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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学生提供教育优势。
而我们现在为他们提供 ReﬂectTM 优势。
• 由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 (GMAC) 开发，
并由霍根测评 (Hogan Assessments) 提供支持
• 基于 800 多家企业雇主确定的 10 项核心能力
• 学生能接触数百个资料库，帮助自己提高软技能
• 提高个人意识，获得更多企业雇主青睐
• 提供 GPA 或 GMAT 以外的数据
• 与其他同学和毕业生的课堂表现进行基准比较

未来是开放的，理查德 • 斯特劳布 (Richard Straub) 说，
管理者在塑造未来这一过程中必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想要更多了解 ReﬂectTM 工具，请浏览我们的网页：gmac.com/reflect

®
本期内容
© 2013 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 (GMAC©) 与霍根测评系统 (Hogan Assessments System, Inc.)。版权所有。ReﬂectTM 是注册商标，GMAT 标识、GMAC©、
以及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都是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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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 赫尔顿 - 安德森 (Per Holten-Andersen) 教授，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院长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为我们提供了与全
球顶尖商学院院长进行深入交流的机会，
使我们了解了 21 世纪商学院领导者正在
考虑的优先事项。这是一段很有价值的
学习经历，像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分享
经验即便在今天发达的互联网世界也是
无法真正实现的。”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20 位同行共同
探讨商学院和管理学院院长承担的

联合主办：

更多信息：

2014 年 9 月 16-18 日
香港

多重角色

2015 年 1 月 14-15 日
英国

实地考察各类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与

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

建立新的战略联盟

2015 年 4 月 15-16 日
斯堪的纳维亚
哥本哈根商学院与瑞典兰德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法国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

>
国际同行分享经验，反思自己的战略，

>
根据 Chatham House 规则探讨各种
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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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点

本

期《全球聚焦》开篇之作是一篇重量级的文章（详见第 10 页）。作者是
来自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理查德 • 斯特劳布 (Richard Straub)。他分析

了 21 世纪全球正面临的众多社会和经济挑战，以及如何运用健全的管理

阅读《全球聚焦》杂志，
我们提供更多方法：

原则找到解决之道。
斯特劳布在文中写道，“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西方世界是否具有再生
能力实现转型，恢复增长和繁荣，还是无情地陷入经济和社会衰退 —— 而且伴随
这一切的极有可能是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公民的奋起反抗，这将是我们无法承受
之痛”。

您可以通过纸质、在线、移动终
端阅读《全球聚焦》杂志，除英
文外我们还提供西班牙文和中文
版本。

与以往各期一样，对商学院的深度分析仍将是本期内容的一大特色。
安德鲁 • 克里斯普 (Andrew Crisp) 与乔安娜 • 赫西翁 (Joanne Hession) 为商学院和
潜在学生提供了一份清单，判断商学院到底有多“国际化”（详见第 38 页）。
朱莉 • 佩林 • 哈洛特 (Julie Perrin Halot) 和瑞秋儿 • 瓦尔斯 (Rachel Weiss) 则认为，
尽管申请国际认证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和无法轻松实现的目标，但是其长期回报却是
巨大的。扬 • 杰尼伯格 (Jan Ginneberge) 基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一份调研分析

您可以登录网页 www.efmd.org/
globalfocus 在线阅读以往各期杂
志内容。

了高层经理培训的现状和未来（详见第 42 页）。
本期有两篇文章（详见第 23 和 34 页）探讨了创新这一重要的领域，以及管理教育
和商学院在推动创新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第一篇文章中，约翰 • 诺斯 (John North) 和安德斯 • 埃斯普林 (Anders Aspling)

或者通过 iTunes 阅读 iPad 版。

详细介绍了首届“管理教育创新课程”，这是“全球责任领导力项目”的一项重要
内容，来自 16 家机构的学者和商业领袖参加了该课程的学习。
第二篇文章“创新推动增长”，作者斯坦芬 • 谢珀斯 (Stefan Schepers) 解读创新政
策管理高级别小组作为 2011 年发起成立的公私合作这样一种独特创举。该小组成
员由来自欧盟成员国、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以及学界的代表组成。他们正在设
计欧洲创新的新途径。
除了以上内容外，另一篇原创文章也值得我们关注。作者扬 • 海根 (Jan Hagen) 探
讨航空业如何通过开放的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有益的经验或许可以应用
于其他行业。

我们热忱欢迎各位读者对
《全球聚焦》提出宝贵意见，
并就未来希望探讨的话题提
出建议。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您的
意见和想法发送给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的麦修 • 伍德
(Matthew Wood)：
matthew.wood@efm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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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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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美丽的新校园标志着维也纳经贸大学对未来的承诺，伊瓦 •
麦尔 (Eva Male)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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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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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名单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案例写作大赛

企业社会责任
“埃森哲的发展伙伴”

作者：
米歇尔 • 罗根 (Michelle Rogan) 和克里斯蒂安娜 •
博德 (Christiane Bode)，法国 INSEAD 商学院

赞助：
法国马赛凯奇商学院
创业学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在此荣幸地宣布 2013 年度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案例写作大赛获奖名单。本
次大赛共收到来自 30 个国家的 258 个案例，创
下了历年数量之最。案例的质量之高也给评委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我们感谢参与本次大赛的
每一个选手。

“WooRank：在欧洲互联网创业浪潮中创造和获取
价值”

作者：
罗宾 • 德玛利亚 (Robin Demaria)、奥利维亚 •
维特默尔 (Olivier Witmeur) 和保尔 • 维丁
(Paul Verdin)，比利时苏威布鲁塞尔经济管理学院

赞助：
法国里昂管理学院
家族企业
“受托家族：受家族、为家族，永远……”

最佳案例

（视频案例）

作者：

责任领导力
“短信服务拯救生命案例系列”

贝诺瓦 • 勒鲁克 (Benoit Leleux)，瑞士 IMD 商学院

作者：

金融与银行

唐纳德 • 玛香德 (Donald A.
Marchand)、安娜 • 莫塞夫 (Anna
Moncef) 和帕屈希亚 • 桑托斯
(Patricia Santos)，瑞士 IMD 商学院

“Tumi 和 Doughty Hanson 的价值提升小组”

作者：
贝诺瓦 • 勒鲁克 (Benoit Leleux)、米歇尔 • 加里
齐 (Michel Galeazzi) 和埃斯梅拉尔德 • 梅盖丽
(Esmeralda Megally)，瑞士 IMD 商学院

赞助：
圣地亚哥大学商学院

赞助：
法国图卢兹商学院
供应链管理
“思科系统公司：供应链风险管理”

作者：
如需阅读获奖案例，了解
2014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案例写作大赛，请登录网站：
www.efmd.org/case

258
今年的案例写作大赛共收到了来自
30 个国家的 258 个案例，创下了
历年数量之最

玛利亚 • 吉瑟斯 • 塞恩茨 (Maria Jesus Saenz)、
麻省理工学院 —— 萨拉戈萨国际物流项目和
艾雷娜 • 雷维拉 (Elena Revilla)，西班牙 IE 商学院

赞助：
法国马赛凯奇商学院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案例写作大赛

新兴全球中国企业
“联想从挑战者到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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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领导力
“短信服务拯救生命案例系列”

作者：

作者：

海蒂亚 • 法依姆 (Hadiya Faheem)，印度自由职业
者；穆拉里德哈拉 (Muralidhara G. V.)，印度 IBS
Hyderabad 商学院

唐纳德 • 玛香德 (Donald A. Marchand)、安娜 • 莫
塞夫 (Anna Moncef) 和帕屈希亚 • 桑托斯 (Patricia
Santos)，瑞士 IMD 商学院

赞助：

赞助：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圣地亚哥大学商学院

欧洲 —— 地中海管理实践与问题
“HPS，南 / 北技术转移的一个成功典范”

包容性商业模式
“儿童救助组织：非营利还是混合式？”

作者：

作者：

贝尔森 • 拉森 (Belhcen Lhacen) 和阿比坦 • 尤尼
(Abbitan Yoni)，摩洛哥 ESCA 管理学院

赞助：

安简 • 戈斯 (Anjan Ghosh)、苏加塔 • 雷 (Sougata
Ray) 和印德拉尼尔 • 比斯瓦斯 (Indranil Biswas)，
印度加尔各答印度管理学院

法国蒙彼利埃商学院

赞助：

公共部门创新
“基于共同点寻找社区解决方案：终结美国无家可
归者的商业新模式”

瑞士 IMD 商学院
拉丁美洲商业案例
“Mabe 公司：学习成为跨国企业”

作者：

作者：

霍华德 • 余 (Howard Yu)，瑞士 IMD 商学院

尤赛 • 路易斯 • 里瓦斯 (José Luis Rivas)，墨西
哥 ITAM 商学院 Santa Teresa 校园；路易斯 • 阿
西尼加 (Luis Arciniega)，墨西哥 ITAM 商学院 Rio
Hondo 校园

非洲商业案例
“RIM 公司：管理渠道冲突”

作者：

赞助：

乌切纳 • 乌佐 (Uchenna Uzo)，尼日利亚拉各斯商
学院

哥伦比亚对外大学

赞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印度管理问题与机遇
“拥抱”

作者：
穆里杜拉 • 阿南德 (Mridula Anand) 和阿南德 •
南德库玛 (Anand Nandkumar)，印度商学院；
查尔斯 • 达哈那拉杰 (Charles Dhanaraj)，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

赞助：
中爱墨瑞得出版集团

中东及北非地区商业案例
“Roca 埃及公司”

作者：
尤赛普 • 弗朗奇 (Josep Franch) 和玛丽亚娜 • 萨博
丽娜 • 孔德拉蒂瓦 (Marianna Sablina Kondratieva)，
西班牙 ESADE 商学院

赞助：
法国 HEC 卡塔尔分校
将技术推向市场
“波音 787：作好起飞准备了吗？”

作者：
维塔利艾诺 • 费奥里奥 (Vitaliano Fiorillo)、
拉菲尔 • 塞奇 (Raffaele Secchi) 和斯尔维亚 • 辛博
尼 (Silvia Zamboni)，意大利 SDA 博科尼管理学院

赞助：
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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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与企业：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
取得实质性进展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在此荣幸地宣布，《可持续经营：延长资源寿命》
(The Sustainable Business: Resource-Life Extension) 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为可持续发展教育与培训教材增添了全新的内容

本

练习册为可持续发展系列

延长资源寿命的重要性

丛书第 2 本工具书，旨在

随着富裕人口的增加与人均寿命的延

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延长资

长，物质消费也出现快速的上升。聪明

源寿命的最初发展阶段，

的企业开始从生产型企业向绩效性企业

这也是循环经济、从摇篮到摇篮、闭环
生产以及再生资源等概念的重要基础。
企业和商学院均可免费下载。

转变，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
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延长资源寿命，保护
地球有限的资源。企业通过延长生产资

