅BCG于2017年5月发布的聚焦报告

《Purpose with the Power to Transform Your 
Organization》）。 

纳德拉执掌微软时就提出过这样一个问

题—微软为何而存在？一路走来，创始人比

尔·盖茨（Bill Gates）最初制定的使命宣言“让

每一张办公桌和每个家庭都拥有电脑”（A PC 
on every desk and in every home）指引公司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纳德拉确信，微软需要

一些更有抱负、更鼓舞人心的东西来支持未来

的发展旅程。他提出的新使命“予力全球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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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头脑、心灵与双手”为重的
领导方式

激活企业使命，激励员工并与客户
及社区建立起紧密的情感纽带

创建赋权文化，让员工在工作中
做到最好

为工作生活受到影响的员工送上
关怀

激励与赋能授权

来源：BCG分析。

图5 | 转型的“心灵”

“心”对转型成果的影响不仅可以衡
量，更是令人叹服。 在前文所述的调查中，
我们对企业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旨在了解其
转型项目的特点和影响，并根据企业的答案

评出“心灵分”。在表现持续强劲的企业中，
分值较高的企业占比达到低分值企业的两
倍多。此外，相当一部分低分值企业在转型
结束后的表现不如最初（参阅下图）。 

健康的心，强劲的业绩

在业绩表现持续强劲的企业中，高“心灵”分值企业的数量比低分值企业高出一倍

“心灵”分值

业绩改善：

 企业反馈（%）

高低

6

13

28

未改善或表现不如转型之初突破性或明显改善

来源：BCG分析。
注：为求简洁，图中未包含中等分值的企业。

“心”是取得并保持亮眼业绩的关键所在



波士顿咨询公司  •  BCG亨德森智库 | 17

人、每一组织成就不凡”（To empower every 
person and every organization on the planet 
to achieve more），为微软转型的每一项战略

决策及方方面面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有关企

业使命怎样助力转型的案例，请参阅专题“澳

大利亚国民银行：以使命推动企业变革”）。 

创建赋能授权的企业文化
文化是企业的命脉，为组织积聚能量，促

进组织的健康发展。文化是对体现组织处事方

式的价值观和行为的清晰阐述。企业文化由领

导者负责激活，并在组织环境或背景中（例

如：通过客户服务标准和仪式、绩效管理体

系、人才培养举措以及非正式互动等手段）

得以巩固和维系。健康的文化会在组织内部形

成一套默认的行为准则，引导个人作出能支持

组织实现目标和战略的选择；同时也可以为组

织吸引更多的人才。在强调自我导向与团队自

治的数字时代，强大的企业文化尤为重要（参

阅BCG于2018年4月 发 布 的 文 章《It’s Not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out a Digital 
Culture》）。

微软掌门人纳德拉坚信，如果没有文化变

革，公司转型是无法成功的。他提出了一个有

关组织成功的“3C”模型【concept（概念）、

capabilities（能力）、culture（文化）】，文

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并且是一个长

期要素，为其它两大要素提供支持。为了让微

软从内部冲突与竞争的文化中摆脱出来，纳德

拉和他的团队定义了一系列新文化属性，首要

的就是“成长思维”，反映了公司对个人学习

与发展的重视。微软的新文化同时强调客户至

上、合作（“一个微软”）、多样性与包容性，

以及创造非凡影响。为了激活新文化并使之深

入人心，高管们通过校准关键指标、绩效管理、

奖励措施，以及领导力发展来剔除公司无法接

受的行为，同时强化理想的行为。各类有针对

性的组织架构调整举措，从根本上推动了微软

的业务转型。

同样，澳洲航空的领导者们从一开始就知

道，想要实现可持续的良好业绩，正确的文化

与正确的领导方式缺一不可。澳航前集团人力

资源总裁 Jon Scriven表示：“只要能构建起正

确的企业文化，其余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为了改变原有的“指挥与控制”领导方式，公

司让集团上下的数千名高层、前线和主管领导

参加了领导力发展计划，包括专注于新的理想

行为，比如成为更好的倾听者、学习指导以及 
赋权。

澳航同时致力于培训一线员工，包括对

12,000名机组人员进行强化培训，帮助他们更

好地处理富有挑战性的客户互动。此项培训同

时致力于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2017年，

澳洲航空的员工敬业度创历史新高，在30,000
名员工中达到了80％的比例，且今年依旧保持

这一水平。员工可以通过公司的奖励和表彰计

划相互提名；公司还制定了将员工与公司战略

联系到一起的“The Next Step”计划，旨在重

燃员工对公司的热情，以及加强对客户的关注。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
商业银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拥有
900万客户。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把握新
的发展机遇，该行启动了为期多年的全面转
型项目（与微软相似）。领导层从项目伊始
就专注于转型的“头脑、心灵与双手”，与
企业使命相关的举措更是引人注目。

为了指导和激励全面转型，领导者们踏
上了一段发现和阐明企业宗旨的旅程，最后
提出了“支持推动澳大利亚前进的果敢之
士 ”（Back the Bold Who Move Australia 
Forward）的新使命。随后，澳大利亚国民
银行启动了大规模的企业使命激活项目，
连续数周派遣领导者们前往全国各地参加
数十场小组讨论，吸引员工更积极地参与 
其中。

银行同时采取行动，将公司的愿景、价
值观和行为与新使命融合到一起，渗透到
组织内部的各个角落。例如，在“使命感
研讨会”中，团队就怎样通过价值观和行为
来履行新使命展开反思，分享与使命相关
的亲身经历，并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共
同探讨有关履行新使命的想法和行动。银
行同时积极动员领导者，并通过调整仪式、
举措、流程和政策来强化使命与文化。例如，
通过举办“客户讨论会”，集中发掘客户需
求并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该行还优化了入
职流程，进一步关心新员工，帮助他们更好
地了解银行内部情况以及银行对他们的期
望。该行还扩大了内部“银行人员表彰”大
奖（Banker Recognition awards）的知名度，
为全力践行新使命的员工送上嘉奖。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以使命推动企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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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员工
在永动不息的转型时代，裁员、调岗和再

培训都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企业在转型时已拥

有强大的优势和地位，也有可能需要通过团队

重组来吸纳和补充新人才，特别是拥有数字化

技能和经验，更贴合企业未来需求的新人。无

论对下岗人员还是继续留任的员工来说，这种

人员动荡都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如放任不管，

可能会影响团队的士气与进步。就算影响再微

小，转型也会破坏员工的凝聚力，并对他们提

出额外的新要求。因此，企业在转型活跃期内

及之后对员工采取的举措，将极大地影响员工

的敬业度。 

此外，企业的行为还会影响自身的市场以

及公众形象，这种形象又会对企业吸引和留住

人才产生影响；在某些行业领域中，甚至还有

可能引起监管机构的注意。人们（特别是那些

因变革而受到影响的员工）不会忘记企业是怎

样实施变革以及管理相关事宜的。因此，领导

者们必须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论来证明他们

对员工的关心、同情及共鸣。

例如，领导者必须继续征求留任员工的意

见（例如，通过“把脉”或更广泛的双向沟通）

并积极、明确地解决他们的问题。一家制药公

司在合并过程中进行例行“把脉”，发现员工在

日常工作中感觉资源不足。作为回应，高层领

导团队同意重新划分工作的优先次序，并在可

能的情况下减少非关键性的要求。为了帮助因

企业合并而离职的员工，公司为他们提供了一

系列选择方案，超出了常规的员工转职就业服

务。他们可以为员工委派指导员，帮助他们制

定个人职业规划，以及召开就业市场信息会，

提供财务建议，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甚至提

供创业指导。 

采用以“头脑、心灵与双手”为重的领导方式
转型的成功要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

企业的领导者。他们在企业内扮演多种不同的

角色，并且是转型之“心”的代言人。想让企

业获得成功并在未来的日子里蓬勃发展，领导

者们应积极响应转型中的“头脑、心灵与双手”，

并在每个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领导者们应积极响应转型中
的“头脑、心灵与双手”，
才能帮助企业获得成功。