可以肯定的是，可持续经营的结果是可

料的寿命实现利润最大化、降低浪费和

衡量的。任何认真实施可持续发展理念

污染、创造就业。再制造就是一个很好

的企业都将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

的例子。早在 2004 年，我们就对汽车

与本练习册配套的图书包括《可持续

引擎生产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旧

经营》(The Sustainable Business) 和

引擎的再制造比生产一台全新的引擎经

《可持续经营练习册：消灭浪费》(The

济成本下降 30%-53%，原材料消耗降

Sustainable Business Workbook: Waste

低 26%-90%，垃圾生产降低 65%-88%，

Elimination)。这些图书现在已经成为许

能源消耗降低 68%-83%，排放降低

多企业的培训指南。同时，它们也可以

50%-88%，包括：

用作商学院选修课，成为理论与实践相

•

二氧化碳降低 73%-78%

结合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以上三本书

•

一氧化碳降低 48%-88%

已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翻译成简体中文

•

氮氧化物降低 72%-85%

版。阿拉伯语版也将于今年夏天由迪拜

•

硫氧化物降低 71%-85%，以及

大学出版发行。

•

非甲烷总烃降低 50%-61%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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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经营》是我们公司可持续
发展的指南。它不仅将可持续发
展这一抽象的概念概括成两种应
用的形式 —— 消灭浪费和延长资
源寿命，而且也为如何实施指明
了清晰的道路
马恒达（中国）拖拉机有限公司
阳城县经济开发区
中国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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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汽车引擎再制造可以创造就业机
会，因为需要熟练工人将旧引擎拆卸检
查。更重要的是，再制造引擎比新引擎
更耐用，因为日常使用产生的热和振动
造成新引擎发生凝固和沉淀，因此旧引
擎更加坚固。
“但是需要牢记的是，延长资源寿命不
等于简单的再制造，”乔纳森 • 司各特

“联合国确定了气候中和与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我们将这一举措称之为
“让蓝天更蓝”项目。
当我们听说了可持续经营这一项目时，

(Jonathan Scott) 说。他是《可持续经
营》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该书配套练
习册的共同作者。
“其他例子包括培训员
工承担不同任务；为化学品、工具、机
器、建筑物、工作场所或流程找到一物
多用的方法；共用员工、工具、设备、

我们就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网站上

运输和研究项目；联合其他公司共同采

下载了相关资料，并邀请乔纳森 • 司

购；延长工具、机器、建筑物或物料的

各特和沃尔特 • 斯坦海尔为联合国人

平均使用寿命；降低员工流动率和旷工

口基金在丹麦哥本哈根的 42 名工作人

率；级联使用零部件、物料和资源（例

员进行培训，帮助他们了解可持续发
展原则，了解降低消耗和循环经济
（延长资源寿命）如何在帮助实现联合
国目标的同时帮助我们的供应商。
作为一本启蒙教材，《可持续经营》为
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公司案例，解读可
持续经营如何帮助这些企业实现可观
的经济效益。该练习册最吸引人之处
在于它提供了自我实施方法，可以指

如水）；鼓励回头客，等等。”
司各特是在用经验说话。多年来，他在
欧洲许多商学院从事可持续发展课程的
教学工作。作为课程要求之一，学生需
要对当地企业进行资源浪费评估。结果
显示，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上百家企业
通过降低消耗各种成本节约了数百万
欧元。
最近，他和延长资源寿命这一概念的
积极倡导者沃尔特 • 斯坦海尔 (Walter
Stahel) 一起来到了中国江西省阳城的一

导我们的供应商如何以结果为导向，

家拖拉机厂。在不到三个小时的座谈中，

注重效益和利润率。”

他们了解到如果在几个关键领域消耗降

莫顿 • 索仁森，副主管
联合国人口基金采购服务部

低 5%，那么一年节约的成本可达 13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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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书
本工具书设计的各种练习可在老师或管
理人员的指导下完成。老师或管理人
员需要在项目管理、变革管理、团队建
设和教练辅导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经验
（MBA 课程是最合适的场景）。
学员在各自完成《可持续经营》一书
的阅读后，以小组形式讨论其内容和目
标（通过可持续经营实现削减成本和增
加收入的目标）。课程作业需要学员在
回到各自岗位后自行完成。然后再集
中，汇报各自分配的作业预期取得的
结果。
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鼓励学员分享最
佳实践和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但是重要
的是，练习册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完成，
因为消除浪费应该位于延长资源寿命之
前（《可持续经营》对此进行了充分的
解释）。
同样重要的是，完成项目后企业可以鼓
励和指导其供应商和经销商一起参与，
这样能从供应链中挤出更多的收入和资

www.efmd.org

上：

业之一，它要求所有子公司和合作伙伴

沃尔特 • 斯坦海尔（左）与乔纳森 • 司各特（右）在中国
江西省阳城经济开发区论坛上回答提问。论坛由江苏悦达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陈云华主持。

共同参与可持续经营项目。

下：

源浪费。悦达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国有企

沃尔特 • 斯坦海尔（左）与乔纳森 • 司各特（右）为联合
国开设培训课程

建立网络与更多信息
你设计的可持续发展项目是否为学员带
来经济效益？或者你是否还在过于强调

《可持续经营练习册》可以通过欧洲管理发

“绿色”（这仅仅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的

展基金会网站下载：

一部分）和循环（闭环选项中最浪费、

www.efmd.org/sustainablebusiness

最昂贵）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标识？
可持续发展基于合作性网络、持续的教
育和衡量。如果你的企业或商学院希望
参与可持续经营项目以及其日益扩大的
网络，请通过 Facebook 网页或 LikedIn
联系乔纳森 • 司各特先生。

《可持续经营》及其配套练习册是了解相应概念的重要途径，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值得每一家企业和工业园区
认真阅读。在一个面临许多挑战的复杂世界中，这是企业提
高生存和利润的重要法宝。
邵勇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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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本科课程会议

本科管理教育：
为学生的未来之路准备
针对本科课程主任、招生办公室和职业发展服务部面临的挑战提供一线的
信息和解决方案。
探讨的话题包括：
学生多元化
带来的挑战

教学资料

评估与反馈

雇主

随着学生构成越来越多

00 后的学习风格 ——

提供反馈（包括面对面

公司如何与 00 后相处， 实习将如何帮助学生为

元化，您如何应对和

技术如何影响其学习

和远程）的最好方法是

对他们有何预期？反

管理？

方法？就学习风格而言

什么？

过来，这些年轻的毕业

他们与其他几代人有何

生对雇主的预期又是

差异？了解 00 后如何

什么？

实习

未来的角色准备？

思考、行动和反应。

2014 年 10 月 13-15 日
美国里士满大学罗宾斯商学院主办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和注册报名，请联系：
戴安娜 • 格鲁特 (Diana Grote)，经理
商学院服务部
e diana.grote@efmd.org
www.efmd.org/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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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系列社会大变革的前期 —— 无论好坏。未来是开放的；没有人知
道它将如何演变。但是正如理查德 • 斯特劳布 (Richard Straub) 所说，我们唯
一可以确定的是，管理者在塑造未来这一过程中必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伟大的转型

作者：理查德 • 斯特劳布 (Richard Straub)

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聚焦》第 08 卷 | 2014 年第 02 期

11

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创新与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中，彼得 • 德鲁克 (Peter Drucker)

引用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 • 杰

弗森 (Thomas Jefferson) 的一句名言：“每一代人

首先，导致革命的条件经常是当政者
的压迫、思想与制度的崩溃。而更重
要的是，社会无法实现自我更新

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但是德鲁克随即声明，尽
管他对杰弗森充满敬意，但是对这一评论却不敢
苟同。
事实上，在德鲁克看来，近代历史上绝大多数革

•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命都没有实现其承诺。正如法国 19 世纪著名哲学

法国经济学家、知名学者托马斯 • 皮盖蒂 (Thomas

家、政治理论家亚历克斯 • 德 • 托克维尔 (Alexis de

Piketty) 在其著作《21 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ocqueville) 指出，革命不会摧毁旧体制的监狱；

21st century) 中无情地指出，资方在与劳方的战争

革命只是将它们扩大。

中占据了全面的上风。当资本回报率远远高于经济

首先，导致革命的条件经常是当政者的压迫、思想

发展总体水平时，资方份额的快速增加是以牺牲劳

与制度的崩溃。而更重要的是，社会无法实现自我

方为代价，从而导致收入不公平的扩大。皮盖蒂这

更新。不通过剧烈的革命动荡而实现大规模的社会

一基于事实的分析指出了一个长期的趋势。著名管

变革自然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这一路径就是“转型”
。 理思想家亨利 • 明茨伯格 (Henry Mintzberg) 在其
最新发布的网络著作《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
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西方世界是
Society) 中对社会失衡进行剖析时得出了极其相似
否具有再生能力实现转型，恢复增长和繁荣，还是
的结论。
无情地陷入经济和社会衰退 —— 而且伴随这一切
的极有可能是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公民的奋起反抗， • 失业与就业不足
这将是我们无法承受之痛。
危险的趋势
需要变革的证据确之凿凿。许多因素使眼前的景象
变得令人生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预示着我们正
在无情地走向衰退而不是繁荣。
• 经济停滞和金融不稳定
即使一些指标有所改善，但是 2007/2008 年发生
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结构性问题使我们的经济开始
陷于停滞，这些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真正解决。美
国经济学家拉利 • 萨默斯 (Larry Summers) 在最近
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到长期经济滞涨的可能性。
这将成为决策者必须面对的基本面。此外，发达经
济体发生的次贷危机也严重限制了政府采取进一步
刺激政策的可能。

失业率与就业不足一直处于高位。尤其是青年失业
率居高不下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切。而一些西方工
会因为反对劳动力市场中的灵活性而使事情更加恶
化。（但是在德鲁克看来，工会是一支与大公司相
抗衡的“重要力量”，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工会
这样的组织。）
• 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与低出生率
人口统计告诉我们，至 2035 年全球将有 10 亿左
右人口年龄在 65 岁以上。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
低出生率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将出现严重下降。这对
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金无疑影响巨大。劳动人口的
经济负担将越来越无法承受。
• 难以驯服的“利维坦”
《经济学人》杂志编辑约翰 • 米克尔斯韦特 (John
Micklethwaite) 在 2011 年曾这样评价说，几乎任
何一个地方的政府都变得过于庞大、效率极低。
事实上，2011 年后的情形正在变得更糟。令人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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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官僚使发达经济体失去了创新与增长所需的

育在全球的发展，以及对工人待遇的期望值的普遍

氧气。

提高”。

• 愈发严重的公司自闭症

德鲁克是管理成为一门重要学科这一发展史上一个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在股东利益至上的思想

关键人物。他“制订了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社会网

影响下公司逐渐开始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

络）的愿景，其中每一个个体的能力和潜力应该得

客户、员工和社区。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后进一步

到尊重，”基希勒说。

加剧，导致以价值投资为理念的长期投资急剧

管理 —— 其优秀业绩带上大大的问号

下降。

如果我们接受了良好的管理对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福

这些日趋恶化的趋势是否将成为明天的事实或者我

利至关重要这一理念，那么我们有理由问这样一个

们仍有机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如何才能摆脱我们

关键问题：就技能、能力和勇气而言管理者是否已

似乎已经陷入的恶性循环？

经准装待发，带领我们实现伟大的转型？

很明显，我们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端撬动杠杆。

我们学习了许多管理知识。事实上，管理也已经成

在宏观层面，货币和财政政策、劳动力市场、社会
保障、税收制度以及竞争规则都需要作出调整。
政策制定者应该聚焦于如何扫除障碍、提供正确的
激励。
这一方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无为而治式管理”。
政府聚焦于在关键领域制订相关规则，使生产力不
再受制于反生产力的人为负担。