 • 领导者应为企业阐明和指引前进的方向。

领导者应定期为企业勾勒未来愿景并重新

审视战略优先事项，为直接下属及部门负

责人提供持续的指导和支持，确保优先事

项与企业使命相符。他们应以行动为导向，

始终致力于快速决策，并在整个领导团队中

鼓励这些品质。他们应在组织内建立明确的

问责制度，确保大家始终专注于重要事项。

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变

革理由并在企业内外高效传达，就等于是自

己的失职。

 • 领导者应激励、赋权和包容员工。领导者

应帮助员工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并用自

己的行动来激励和鼓舞团队取得出色表现。

他们应寻找机会强化和鼓励团队，并支持跨

组织协作。考虑到持续变革所造成的疲惫，

领导者应表现出关心和同情，并表明自己会

是员工的坚实依靠。他们还需要调动员工，

积极倾听并坦诚沟通。最后一项要点是，领

导者应当理解包容的力量，并将其视为核心

的领导力特征（参阅专题“包容性领导力助

力勇士队纵横球场”）。

 • 领导者应委任并赋能敏捷团队。领导者应放

下传统的“指挥与控制”领导模式，将职

责委任给负责执行的自主敏捷团队。为了

创造一个能让员工尽其所长的工作环境（不

仅仅只是消除障碍，而是积极助力员工以敏

捷的方式来执行和创新），领导者应确保所

有必要的跨职能资源到位。最后，领导者还

应支持采购和开发企业亟需的人才和数字

化能力。

领导者们若能扮演好以上角色，就切实体

现了“头脑、心灵与双手”三位一体的转型方

式：阐明和指引前进的方向（头脑），激励、

赋权和包容员工（心灵），以及委任和赋能敏

捷团队（双手）。

除了阐明理想的领导者行为外，企业还可

以采取重要的步骤来激活领导的角色。为了帮

助领导者把角色融入自己的日常行动，企业可

以鼓励领导者采用能体现这些行为的仪式和节

奏。例如，一家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北美金

融机构采用了会议主持人轮岗制度，在转型期

间向更多的初级领导者赋权。领导力培训也是

转型期间的重要投资之一，既适用于高级领导

者，也适用于扩展领导团队。体现理想领导力

特征的象征性行为，无论大小，亦能迅速有效

地激活这些技能；例如，在生产设施中召开董

事会，或在会议室里放上一把空椅子代表顾客。

若想进一步强化期望行为，甚至可以把它们纳

入绩效管理和评估，以及发展系统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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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微软CEO纳德拉用不同的“术语”描

述了他的领导方式（清晰呈现、创造能量、取

得成功），但他的观点与本文描述的模型有异

曲同工之妙。他重塑了微软的企业使命，和团

队制定了全新的战略方向，明确了转型的优先

事项，并投资建设新能力。他把文化变革视为

头等大事；他是一位出色的倾听者，并对团队

领导力充满信任—他称之为“共享情境”，鼓

励公开探讨与辩论。纳德拉把同理心归为自己

的个性之一，并且乐于为他人赋权，这都是领

导者们应当追求与效仿的优秀品质。

在NBA的世界里，像金州勇士队（Golden 
State Warriors）这样的快速崛起是十分罕
见的。球队于2018年5月连续第二年夺得
NBA总冠军。部分观察者认为，“头脑”和“双
手”是帮助球队取得惊人成功的关键所在：
球队制定了基于数据分析的比赛策略，招募
并部署了优秀的三分球射手（一位体育记者
指出，斯蒂芬·库里在2015-2016常规赛中投
中了402个三分球，这相当于一名棒球选手
在单个赛季中完成了100多次本垒打）。“头
脑”和“双手”的确是球队成功的核心所在，
但还有另一个关键要素和球队的迅速崛起息
息相关。 

前NBA冠军球员史蒂夫·科尔于2014年
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上任后，他与球队老
板一起制定了明确的未来比赛计划，并在人
才发掘与能力培养方面展现出了敏锐的眼
光。但科尔很快就认识到，想要实现球队的
雄心壮志并让球员们尽显所长，就必须加强
团队合作；他率领的不是一队冠军球员，而

是一支冠军球队。他不仅向首发五人灌输了
团队精神（并非以明星球员为核心的传统模
式），还在全体球员和工作人员中积极培养
这一精神。这种深思熟虑的包容性，不仅在
球队和组织中“开枝散叶”，还对粉丝群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明确体现在球队“众志成
城”（Strength in Numbers）的口号中。

执掌球队不到一年，科尔就打破了NBA
新人教练常规赛最佳战绩记录，成为33年
来NBA首位率领球队夺得冠军的新人教练。
“众志成城”已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位球
队高管称其为“一场运动”，助力勇士队不
断前行，不仅在2016年打破NBA单赛季最
佳战绩记录，更在四年内三度夺得全国总冠
军的殊荣。2018年6月，100多万粉丝在勇
士队主场奥克兰市（Oakland）的街道上举
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庆祝“Dubs”（勇
士队的昵称）再夺桂冠—“众志成城”正
是包容性领导力及其非凡力量的最佳写照。