为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重心。管理学科已经产生了
许多重要思想、工具和方法论，而且逐渐形成了
许多专业领域，如市场营销、运营、财务和人力资
源等。
成千上万的著作描述了各种最新突破以及管理
思想与研究的发展。例如，伦敦商学院教授朱利
安 • 伯金肖 (Julian Birkinshaw) 在《重塑管理》
(Reinventing Management) 一书中指出了管理

在微观层面，核心自然就是管理 —— 这也是实际
创造和毁灭价值的地方。这一层面作出的具体决策
将产生两种结果：要么是改变世界的创新，要么是
生产资源的浪费。
在计算一个国家的增长数字前，我们需要知道实际
增长是发生在每一个成功“管理”的个体组织中。
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更沉迷于数字的加总和各种比
例，但是他们经常忘了这些行为发生在实际的生活
而不是抽象经济中。
管理是一种处理人和组织关系的真实世界的实践。
管理者利用自己的知识、创造力、情感和价值观对
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管理从广义上（也是典型的
德鲁克式观点）来说包括商业组织、非营利组织和
公共部门。它们都需要创造价值、实现使命。
美国记者瓦尔特 • 基希勒 (Walter Kiechel) 在《哈
佛商业评论》杂志上撰文写道：在一个“全球胜利
的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管理塑造的，这表
现在“关键思想的统一、生产力的提高、MBA 教

发展的四个方向：
(1) 协调工作，实现从官僚向应急实践的转变
(2) 利用集体智慧进行决策
(3) 基于倾角而不是直线原则确定目标
(4) 通过内在而不是外在方法激励员工

65
至 2035 年全球将有
10 亿左右人口年龄在
65 岁以上

伟大的转型

作者：理查德 • 斯特劳布 (Richard Stra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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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是，尽管与过去相比如今的管理有效性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许多根本性的挑战依然存在。
从左至右按顺时针方向：
克莱顿 • 克里斯滕森、盖里 • 海默尔、
罗杰 • 马丁和约翰 • 黑格尔三世

官僚体系、以控制为导向的自上而下的结构仍然十
分流行。
在其著作《现在什么最重要》(What Matters Now)
中，美国管理思想家盖里 • 海默尔 (Gary Hamel)
说，如果仅有少数几个高管控制资源分配，那么创
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是不可能真正出现的。
大型组织内部的复杂性也使得企业更多地聚焦内部
而不是采取由外而内的视角。其结果是，企业无法
真正做到客户至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处理内部事
务上而无暇寻找新的方法取悦客户。
过于强调短期利益而置长期利益而不顾，这已经成
为司空见怪的事了，但是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最近麦肯锡针对 1000 名董事和首席执行官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63% 的人认为过去五年要求产生短
期效益的压力大增。然而 86% 的人相信，采用更
长的时间框进行商业决策将在许多方面对企业绩效
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财务回报和创新能力。
遗憾的是，股东价值至上仍然是企业高管和公司治
理的信条。
如果我们看一下公司财务背后的花样，就会发现许
多财务结果远非令人深刻。2011 年美国企业的资
产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仅为 1965 年的四分之一。
而管理层赢得员工的人心则更糟。根据最新的《全
球盖洛普劳动力状况》调查，仅有 13% 的员工真正
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愿意每天投入自己的情感，
努力为组织创造价值。与此相反，几乎一倍以上的
人对组织是负面的，甚至可能是敌对的。
哈佛商学院教授、“思想家 50 人”排行榜位居

管理是一种处理人和组织关
系的真实世界的实践。管理
者利用自己的知识、创造力、
情感和价值观对世界产生重
要的影响

榜首的管理思想家克莱顿 • 克里斯滕森 (Clayton
Christensen) 指出，正是由于管理层对资本的配置
不当使资本主义陷于巨大的风险中。
为了实现短期削减成本的目标，大多数公司的创新
都聚焦于提高效率。但是，由效率提高而节约的资
金并没有用在克里斯滕森所谓的“驱动创新”上。
只有创新才能创造新的业务甚至全新的产业，促进
增长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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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企业将大量的现金囤积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上，而效率创新产生的部分资金再次被投在进一步
的效率创新上。
由政治决策推动的许多大型项目的管理也好不到哪
里去。政府领导者或许善于沟通和管理政治流程。
然而，当论到项目实施和为公民创造价值时，许多
事情容易失控。
像德国能源转变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暴露了许多管
理缺陷，从战略到实施都是如此。即便是那些不太
引人关注的日常项目也存在着管理不善的问题。
例如，美国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联邦政府在全国
有 7.7 万座空关或未充分利用的建筑，每年浪费纳
税人 15 亿美元之多。
产生这些问题，其原因之一是那些政治精英尚未将
管理技能看成是政治生涯成功的关键成功要素。然
而，这些项目中出现的管理缺陷已经造成了巨大的
损失。
综上所述，许多组织在管理效率和领导力方面的记
录应该是喜忧参半。但是，我们从中也看到了不少
亮点，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管理者依然是我们实现伟
大转型的基石。
伟大的转型是可以企及的目标
现在正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我们正站在
一系列社会大变革的前沿 —— 无论好坏。未来是
开放的；没有人知道它将如何演变。
但是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无数参与者将共
同塑造未来，其中一些人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有
一点是确定的：在这一舞台上管理者将发挥重要的
作用。
“管理和管理者是核心资源，是社会器官中最基本
的构成成分。社会的生存依赖于管理者的绩效、
能力、认真态度和价值观，”德鲁克在他 1993 年出
版的《生态愿景》(The Ecological Vision) 一书中
写道。“因此，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社会关
注焦点”。
也许现在是认真倾听德鲁克声音、履行管理者和
领导者责任的时候了。为此，我们需要果断勇敢的
行动。

63%
最近麦肯锡针对 1000 名
董事和首席执行官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63% 的人
认为过去五年要求产生短
期效益的压力大增

像德国能源转变这样雄心勃勃
的计划暴露了许多管理缺陷，
从战略到实施都是如此。即便
是那些不太引人关注的日常项
目也存在着管理不善的问题

伟大的转型

作者：理查德 • 斯特劳布 (Richard Straub)

要实现伟大的转型，首先需要重新思考管理者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聚焦》第 08 卷 | 2014 年第 02 期

15

组织应该将重点放在员工教育上，帮助他们学习如

社会的最基本的承诺 —— 创新与价值创造。当然， 何利用新技术。技术应该为人服务，提高人的能力。
做好这一切对企业自身发展和长期盈利也是有

有一家游戏企业的老板曾经这样对我说过：在他的

益的。

公司管理层的主要任务是为员工消除障碍、提供工

不进行创新意味着将整个组织的未来置于危险境

具，使他们能轻松获得知识，进行跨部门甚至打破

地。濒临倒闭的企业无法成为好邻居、好雇主和好

公司围墙开展合作。

公民。更糟的是，如果企业无法实现盈利，它们将

企业那些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全身心投入，决定了企

给员工带来巨大的伤害，将本应自己承担的社会保

业继续繁荣还是停滞不前。吸引和发展人才将是企

障责任转移给社会。

业、地区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尽管技术已经来到

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的 CEO 们却继续拿着比普通
员工 300 倍以上的薪酬，这是无法接受的。必须重
新建立信任。
从规模效率到规模学习
不管产生了多少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但是创新管
理实践的规模化和广泛应用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员
工、供应链合作伙伴以及公司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其
他参与者的创新能量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反

我们的身边，但是聚焦员工、发挥其特长依然是最
重要的管理责职。
管理是人文艺术
要实现这样的愿景，组织在注重技术的同时必须更
加突出人文因素。几乎任何专家都可以被“专家系
统”所替代这样简单化的观点并没有考虑人的最重
要能力，如直觉、创造力和移情。认为知识是客观
的、与人性无关，这一想法非常幼稚；事实上，知
识取决于创造者和应用者的价值观。

而因为盲目的流程和等级森严的层级制度而受到了
极大的压制。

德鲁克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将管理视为人文
艺术。在他看来，管理涉及知识基础、自我认知、

事实上，数字技术发展使非生产企业实行泰勒主义
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约翰 • 黑格尔三世 (John Hagel III) 和约翰 • 西里 •
布朗 (John Seely Brown) 是德勤领先创新中心的联
合董事长。他们描绘了组织如何从规模效率向规模
学习转型。
规模学习与正规的课堂学习没有多大关联，它基于
持续的经验、项目和组织各个层面的活动。其中的
关键是是将学习与整个组织的价值创造和知识分享

2:1
仅有 13% 的员工真正
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
愿意每天投入自己的
情感，努力为组织创造
价值。与此相反，几乎
一倍以上的人对组织
是负面的，甚至可能
是敌对的

智慧和领导力，因此首先是人文；同时管理也是实
践和应用，因此也是艺术。
管理者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心理学、
哲学、经济学、历史、物理和商业伦理）汲取知识
和智慧。但是他们必须聚焦与经营效率和经营结果
相关的知识。
对于管理教育机构而言，如果它们不希望变成更
加专业的工程类学校，那么这是它们应该认真考
虑的事。

联系在一起。企业社交媒体与传统的沟通渠道共同
为规模学习提供了新的架构。

第二次复兴？
在一个技术和技术专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

以人为本的模式

重新发现人类的本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事实

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它既可以向下实现

上，如果我们希望从“第二次机器时代”受益，

进一步的效率提升和成本削减，也可以向上启动创

我们还需要德鲁克提出的基于人文和知识的第

新之路。它可以通过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替代人力。

二次复兴。第二次机器时代这一概念是由麻省

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只要可能许多组织都将采用

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埃里克 • 布林约尔松 (Erik

技术替代人力。但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将引起社

Brynjolfsson) 和安德鲁 • 麦克菲 (Andrew McAfee)

会和经济的螺旋式下降。

最早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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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们将面临技术至上的风险：技术成为新的信
念，技术专家将成为新的主人，决定我们每个人的
命运。在技术驱动型世界，财务技术专家的所作所
为我们也许无需作进一步的评论。

如果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新的技术和政府合理的
政策和法规支撑下，组织可以建立知识、沟通和合作的新
架构。我们可以引发一场创新与价值创造的海啸

同样，“超人主义”信奉者似乎也没有将人的生存
基础和独特性联系起来。
加拿大多伦多罗特曼管理学院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前院长罗杰 • 马丁 (Roger Martin) 在
其著作《商业设计》(The Design of Business) 中讨
论了知识漏斗以及从神秘到启发再到运算的过程，
但是他并不是说世界正在变成越来越程序化。科学
进步表明，每一次新的发现和每一次新的运算都打
开了新的神秘。我们探索越深，打开的神秘也越多。
创新海啸
人类精神与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强大的技术（仍

10%
就员工的创意、创造
力、动力和投入而言，
释放 10% 就意味着我
们朝着创新、价值创
造和世界繁荣前进了
一大步

这一潜在的价值哪怕只释放 10%，就意味着我们朝
着创新、价值创造和世界繁荣前进了一大步。根据
盖洛普调查，美国工人由于工作没有全身心投入而
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5000 亿美元。
如果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新的技术和政府
合理的政策和法规支撑下，组织可以建立知识、沟
通和合作的新架构。我们可以引发一场创新与价值
创造的海啸。

5 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典型案例。同时它也
表明了卓越的管理实践可以将最前沿的技术和致力
于改善人类条件结合在一起。
伟大的转型正在实现的过程中
伟大的转型不会一蹴而就，不会一夜之间完成。然

用现有的管理知识。那些基于以人为本世界观的管

想一下今天许多组织存在的难以置信的浪费，我们

加以解决。

意义。这是先进技术服务人类最基本需求（印度有

而，我们已经处于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应

处于应用的初期）相结合，将产生无法想象的结果。

如何充分发挥员工的创意、创造力、动力和投入来

这一项目对印度和整个发展中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

理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中包括彼

12 亿
印孚瑟斯有一个项目
是向印度的 12 亿人口
提供防伪技术的身份
证。仅仅五年时间就有
超过 6.5 亿人申请了这
一在线认证的生物识别
身份证

得 • 德鲁克、亨利 • 明茨伯格、查尔斯 • 汉迪和普
拉哈拉德。
在他们基础上，符合我们时代的许多新的管理思想
和方法不断涌现。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
前行的方向。我们可以脚踏实地朝着伟大的转型而
不断努力，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敞开
胸怀拥抱技术的同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珍视我
们的文化、历史、精神以及自我实现的不懈追求。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揭
示了在短期内实现伟大而深刻的转型的巨大潜力。
印度印孚瑟斯 (Infosys) 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南丹 • 尼
尔卡尼 (Nandan Nilekani)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
曾经领导的一个项目是向印度的 12 亿人口提供防
伪技术的身份证。仅仅五年时间就有超过 6.5 亿人
申请了这一在线认证的生物识别身份证，可通用于
社会福利、银行服务和劳动力市场。

更多信息

2014 年 11 月 13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第六届德鲁克论坛已经将伟大的
转型确定为大会主题。
有关作者

理查德 • 斯特劳布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企业服务与欧盟事务部主任、
德鲁克欧洲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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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14 日

科学厅
Aula der wissenschaften

向

繁

荣

之

路

克莱顿 • 克里斯滕森 (Clayton Christense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教授
斯蒂夫 • 邓宁 (Steve Denning)，Scrum Alliance 公司董事会成员，《福布斯》杂志特约撰稿人
伊夫 • 道斯 (Yves Doz)，法国 INSEAD 商学院技术创新学教授
潘卡吉 • 盖莫瓦特 (Pankaj Ghemawat)，西班牙 IESE 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
约翰 • 黑格尔三世 (John Hagel III)，德勤咨询公司董事，德勤领先创新中心联席主席
盖里 • 哈梅尔 (Gary Hamel)，管理专家、咨询顾问、MIX 联合创始人、伦敦商学院教授
杰夫 • 霍夫曼 (Jeff Hoffman)，创业家、Priceline.com 联合创始人
赫米尼亚 • 伊巴拉 (Herminia Ibarra)，法国 INSEAD 商学院领导力与学习教授、组织行为学教授
阿迪 • 伊格纳迪亚斯 (Adi Ignatius)，《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主编
罗杰 • 马丁 (Roger L. Martin)，加拿大罗特曼管理学院学术主任
奈洛菲尔 • 莫庆特 (Nilofer Merchant)，作家
马克 • 美林尔 (Marc Merrill)，Riot 游戏公司总裁兼联合创始人
维尼特 • 那亚尔 (Vineet Nayar)，HCL 技术公司副董事长
马丁 • 沃尔夫 (Martin Wolf)，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哈佛商业评论》

德鲁克学院

《金融时报》

改变工作世界

特百惠

克莱蒙研究生大学

信任

凯捷
咨 询 、 技 术 、 外 包

2014

第六届
全球
德鲁克论坛
www.drucker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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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美丽的新校园标志着维也纳经贸大学对未来的承诺，
伊瓦 • 麦尔 (Eva Male) 说

维也纳经贸
大学的新校园

建设未来

图书馆与学习中心
大学新校园的中心是图书馆与学习中心
由 Zaha Hadid 建筑事务所设计

维也纳经贸大学的新校园

作者：伊瓦 • 麦尔 (Eva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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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现代商业和经
济大学的使命和任务是什么？都市校园
需要承担何种功能？

这些问题是维也纳经贸大学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在考虑搬迁新校园时必

115
维也纳经贸大学新校
园项目于 2007 年启
动，2009 年破土动工，
2013 年 10 月初正式落
成 —— 就在同一周维
也纳大学迎来了 115 周
年华诞

须回答的问题。对于维也纳经贸大学而言，新校园
建设意味着从零开始，而不是在原有的旧址上进行
翻修。
维也纳经贸大学新校园项目于 2007 年启动，2009
年破土动工，2013 年 10 月初正式落成 —— 就在
同一周维也纳大学迎来了 115 周年华诞。新校园建
设按时完成，并且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新校园落成后的第一个学年即将结束，她经受住了
考验。
规划和设计阶段的愿景和想法现在已经落实。新校
园不仅为师生员工提供了宽敞的教学环境和先进的
设施，同时她也已成为非学术访问者的集聚地，吸
引了大量游客和当地居民。孩子在嬉闹，大人在打
球或者悠闲地享受阳光 —— 维也纳经贸大学新校
园欢迎每一个人。
维也纳经贸大学新校园不仅仅是开展学术研究和教
学、学习实际技能的场所，她同时也是社会、文化
和政治生活的新空间。这是实现维也纳经贸大学作
为一所现代化大学愿景的具体体现。
新校园建筑的基本原则反映了维也纳经贸大学秉持
的价值观：多元性、创新和国际化。
作为一所公立大学，维也纳经贸大学履行了自己的
责任，用经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的理念打造了一
座现代化的校园。在建设新校园的过程中，我们的
建筑设计完全基于我们对未来大学的理念。
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大学新校园的心脏是图书馆与学习中心，这是由
Zaha Hadid 建筑事务所设计。这座恢宏的建筑是
维也纳经贸大学凸显其研究与教学重要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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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园规划时优先考虑的重点是如何为师生员工创
造一个有利于学习、工作和交流的环境。新落成的
校园无疑实现了这一设计理念，可以提供大量的交
流和社交的机会。
六座建筑综合体共有 5.5 万平方公共开放空间。新
校园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全年 365 天开放。
围墙或栏栅不符合我们的开放校园理念和愿景。
维也纳经贸大学对非学术的“外部世界”持开放的
态度，与此同时它也希望对所在的城市维也纳以及

所有其他建筑都是基于这一核心元素进行概念化设
计和建设。
图书馆与学习中心周围是五栋综合体建筑，包括教
学中心，大多数学术报告厅都设在教学中心内。教
学中心主要提供给本科生使用。硕士课程分布在各

3000
学生学习场所增加到
3000 个，是原有校园
的三倍

整个奥地利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所国际知名的建筑事务所参与了新校园的设计，
它们代表了国际与开放的精神，这是一所现代大学
的重要标志。

个系科独立的教学楼。而高层经理大楼主要为继续

校园建筑的多元性也反映了维也纳经贸大学在学

教育和终身学习课程提供服务。

科、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包容兼蓄。过于强调

这些建筑和各自的功能反映了维也纳经贸大学三个
层次的教学和研究。这也是它在 2007 年开始实施
“博洛尼亚进程”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维也纳经贸大学以系科为单位设置的组织架构也是
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过去，每个系科下设的研究院
和研究中心分散在不同的地点。而现在它们都集中
在四座系科楼，这为学生和老师的生活提供了更多
的便利。
但是，这远远不是新校园带来的所有改进。所有房
间都有自然采光，而报告厅内的教学设施十分先进，
包括电子白板。学生学习场所增加到 3000 个，是
原有校园的三倍。
这些学习场所分布在专设的自习区和项目讨论室，
教职人员和学生都可以提前预约。它们能满足不同
的需求，既能提供安静的学习环境，也能为项目小
组讨论营造友好的氛围。
将这些学习场所设计成新校园最吸引人的区域可谓
是匠心独运。

一致性以及一成不变的思维对任何一所大学都是
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大学必须鼓励和培育多元性文
化，这是大学繁荣之所在。

维也纳经贸大学的新校园

55
六座建筑综合体共有
5.5 万平方公共开放空
间。新校园每天 24 小
时、每周 7 天、全年
365 天开放

作者：伊瓦 • 麦尔 (Eva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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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园的六座建筑风格迥异，但是他们都基于相同

在新校园设计过程中我们不仅确保遵循相关的法律

的技术理念，在建筑施工、能源供应、通风和卫生

法规，还学习最佳实践案例。维也纳经贸大学希望

设施方面都采用了统一标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 在所有方面。

整个校园遵循“绿色建筑”理念而设计。70% 的能

在努力提升建筑、设施和设备质量的同时，搬迁新

源利用地热获得。建筑施工中全部采用耐用材料，

校园这一举措也推动维也纳经贸大学重新思考自己

降低生命周期成本。

的定位和活动 —— 这一过程对任何一所现代经贸

“绿色校园”特色还包括节能外墙材料和技术设备、

大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再生能源材料等等。在采购这些建筑材料时尽量照

在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世界，我们再也

顾当地企业。所有大楼都安装了热回收系统（效率

无法采用旧的经济决策流程，只考虑短期、一国利

高达 75%）以及感应照明系统。维也纳经贸大学还

益，使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处在贫困和饥饿中。我们

实施了新的绿色信息技术战略，包括数据中心热回

必须站在更高的高度，必须从全球视角出发。

收系统。
基于这些建筑特色，维也纳经贸大学新校园将重点
放在当今社会和政治辩论最激烈的话题：可持续发
展。维也纳经贸大学在教学、研究和管理等方面积
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 这既是需要也是信念。
几个月前，维也纳经贸大学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心，这是它践行这一信念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
维也纳经贸大学新校园另一大特色是无障碍通行。
所有报告厅都安装了残疾人士专用设施，所有区域
都能轮椅通行，而对于视力障碍人群，新校园也特

维也纳经贸大学以培养社会和商界领袖为己任，促
进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我们的责任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维也纳经贸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广受
欢迎的课程“未来商业”，以及全英文教学跨学科
硕士课程 —— 社会生态经济学与政策，帮助学生
掌握驾驭不同理论和学科的技能与知识，分析和解
决未来面临的重要问题。
除了传统的商业和管理技能，维也纳经贸大学也探
讨对当今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包括老龄
化、人口特征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研究。

别安装了触觉引导系统。
综上所述，维也纳经贸大学正在遵循以下四条基本
原则重新定位活动：
•

对新经济和经济发展作出持续贡献

•

鼓励用多元性视角看待商业、社会和经济

•

培养国际和开放态度对待学术、交流和商业
实践

•

推动创新思维，应用新的方法处理 21 世纪的商
业和经济现象

有关作者

伊瓦 • 麦尔是维也纳经贸大学负责媒体关系的专员。她曾为一家奥地利日
报 Die Presse 工作过，多年担任驻华盛顿和柏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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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年 5 月十多位商学院院长和公司学习
与发展专家聚首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布鲁
塞尔总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