包容性领导力助力勇士队纵横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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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转型的“头脑、心灵与双
手”

在数字时代，转型已成为大多数企业的默认

状态。然而，永动不息的变革与转型并不

一定会让企业变得衰弱、疲惫或士气低落。无

论为我们自己，还是为了我们的组织与社会，

我们都需要大胆改变原有的转型方式。

领导者们不能只考虑短期解决方案，还应

为企业勾勒一个美好的未来，并专注于实现目

标所必需的重要事项。他们不能把员工视为达

到目的的手段或阻碍，而应予以激励并赋能授

权。他们还需要改变转型的执行方式，从简单

套用规定的执行模板，转变为执行和创新并行

的敏捷方法。

转型的“头脑、心灵与双手”并不是万能

的，而是一种全面的、以人为本的新方式。先

行者的经验已向我们证明，新的转型方式不仅

能帮助企业摘得短期的成功硕果，更有利于未

来长期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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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rporate Purpose to Matter, 
You’ve Got to Measure It
BCG文章
2018年8月出版

It’s Not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out a Digital Culture
BCG文章
2018年4月出版

The Transformations That 
Work—and Why
BCG聚焦报告
2017年11月出版

Purpose with the Power to 
Transform Your Organization
BCG聚焦报告
2017年5月出版

Transformation: Delivering 
and Sustaining Breakthrough 
Performance
BCG电子书
2016年11月出版

Building Capabilities for 
Transformation That Lasts
BCG报告
2016年6月出版

A Leader’s Guide to “Always On” 
Transformation
BCG聚焦报告
2015年11月出版

The New CEO’s Guide to 
Transformation: 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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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G报告
2015年5月出版

推荐阅读



22 | 转型三要素：愿景、激励与执行

致读者

关于作者
Jim Hemerling是波士顿咨询

公司（BCG）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
经理、BCG亨德森智库研究专家，
常驻旧金山办公室。Julie Kilmann
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人员及
组织专项的全球资深知识专家，专
注于组织设计、文化、使命以及员
工敬业度，常驻洛杉矶办公室。
Dave Matthews是波士顿咨询公
司（BCG）董事经理以及BCG亨德
森智库大使，常驻旧金山办公室。
如需联系，请致信matthews.dave@
bcg.com。

致谢
作者感谢在转型过程中乐于聆

听指导意见的诸位客户，他们的经
验为本报告提供了宝贵的灵感。

作者还要感谢为本报告提供宝
贵洞察的诸位同事：Lars Fæste、
Jody Foldesy、Daniel Friedman、
Rajiv Gupta、Debbie Lovich、
Ned Morse、Bharat  Poddar、
Stefan Rasch、Sahil Sanghvi和 
Peter Tollman。感谢Christoph Lay、 
Christoph Meuter、Mila Albertzart
和Zahra Shafii为本报告的案例分析
提供支持；感谢Maya Gavrilova、
June Limberis和Peter Toth协调报告 
的出版工作；感谢 Jan Koch为报告
撰写提供协助，以及感谢报告的编
辑、设计与制作团队：Katherine 
Andrews、Gary Callahan、Kim 
Friedman、Abby Garland、Amy 
Halliday和Shannon Nardi。

更多联系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作进一步探

讨或了解BCG在转型方面的专业能
力，请联系：

范乐思（Lars Fæste）
BCG 大中华区执行合伙人 
BCG TURN 兼转型专项全球负责人
BCG 香港
+852 2506 2111
faeste.lars@bcg.com

Jim Hemerling
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BCG 旧金山
+1 415 732 8000
hemerling.jim@bcg.com

Julie Kilmann
全球资深知识专家
BCG 洛杉矶
+1 213 621 2772
kilmann.julie@bcg.com

mailto:faeste.lars%40bcg.com?subject=
mailto:hemerling.jim%40bcg.com?subject=
mailto:kilmann.julie%40bcg.com?subject=


波士顿咨询公司  •  BCG亨德森智库 | 23



24 | 转型三要素：愿景、激励与执行



如需获得有关BCG的详细资料， 
请发送邮件至：greaterchina.mkt@bcg.com

如欲了解更多BCG的精彩洞察，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
名称：BCG波士顿咨询；ID：BCG_Greater_China；二维码：

©波士顿咨询公司2019年版权所有
2/19

mailto:greaterchina.mkt%40bcg.com?subject=


bc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