推动变革，使管理教育更好地服务处在转型中的
世界？
基于 50+20 愿景“为世界重塑管理教育”，他们为
商学院、其他教育提供者以及企业大学领导者规划
了共同的路线和课程，并向全球同行发出呼吁，在
教育和商业领域积极探索责任变革。
距布鲁塞尔会议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首届“管
理教育创新课程”(Management Education
Innovation Cohort) 正式启动，来自 16 家机构的
18 个代表（参见第 26 页文框）正在积极推动三个
实践项目（详见下文），帮助实现管理教育转型，
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为世界重塑管理教育
约翰 • 诺斯 (John North) 和安德斯 • 埃斯普林 (Anders
Aspling) 为我们带来首届全球责任领导力项目 (GRLI) 管理
教育创新课程的详细报道

创新在行动：为世界重塑管理教育

作者：约翰 • 诺斯 (John North) 和安德斯 • 埃斯普林 (Anders As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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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反映了商学院需要对解决社会挑战作出应

这些变化预示着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应
该成为商学院价值和战略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应该体现在日常活动中

有的贡献，并且在任何时候成为“好公民”。这对
于商学院的战略和组织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然而，紧接的问题是如何解读这些新的标准，商业
伦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有哪些内涵，我们如
何定义和衡量取得的进展？
创新课程设立了价值行动项目小组，用欧洲管理发
展基金会 EQUIS（欧洲质量改进系统）认证体系作
为参照点，评估认证在培养全球社会公民、推动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和潜力。
目前项目小组正在着手制订相应的指导原则，建立
绩效评估标杆。创新课程学员将把这些建议带回自

项目 1
利用认证推动变革
将商业伦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融入商学院的
每一个领域和层面，并且积极评估其影响，这是当
今管理教育面临的持续挑战。

己的商学院，作为自身战略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实
现和超越新的标准。
此外项目小组还希望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将商业伦
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融入商学院背后的逻辑
和动因，聚焦“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一战略层
面而不是“如何做”这样的操作层面。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和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AACSB) 分别在 2013 年对认证标准进行了修正，
要求将商业伦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融入商业
和管理教育的每一个领域和层面。
这些变化预示着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应该成为商学
院价值和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体现在日常
活动中。

最后，项目小组也要总结商学院的最佳实践，鼓励
商学院和同行评审小组探讨在应用商业伦理、社会
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这一新标准时的体会。
下列问题是指导价值行动项目小组开展工作的
原则：
•

从战略和系统两个层面融入商业伦理、社会责任
和可持续发展标准将给商学院带来什么价值？

•

评估商业伦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对商学
院影响以及商学院相应绩效的合适方法和工具

管理教育创新课程正在积极推动三个实
践项目，帮助实现管理教育转型，从而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是什么？
•

在采用新标准的各个不同领域，什么是商学院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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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

项目 3

激励教授领导变革

从“贤能者”到同行学习

这一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框架，激励教授将社会

创新课程的第三个小组认识到，在目前的学习机构

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融入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中。

和方法中仍有没有得到解决或满足的学习和发展需

商学院和商业课程的变革推动者可以在自己的环境

求。这一项目旨在帮助学生、商学院和商业实务者

中使用这一框架。

通过在线学习实验，探索下列挑战：

在制订框架过程中，创新课程学员调查自己组织对 “想一想你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长期问题：管理教育
下列问题的理解：

如何满足 21 世纪的世界对社会和环境的需求？你

哪些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相关的内容出现在

需要学习或理解哪些在你目前的学习环境中无法学

教学中？

到的东西？”

•

这些内容是如何开展教学的？

该项目希望推动建立创新学习环境，鼓励和帮助新

•

在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相关的内容教学

一代领袖找到通向未来之路。为此，它确定了以下

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一些具体目标：

什么能帮助和激励教授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

•

•

•

界的管理决策

责任相关的内容教学？
•

查找目前学习中的差距，如何作出真正有利于世

我们如何设计教学方法、作业和学生绩效评估标

•

利用先进技术探索合作学习的新形式

准，支持教授将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融入自己

•

从教育和商界对话中建立联系、分享学习

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中？

通过创造建立联系、探索各种思想的空间，该项目
帮助参与者共同建立自己的学习日程，发现自己的
利益，其中包括：

同行学习项目一直在积极尝试利用谷歌
群聊工具 Hang Out 与不同背景的人建
立联系，他们中包括商业领袖、咨询顾
问、学者和学生，鼓励每一个参与者通

•

了解对共同的学习日程有哪些不同的视角

•

学习其他人在自己的环境中是如何处理这些
问题的

•

与组织外部建立互利的联系

同行学习项目一直在积极尝试利用谷歌群聊工具
Hang Out 与不同背景的人建立联系，他们中包括
商业领袖、咨询顾问、学者和学生，鼓励每一个参

过不同的学习方法探索和解决各自面临

与者通过不同的学习方法探索和解决各自面临的

的挑战

挑战。
迄今为止探讨的主题涉及范围很广：从年轻人如何
使用社交媒体开展合作业务到利用跨文化意识和专
长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企业。
这些讨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个参与者都愿意认真
倾听和理解各自不同的经验和视角。他们带来的是
基于各自价值的独特经验，因此，每个人都表现出
高涨的学习和参与热情。

创新在行动：为世界重塑管理教育

作者：约翰 • 诺斯 (John North) 和安德斯 • 埃斯普林 (Anders As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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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课程指导
管理教育创新课程以参与者为中心，它基于全人
学习 (whole person learning) 与 U 理论相结合的
框架，并且得到了全球责任领导力项目的核心成
员尼克 • 艾勒比 (Nick Ellerby)、克莱尔 • 麦克斯
维尔 (Claire Maxwell)、安德斯 • 埃斯普林和约翰 •
诺斯等人的悉心指导。与此同时，管理教育创新
课程也是基于 50+20 愿景和全球责任领导力项目
在发展独特的学习引导和方法方面十多年的经验
而开设的。
管理教育创新课程采用与责任行动社会和全球责任
领导力项目相同的指导原则。人们从最初就达成共
识，课程需要回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我 们 支 持
为世界重塑

•

结果导向 —— 课程能否产生有形的结果？

•

长期影响 —— 课程能否持续影响全球责任

管理教育

领导者以及他们的实践？
•

独特性 —— 能否完成其他地方无法完成的事情？

基于这些标准管理教育创新课程决定关注以下几个
问题：
•

鼓励通过创新实现发展

•

调动集体和个人潜力

•

采用能同时提供安全和自由的学习方法

•

作好准备，将自己变成变革的工具

这一方法的背后是我们希望在个人、组织和系统层
面培养全球责任领导力和实践，或者说通过“我”、
“我们”和“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实现这一共
同目标。
与此同时，指导小组正在探索能确保未来管理教育
创新课程能持续发展的原则。一种普遍的感受是，
这里所做的一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创
新课程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真正有效
的同行学习形式。

10
创新课程是基于 50+20
愿景和全球责任领导力
项目在发展独特的学习
引导和方法方面十多年
的经验而开设的

一种普遍的感受是，这里所做的一切在其
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创新课程代表
着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真正有效的
同行学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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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管理教育创新课程学员：
安德斯 • 桑道夫 (Anders Sandoff)，哥德堡大学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商业、经济与法律学院
查尔斯 • 赵 (Charles Cho)，埃塞克 (ESSEC) 商学院
丹尼尔 • 塞拉 (Daniel Sarra)，庞培法布拉大学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巴塞罗那管理学院
伊迪斯 • 里迪奇 (Edith Littich)，维也纳经贸大学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首届创新课程之旅

弗朗西斯科 • 罗拉尼 (Francesco Rullani)，路易斯大学
(LUISS University) 路易斯管理学院

在课程一开始，代表 16 所院校的 18 名学员首先描

格雷汉姆 • 博艾德 (Graham Boyd)，学习转换系统

述了各自希望作出的贡献以及想从课程中得到的收

(Learning Transfer Systems)

获。很明显，这是一群真正致力于变革的推动者，

莱迪西亚 • 格雷林 (Leticia Greyling)，罗德斯大学
(Rhodes University) 罗德斯商学院

他们愿意全身心投入到共同学习和共同创造中。

马克 • 雷诺 (Mark Reno)，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
(Western University – Ivey Business School)

2013 年 10 月在瑞士圣加仑大学 (University of St

Mary Godfrey, Bettys & Taylors Group

Gallen) 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期间，学员自行组织起
来，成立了三个工作组或项目组。
而在 2014 年 1 月在纽约举办的第二次会议上，创
新课程学员在新学院（位于纽约州，1919 年成立）
的师生陪同下现场参观了五个社区参与创新项目。
这些项目尝试解决各种地方挑战 —— 得不到服务
的社区如何获得新鲜食品、经营食品运输车业务雇

玛丽 • 戈德弗雷 (Mary Godfrey)，

18
在课程一开始，代表
16 所院校的 18 名学员
首先描述了各自希望作
出的贡献以及想从课程
中得到的收获

Bettys & Taylors 集团
玛丽 • 沃特森 (Mary Watson)，
新学院 (The New School)
马修斯 • 福肯斯坦恩，路易斯大学 (LUISS University)
路易斯管理学院
奥利维拉 • 布莱宁克梅基尔 (Olivier Brenninkmeijer)，
洛桑商学院
菲利普 • 奥利根 (Philip O’Regan)，利莫瑞克大学凯
米商学院 (University of Limerick – Kemmy Business
School )

佣曾失足的青年、修建布鲁克林因桑迪飓风而被毁

鲁道夫 • 穆勒 (Rudolf Müller)，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损的房屋、重新思考青少年司法系统等等。

(Maastricht University) 经济与管理学院
萨图 • 纳迪 (Satu Nätti)，奥卢大学 (University of

第三次会议于今年三月在芬兰 Oulu 商学院举行。

Oulu) 奥卢商学院

本次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课程的目标意识，使课程学

希拉 • 基里安 (Sheila Killian)，
利莫瑞克大学凯米商学院

员更深刻地意识到，改变管理教育的内容、方法和

赛比尔 • 谢夫曼 (Sybille Schiffmann)，普莱茅斯大学

影响需要合作“行动库”(do-tank)。

(University of Plymouth) 普莱茅斯商学院
托马斯 • 戴利克 (Thomas Dyllick)，圣加仑大学

迄今为止的学习之旅或许用课程学员、巴塞罗那管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理学院（也是今年六月第四次或者最后一次会议的

如需了解创新课程和学员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50plus20.org/ic2014

举办地）院长丹尼尔 • 塞拉 (Daniel Serra) 的话来
总结再合适不过了，“我正在逐渐意识到，创新不
在于我，而在于我们服务的人。”

现在申请参加第二届管理教育创新课程
第二届管理教育创新课程将在设计和运营两个层面充分利用首届课程获得的
相关经验和知识。注重学习流程、学习结果、学习成果的火炬将传递。
有关作者

有兴趣参加第二届创新课程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学院成员，可以联系

本文基于首届管理教育创新课程全体学员的体验和反馈

约翰 • 诺斯：john.north@grli.org.

安德斯
与管理学院教授。约翰 • 诺斯是全球责任领导力项目主管。

本课程计划于 2014 年第三季度开学。

• 埃斯普林是全球责任领导力项目秘书长、中国上海同济大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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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系

|

分享知识

|

扩大影响

全球商学院网络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联合举办非洲会议
由 GIMPA 承办

特定背景下的质量
发展中世界的管理教育

如何定义发展中世界的管理教育“质量”?
探讨学生、企业、政府和国家面临的现实，
如何提供他们所需的管理教育。

2014 年 11 月 4-5 日
阿克拉，加纳
2014 年 11 月 3 日：全球商学院网络年度成
员会议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认证研讨会，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非洲校园
更多信息：
www.efmd.org/africa
www.gbsnonline.org/africa2014

赞助：
高盛

万
人
妇女计划

管理专业研究生
入学考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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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将学生培养成企业家？里基 • 摩尔 (Rickie Moore) 分享其观点

不确定性和‘创业思维’

不确定性和创业思维

作者：里基 • 摩尔 (Rickie Moor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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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创业革命正在席卷全球。根据报道，
今天 90% 的就业岗位是由企业家提供
的。与过去相比，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

的话，那么近年来维持全球经济发展的恰恰是那些
企业家而不是中央银行和政府。
正当欠发达经济体努力向全球经济强国转变的过
程中，像马克 • 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和
杰克 • 多西 (Jack Dorsey) 这样的个人正在乘浪前
进，将他们在大学时代的创意带给全球亿万观众。
今天，有许多正在实施的项目唤醒了全球公民和企

不确定性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创业机会提供了最

业的创业之心。从行动自由到创造和创新之需，今

好的背景。

天的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创业精神。
作为经济生态系统中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和贡献者，

有两种学派对这一现象如何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

商学院在培养企业家和未来商业领袖的创业能力
方面应该发挥关键核心作用。

机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企业家在现有市场能发现
自己可以填补的空隙

•

机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企业家能基于自己的能力

虽然创业不一定需要大学教育（如理查德 • 布兰森、

在现有市场创造空隙，从而提供附加值更高的产

迈克尔 • 戴尔、比尔 • 盖茨、大卫 • 格芬或斯蒂夫 •

品或服务

乔布斯等），但是上商学院学习如何创业将带来截
然不同的结果。

伴随不确定性而来的是不安全感（有许多的问题和
疑问）和不稳定性（随着价值的重新定义将产生新

商学院能提供你向身经百战的企业家学习的机会， 的思想），可预见性被概率所取代。因此，创业活
使你受益于丰富的人才、资源、关系和商学院

动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三个阶段：确定机会（出现

环境。

或创造）、评估机会（分析和评估）和追求机会

经济学家弗兰克 • 奈特 (Frank Knight) 有关创业在

（组织和实施解决方案）。

现代企业中的作用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对于任何一所旨在培养企业家的商学院而言，首要

解“不确定性”现象。

的挑战是如何培养学生合适的创业思维，帮助他们

不确定性也是构成所有创业活动的主要特征之一。
创业结果有三种情形：事前预知且最终将实现；
事前无法预知但最终实现；事前预知但最终未

追求创业机会。
•

你是否提供了最好的创业学教育？

•

你如何培养合适的创业心态，克服培养创业精神
和理想的障碍？

实现。
•

90%
根据报道，今天 90% 的
就业岗位是企业家提供
的。与过去相比，如果要
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
近年来维持全球经济发展
的恰恰是那些企业家而不
是中央银行和政府

你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创业行为，提供重要
的技能、人才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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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环境和资源是关键因素，但是培养创业思维的
钥匙在于教学方法。我们需要的方法是能确保学生
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感到舒适，能寻找和把握那些
诱人的机会。
在法国里昂商学院，我在教学中采用三个总体原则
—— 接触（包括案例）、探索和鼓励。我要求学生
在学习中必须运用经验和实验两种方法。
在商学院环境中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到企业家。学生
与当地的楷模和处于不同创业阶段的企业家进行
互动，通过我们的课程和项目我们鼓励学生克服心
理障碍，张开双臂热情拥抱创业。
创业学教育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我们的商业孵化器，
这是欧洲最早设立的孵化器。通过孵化器成立的企
业有 90% 存活率超过五年。里昂商学院设立孵化
器以来共推出了 1100 个项目，注册企业超过 800
家，创造了 20000 个就业岗位。
我们看到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包括 Verycook 公司，
其法国创始人亚历山大 • 卡尔 (Alexandre Carre)
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设计和销售铁板和烧烤。
阿诺德 • 菲林 (Arnold Ferlin) 和雷诺 • 马林 (Renaud
Marin) 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Anastom Surgical”
的联合创始人。他们是在几年前就读 MBA 时认识
的。基于 UroLink 他们开发了一种新技术，这是一
种独特的环形缝合设备，可以协助外科医生进行前
列腺癌手术。
朱利安 • 吉莱 —— 道宾 (Jullien Gillet-Daubin) 联
合吉勒斯 • 德维尔斯 (Gilles Devillers) 和尼古拉斯 •
弗雷 (Nicolas Foray) 创办了 Neolys 诊断公司，开
发了两种高度创新的诊断测试，帮助放射肿瘤医生
为实体瘤患者定制放射治疗方案，因此提高了治疗
的有效性，降低了次优方案或放射的负面风险和
后果。

我们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创业，
学会在不确定性环境和没有任何成功
把握的情形中进行决策

不确定性和创业思维

作者：里基 • 摩尔 (Rickie 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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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受益于学校丰富的资源（教

20000

授、基础设施、校友等）和广泛的网络（企业合
作伙伴、专家机构等）。我们努力培养他们的自信，

里昂商学院设立孵化
器以来共推出了 1100
个项目，注册企业超
过 800 家，创造了
20000 个就业岗位

指导他们创业。
有了这样的“第二天性”，毕业生就能在不确定和
不可预知的环境下寻找高潜力的机会 —— 而且在
追求这些机会、寻找问题解决方案时更加轻松和
自信。
然而，培养“第二天性”并非闲庭信步。并不是所
有人都能接受创业和不确定性，这里会涉及许多的
风险。
从一开始，学生在组建项目小组时就必须带上各自
令人兴奋的商业点子进行评估。一些点子可能会被
抛弃，而原来的发起人也可能成为追随者。
没有学生陷入失望，我们鼓励他们从中汲取经验，
不断提升技能，打磨自己的论点。当学生开始将自
己的点子逐步转化成可行的机会时，我们会不断地
DOZ.com 是一家由安吉 • 伊斯梅尔 (Anji Ismail)

提出挑战，将他们赶出舒适区。

和法欧兹 • 艾尔 • 亚古毕 (Faouzi El Yagoubi) 联合

一些学生并不适应这样的教学方法。对于有些人而

创办的在线营销平台公司。他们俩来自不同的商

言，这样的学习经历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旅程，而对

学院。安吉来自里昂商学院，而亚古毕来自我们

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意味着不稳定和威胁。此外，成

的交换学校巴黎理工大学。他们俩在课堂中相识，

功不是必然的。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创

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采用精选内容的创新方法，

业，学会在不确定性环境和没有任何成功把握的情

DOZ 帮助企业如何借助 30 多个国家的当地企业和

形中进行决策。

专家进行品牌推广。
学校鼓励学生利用自己过去的经验（以及他人的经

90%
创业学教育的一个核心要
素是我们的商业孵化器，
这是欧洲最早设立的孵化
器。通过孵化器成立的企
业有 90% 存活率超过五年

验）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潜在问题。
接下来，他们需要试验新的方法找到解决方案 ——
通常因自己的挫折、学习挑战或同学的知识而受到
鼓舞。

考核学生表现的门槛非常高。
里昂商学院是“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 的
积极倡导者和专家。我们鼓励每个学生必须对自己
的发展承担责任，即使是小组项目也不例外。
教学中采用的案例研究使学生身临其境站在企业
家角度考虑问题。在学生作出选择时我们非常强调

最后，学校鼓励他们探索新的机会、创造新的市场 “你自己干”。这种现场式体验学习使学生能充分认
—— 如果没有商学院这张安全网、没有同学和老
师的支持也许他们一辈子不可能去尝试。

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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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行为和推理变化，什么时候
发生认知转变，我们可以看到灯泡亮着。
在其他学科和环境中，学生更多站在消费者的位
置，是被服务的对象。而在创业学课程中，他们会
发现自己坐在驾驶室内，自己把握学习方向盘，自
己决定如何将知识应用于各自的项目中。
在那些总是或大多数时候能找到“正确”答案的学
科表现优异的学生必须学习如何为自己的小组和
项目抓住创业机会。
我们很快就能分辨哪些学生喜爱风险，哪些学生规
避风险，哪些学生抵制风险。我们要求学生“理清
思路”，“重新设计商业和流程”。他们需要创新力
和创造力。不稳定和不安全是创业的内在特征，这
就注定了创业之旅不会是平坦的，与最初的想象有
天壤之别。
里昂商学院的 MBA 学生必须亲力亲为 —— 他们
需要去创业，需要拥抱风险、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就像“真正的”企业家一样。
坐在教室的电脑屏前，光想着如何成为企业家而不
去动手实践，或者认为自己受过良好教育或很聪明
所以一定会成功，这好比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
我在”。

但是，这样的创业方式可能导致设计的产品和服
务仅仅满足“创意者”自身，而并非是消费者所
需的。
通过阅读学习是一回事，但是你可以从实践中学到
更多的东西。当学生将自己的点子转化成现实时，
他们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满足感。转型之路是创业
学习最丰富、最全面的途径。
此外，当学生自己日后成为商业领袖和管理者时，
他们需要领导和经营创业组织。因此从学生时代开
始他们就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创业从本质而言就是把握自己，把握机会，把握
企业。
“与我们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这种普遍的认知是正确的。商学院的责任就是帮助
学生充分挖掘隐藏的潜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我们需要赋予他们永远的能力。
我并没有将自己的学生视为需要填满的容器，而是

创业从本质而言就是把握自己，把握机会，
把握企业

整装待发的引擎。我的任务就是提供点火。创业学
的本质就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帮助他们追逐梦想、
实现梦想。

有关作者

里基 • 摩尔是美国创业学教授，也是法国里昂商学院国际 MBA 创业学课程
和活动的主要推手。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 MBA 排行榜上里昂商学院
位列“创业学”第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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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多少比例的校友失去了联系？
校友中有多少人积极参与您的活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联手 Graduway 公司
共同提高校友关系标准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成员均可享受 10% 的折扣优惠，而且无需任
何启动费用。

帮助提升校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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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企业
新
重

菲利普 • 德 • 伍特 (Philippe de Woot) 基于他最新出版的著作撰文指出，
经济行为越来越需要考虑商业伦理和政治性

重新思考企业

作者：菲利普 • 德 • 伍特 (Philippe de Woot)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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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我们这一时代发展的
主要趋势。无论经济和历史如何变化莫
测，这一趋势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发

动机。

企业作为经济和技术创造的最终代理人，

上世纪见证了科学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其中有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由于市场的力量

个重要因素。

和“看不见的手”，企业服务公共利益是

知识的积累和快速传播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泛、

不言而喻的。

更雄心勃勃的研究领域，而跨学科研究方法和信
息便利性又进一步催生了新的、更具创新的研究。
技术竞争现在已经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资助研
发的渠道。
许多秘密如今已被一一揭开，而在数十年前仍然是
无法想象的。我们发现了生命机制。我们已经找到
了有关宇宙起源的精确数字。我们已经发现了宇宙
的最初时刻，而且正在了解翩翩起舞的星星。
当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出现时，正是企业将它们
转化成产品和服务。通过掌握技术科学 (technoscience) 的工具，企业就能拥有其经济战略背后的
知识力量。
技术科学能不断提供新的机会和更强大的竞争武
器。因此它是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企业
是连接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主要中介。但是它是科学
进步的催化剂吗？
质疑企业的目的和推动其发展的模式就是质疑物质
文明、物质起源和模糊性。

自从文明诞生开始，这一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类。
希腊神话中有许多相关的讨论，认为物质文明是一
种创造冲动，但同时也引发了人类担忧：骄傲与恐
惧并存。在这些神话故事中，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在
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英雄 —— 该诅咒
的英雄。
如此看待物质文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人类作
为“短暂的生命”是否在掌握科技的同时而没有赋
予它积极的社会意义或更大的愿景？这一问题在许
多方面都超越了历史。
企业作为经济和技术创造的最终代理人，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相信由于市场的力量和“看不见的手”，
企业服务公共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事。市场经济无疑
是人类摆脱贫困实现社会进步的主要来源。许多领
导者认同这一制度，认为其总体利益大于损失。

当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出现时，
正是企业将它们转化成产品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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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经济增长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
糊。一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逐步将经济与商业伦
理和政治脱钩。
全球化、技术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管制的缺失
赋予了经济制度高度的自主性和前所未有的权力。
经济制度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运营：利润、竞争力、
市场份额。在全球管制缺失的前提下，这样的思想
和制度逐步成为主流，使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再关注
其他任何目的，只注重效率和活力。
在这一市场逻辑指引下，我们的发展模式开始变得
越来越模糊和自相矛盾。在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的模式也开始出现失控，
造成社会不公正和两极分化等诸多问题。
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
大，与此同时处于贫困的绝对人数也达到了历史最
高值。

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模式如果不
进行重大变革是否在政治上和伦理上依然可行？我
们甚至还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对过度经济行为是否
真的并非完全熟视无睹？对市场失灵是否真的无需

我们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
发达，与此同时我们的地球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模式是否真的并没有将我们引
入疯狂的境地？

威胁。
我们的模式产生的系统风险并非我们所愿，而且也
我们对经济治理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
烈，与此同时我们的政府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如
此力不从心。

很难衡量。虽然不在预料之外，但是其结果将威胁
社会和谐、现有规则和地球本身。我们身处一个高
风险的社会，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必须承担更多责
任，必须发明新的合作和治理模式。
21 世纪的挑战是巨大的：建立更加可持续发展的

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如此强大，与此同时处于贫困的绝对
人数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模式、保持市场和社会的开放性、在公共服务领域
注入更多创业精神、提振就业、振兴西方国家经济、
推动新兴国家的发展等等。
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去迎接前进道路
上的这些挑战呢？

重新思考企业

作者：菲利普 • 德 • 伍特 (Philippe de W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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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创业选择与那些已经觉醒的资本主义企业
合作，这些企业积极改变文化、履行社会责任。丰
富的创造力带来了新的企业形式，它突破了传统的
竞争形式，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和文化激励的源泉。
许多最具远见的企业已经开始这一进程。但是仅凭
其一己之力我们无法真正恢复经济活动的商业伦理

改变企业文化，企业可以成为有力的工具更好地
迎接 21 世纪面临的全球挑战。企业掌握了最重要
的资源，它需要承担应有的责任

和政治性。企业只是许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
府机构、社会力量和公民社会都应该为实现这一转
型作出应有的贡献。
真正的文化变革推动领导人重新思考三个主要商业
职能：推动创造力和创新力（企业家精神）、组织
和领导社区（领导力）以及服务公共利益（政治
才能）。

企业是我们经济体制的核心代理人。我们关注企业
的目的并非是把我们经济模式出现的过度和失灵问
题全部归咎于企业，而是描述企业在转型中可以发

本书的目的不是详细探讨这些职能，而是勾画可行
的变革之路，恢复经济的商业伦理和政治性。

挥的作用。
改变企业文化，企业可以成为有力的工具更好地迎
接 21 世纪面临的全球挑战。企业掌握了最重要的
资源，它需要承担应有的责任。
企业家精神、创造力和创新力是应对社会挑战的必
要手段。尽管当前的经济模式是造成偏离的主要原
因，但是企业从最广义上看能纠正其中的许多问题。
从问题着手，企业可以成为解决之道。
这一路径对于今天尤为现实，因为创造力、创新力
和创业精神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企业和市场范围。
全世界涌现了成千上万的解决方案：社会创业、社
会经济、公平贸易等等。这些信号标志着我们的创

图书信息

如需订购《重新思考企业：竞争性、技术和社会》，请登录网站
www. greenleaf- publishing. com
有关作者

业活动更加注重合作与责任。

菲利普 • 德 • 伍特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荣退教授，主讲的课程包括商
业政策、战略管理和商业伦理学。他曾在这些领域开展了许多跨学科研究，
至今仍十分活跃，致力于研究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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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商学院都宣称自己是国际化商学院。但事实真是
如此吗？安德鲁 • 克里斯普 (Andrew Crisp) 和乔安娜 •
赫西翁 (Joanne Hession) 为商学院和申请者提供评估
清单

根

据 CarringtonCrisp 公司最新
研究报告《洞见未来》(See
the Future)，参与调查的申请

人中有 68% 表示希望赴海外留学，
与此同时 89% 的管理者赞同“好的商业
教育应该帮助学生理解世界不同地区的
商业”。

68%
根据最新研究报告
《洞见未来》，参与调查的
申请人中有 68% 表示希望
赴海外留学…

很明显，国际化应该成为任何一所商学
院的元素，但是它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每一家商学院都希望国际化，那么
如何才能建立更强大的国际品牌，从激
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许多商学院的官方网站都竭力宣传自己
有多么的国际化、全球化、跨文化，但
是实际收效甚微。商学院的首要任务是
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在你的商

你的品牌

学院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长期以来，“国际化”要么意味着吸引
国际学生，要么意味着建立强大的国际
学术网络。许多商学院都会任命专职副
院长，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制订
相应的国际化战略。但是，这种对国际
化的片面狭窄的理解已经过时，再也无
法服务于商学院、教授尤其是学生的利
益了。

建立
国际品牌

建立国际品牌

作者：安德鲁 • 克里斯普 (Andrew Crisp) 和乔安娜 • 赫西翁 (Joanne H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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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认证能帮助商学院脱颖而出吗？

89%
…与此同时 89% 的管理者
赞同“好的商业教育应该
帮助学生理解世界不同
地区的商业”

对商学院建立国际品牌和国际声誉，认证当然具有
重要的影响力。
全球三大国际商学院认证机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AACSB) 和英国
MBA 联合会 (AMBA) 都意识到这一关键点：国际化
不在于商学院能成为什么，而在于商学院应该成为
什么。
这意味着商学院应该将国际化视为文化的一部分，
贯穿于每一个领域和每一项活动中。
国际化和认证
在发展 EQUIS（欧洲质量发展系统）和 EPAS（欧
洲课程认证系统）认证过程中，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寻求让商学院充分意识到在每一个层面的活动中
建立国际化文化的重要性。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将国际化作为贯彻每一项标准
的主线。因此，在描述机构环境时商学院应该讨论
其国际化战略和国际竞争定位。
商学院还应该就国际合作和国际影响力两个方面探
讨研究问题。因此在描述课程组合时商学院应该清
晰地勾画其课程设置将如何帮助学生为未来国际职
业发展积极准备。
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和英国 MBA 联合会也越来
越重视国际化，强调学生体验必须更好地为国际商
业市场作准备。申请这两项认证的商学院都需要认
真考虑国际化问题。

这意味着商学院应该将国际化视
为文化的一部分，贯穿于每一个
领域和每一项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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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的九个要素
很明显，商学院应该从更广义的视角来
看国际化问题。国际化包含九个要素，
商学院应该对照这九个要素审核目前的
活动。

学生
一个真正国际化的文化需要国际化的学
生组成。商学院学位课程中国际学生有
多少？进来和出去交换学生有多少？
同样重要的是，你如何支持这些国际

商学院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什么样的人
交往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除了
学术合作伙伴外，我们还有企业合作
伙伴

学生？

教授
学生应该培养超越狭隘的地区或国家商

课程设置

业观。你的师资队伍国际化程度如何？

展示国际化最重要的机会在课堂中。

按国籍划分你的师资队伍国际化比例有
多高？其中有多少人在国外长期学习或
生活过？有多少人参与过海外交流或受
聘访问教授？学校层面制订了哪些明确
的政策推动建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研究

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看到来自亚洲、非
洲、拉丁和南美，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案
例。学生希望未来就业的机会中包含国
际元素，因此需要掌握在国际化环境中
工作的技能和商业理解力。
商学院是否从系统上确保学生将获得国

商学院的研究中有多少面向国际市场？

际化教育，能在全球化的世界更好地生

有多少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或在

存和发展？是否所有课程都需要融入全

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有多少教授参与

球化和跨文化问题？课程是否采用国际

国际研究合作？有多少教授担任国际期

案例作为标准？是否采用国际教材？是

刊编委会成员？

否邀请过国际演讲嘉宾或国际团队？

国际合作伙伴

语言

许多商学院发展了大量的国际合作伙

英语能力被认为是重要的商业技能，但
伴。商学院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 是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元，其他语言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什么样的人交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课程教学采用什么
往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除了学术

语言？有多少学生学习其他语言课程？

合作伙伴外，我们还有企业合作伙伴。

学校提供多少种语言？入学要求对语言

号称国际化的商学院应该发展国际企业

能力设置多高的门槛？

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当地企业。你发展
的企业合作伙伴范围有多广？关系有多
深？合作的活动有哪些？

建立国际品牌

作者：安德鲁 • 克里斯普 (Andrew Crisp) 和乔安娜 • 赫西翁 (Joanne H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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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品牌
沟通商学院国际化特色的出发点是可靠
的数据：
•

学生或教授中有多少国籍？

•

哪些国际雇主招聘毕业生？

•

学生从什么地方获得工作机会？

但是，数据有时可以被操控，因此需要
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从学生、教
授和雇主对国际化的理解进行案例分
析，获得更加真实的数据。
在今天的市场营销中人们最常提问的一

治理
建立国际化文化需要高层管理团队对国

个问题是：“你的营销有多真实？”比起
那些公司营销口号，学生更愿意相信来
之同学和校友的真实信息。

际化的投入。它必须成为治理结构的一
部分。你如何在学校治理层面体现国际

国际学生在沟通商学院国际品牌时可以

元素？你是否设立了国际咨询委员会？

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影

你的高层管理团队是否受邀担任国际委

响申请人。用申请人的母语回答问题或

员会委员？

者至少在网站上提供欢迎信息，可以
使申请人感受到真实的国际化氛围和文

战略

化，可以帮助商学院提升其国际声誉。

对于任何一所提出国际化口号的商学院
而言，国际化战略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你是否制订了明确的国际化战略？你是
否清楚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是谁或者你
仅仅将自己看成是在国内竞争？你是否
监测并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国际声誉？

毕业生
或许展示一家商学院国际化程度最有效

你是否清楚自己的国际竞
争对手是谁或者你仅仅将
自己看成是在国内竞争？
你是否监测并致力于建立
自己的国际声誉？

的途径是看它的校友，有多少人在海外
就业或者在当地跨国企业就业。你是否
监测毕业生就业的情况以及就业中的国

对于许多商学院而言，对国际化的投入
将成为潜在的差异化竞争利器。国际认
证或许是商学院进行国际定位的手段之
一，但是对于建立强大的国际品牌这是
远远不够的。
国际化包含的九个因素可以帮助商学院
建立其真正的国际化文化。理解哪些国
际元素或者元素组合对你是合适的，这
是使国际化真正成为商学院品牌一部分
的关键。

际元素？

有关作者

安德鲁 • 克里斯普是 CarringtonCrisp 公司联合创始人，
也是《洞见未来》研究报告的主要撰稿人。如需了解更多
信息，请登录网站 www. carringtoncrisp. com 或通过邮件
发送至 andrew@ carringtoncrisp. com
乔安娜 • 赫西翁是 QED 认证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在过去
15 年，该公司为许多国际商学院提供认证流程服务。
详细信息，请登录 www. QEDAccreditationAdvisor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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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甜蜜一面

获得认证（和认证续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是
朱莉 • 佩林 • 哈洛特 (Julie Perrin Halot) 和
瑞秋儿 • 瓦尔斯 (Rachael Weiss) 认为，
认证能提供长期的回报

花街：认证的甜蜜一面

作者：朱莉 • 佩林 • 哈洛特 (Julie Perrin Halot) 和瑞秋儿 • 瓦尔斯 (Rachael 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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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学院争先恐后申请认证的竞赛似乎看不

认证制度化 —— 设立质量办公室

到任何失去动力的迹象。相反，进入第

每一家商学院都应该设立质量办公室，设立专业的

一次认证流程的商学院数量保持稳定，

团队 —— 其规模和职责取决于商学院的业务范围

而启动长期认证续期的商学院则持续增长。

和资源。将认证作为一个项目交给某一个教授或行

认证对许多商学院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商学院

政人员，这样做是否可持续我们深表怀疑。他们都

必须作出决策，如何更好地将认证申请工作融入其

有自己的“正事”。认证需要专职领导，需要专设

组织架构和流程中，如何有效利用认证过程中获得

团队，需要明确他们在整个申请过程中的责任。

的数据。

质量办公室需要成为组织的常设机构，其职责就是

认证申请最初通常作为特定的项目进行管理的，因

负责第一次和随后的评估，并且将评估作为指导商

此有时显得比较混乱，忙于应付收集各种数据和撰

学院进行持续质量改进的工具。

写报告。现在许多商学院开始寻求突破，以更可持

这一机构应该包括教学和行政部门。

续的方式将认证管理融入组织的生命中。

理想上来说，质量办公室经理应该直接向院长负责，

商学院在网站和宣传册上的认证标记对许多学生和

应该进入高层管理团队。他或她也应该是主要学术

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认证带给

和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这样安排可以确保随时收集

我们最大的价值在于过程，在于我们内部做什么。

信息，随时了解组织发展和决策，而且始终符合最

理想上来说，申请认证或认证续期的过程应该是我

佳实践标准。

们商学院进行持续质量改进的过程，应该成为制订

质量办公室还需要一名专职的信息技术专家，在

战略规划和战略决策的关键要素。正是在这里我们

商学院内部数据和认证机构的报告要求之间建立

能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希望看到的质量。

联系。

我们相信有两个关键因素能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同样重要的是，信息技术专家在开发数据收集的工

帮助我们应对商学院面临的许多挑战。

具以及帮助实时监控活动的统计数字和积分卡方面

第一个因素是组织层面 —— 组织对质量的定位和

必须发挥最主要的作用。因为信息技术专家了解认

专业服务设置。

证要求，所以能协助商学院管理者合理规划和使用
需要提供的信息。

第二个因素是操作层面 —— 建立最高效的系统和
流程，帮助我们收集数据，撰写报告，并最终转换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质量办公室可以将师生

成可用的工具。

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围
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推动商学院进行持续质量
改进，力求每一项活动追求卓越。

申请认证或认证续期的过程应
该是我们商学院进行持续质量
改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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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操作化 —— 数据管理系统
整个认证流程遇到的最大挑战或许是如何收集和呈
现证据，支持自我评估报告中叙述的故事。
收集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论文相对容易；而记录商
学院国际化或企业关系活动的全部故事很难。
其实，收集学术期刊论文也比最初的想象要复杂得
多。研究产出通常收集在大学系统中，其分类与认
证要求并不完全一致。
正因为如此，商学院需要安装系统收集已经存在的
信息，设计进一步分类的方法。这意味着学术人员
需要重新输入他们的研究产出和活动。
通常，在初次收集信息这一时间点最好的方法是进
行调查，确定和提供在已有数据基础上需要新增的

除了个人的需求外，所有信息也必须成为组织发展
和其他战略决策流程的重要依据。

数据。这些可以储存在具有下列特征的数据库中：
•

获取便捷性

•

界面友好性，方便学术和管理人员及时进行更新

•

数据输出符合认证要求

•

数据真实性

理想上来说，该系统应该处理的信息应该同时能满
足其他要求，如个人学术网页、标准化个人简历和
年度纪录等。
认证所需信息通常是以前收集的，而且分数次以不
同形式满足不同目的。认证带来的一个有形结果必
然是数据的集中管理和更高效的使用，更好地为商

国际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数据很难收集和维护。
通常，商学院的国际化涉及许多方面，从简单的教
职员工和学生地理分布，到学生交换项目、访问学
者、模块内容、学生课外活动、会议参与以及研究
合作和双学位等等。
收集这一方面的数据许多包括商学院的国际化战
略、不同层次合作的标准、学生在交换学校的体验、
学术研究项目、案例研究、大学国际论坛等。
尽管可以列表的信息应该尽量捕获，但是并非所有
信息能反映在同一个数据库中。此外，我们还需要
建立一定的机制去捕捉这些活动。

学院和学术人员提供服务。
一旦获得初次认证后，商学院的重心开始转变为
为认证目的而收集的信息需要方便学术人员用于其
他个人目的，如年度反思、对照商学院战略规划评
估个人的贡献和发展。

认证续期以及更多的数据收集。这意味着商学院
需要在不同领域吸收与认证相关的活动，捕捉相
应的数据。

花街：认证的甜蜜一面

作者：朱莉 • 佩林 • 哈洛特 (Julie Perrin Halot) 和瑞秋儿 • 瓦尔斯 (Rachael 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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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以国际化为例，在获得初次认证后商学院需要
制订深思熟虑的国际化战略以及提升国际活动的范
围和层次。
通常，首先受国际化战略影响的将是教授雇佣政策、
会议资助方式和市场营销。但是为了实施持续质量
改进，在每一个受战略变化影响的领域都需要保持
认证的存在。各个职能领域的管理者不仅需要认识
到其战略影响，而且需要确保是否与认证相匹配，
从而使数据收集和存储可以持续、有目的的进行。
数据收集使用的系统可以相对简单。持续有效进行
数据收集和分析，其关键是制订相互关联的战略，
使每个人充分了解和支持认证，使学校战略举措得
到充分沟通。这或许需要一系列工具组织，如：
•

综合数据库

•

定期例会，讨论报告、实施行动

•

反馈环

实施后认证流程和工具是质量办公室的当务之急和
中心任务。这些工具旨在简化数据收集，更重要的
是优化数据使用和数据输出，为商学院的学术人员
个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对于商学院而言是认证带来最有价值的部分，也
为商学院未来发展奠定安全的基础。

通常，商学院的国际化涉及许多方面，
从简单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地理分布，
到学生交换项目、访问学者、模块
内容、学生课外活动、会议参与以
及研究合作和双学位等等

有关作者

朱莉 • 佩林 • 哈洛特是法国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副院长兼质量办公室主任。
她于 1998 年加盟该学院，曾担任质量和机构发展中心主任，领导格勒诺
布尔管理学院通过全国和国际认证，以及 ISO 9001 认证。
瑞秋儿 • 瓦尔斯是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凯米商学院负责国际认证的主任。
此前她曾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学生事务和认证主任，帮助学院获得
了 EQUIS 和 AACSB 两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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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 杰尼伯格 (Jan Ginneberge) 基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
最新调研结果分析高层经理培训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高层经理
培训
何去何从？

高层经理培训何去何从？

作者：扬 • 杰尼伯格 (Jan Ginneb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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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将探讨高层经理培训中三个主要利益
相关者的发展趋势和定位：学习和发展
组织、咨询公司和其他非传统教育提供

者以及商学院。这也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最新调
研关注的话题。
图 1（在本页背后）总结了高层经理培训领域这些
最新发展趋势。本文采用 SWOT 分析法进行更详
细的剖析。
高层经理培训的收入与成本：证实了艰难预算的
开始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调研证实了学习与培训预
算的削减以及对高价格学习解决方案的压力。在这
一背景下，企业的学习与发展组织被认为在提供在
岗学习解决方案方面更具优势，而非传统教育提供
者则更加聚焦提供高效、低成本学习解决方案的机
会，而这也被认为将对商学院构成严重的威胁。
高层经理培训市场和客户的变化：地理覆盖面的扩
大和学员背景的变化

将管理培训拓展到更广范围的管理者或

管理教育提供者看到了高层经理培训市场正在不断

非传统人群，这是未来巨大的机会。

扩大的趋势（进入新兴市场），而企业看到自己未

对于商学院留下的这一片空白，那些非

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全球提供解决方案。从这一需

传统的教育提供者将成为真正的受益者

求而言，现在的管理教育提供者还没有真正全球化，
无法为企业提供全球一站式服务。
管理教育提供者还看到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人
正在从企业管理层位置逐步退出，这将为管理教育
提供巨大的增长空间。但是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发
现传统的精英式高层经理培训存在巨大的风险。
因此，将管理培训拓展到更广范围的管理者或非传
统人群，这是未来巨大的机会。对于商学院留下的
这一片空白，那些非传统的教育提供者将成为真正
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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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经理培训的价值：聚焦人力资本和商业挑战
高层经理培训的价值在于将领导力培训和人才管理
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非传统教
育提供者在这一方面被认为更具有优势，因为它们
更愿意与客户一起共同开发，成为有效的合作者。
对于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而言，它们的机会是挖掘
更多的人力资本。
公司客户的最大需求是聚焦商业挑战。企业学习与
发展组织将这一学习定位看成是实现转型的杠杆，
这是它们的优势。它们能对企业的明确需求作出更
加快速的反应，而对那些教育时尚则显得更加小心
谨慎。
与此相反，商学院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产生思想。
但是，一些被访者认为商学院不思变革、不愿放弃
自己的商业模式，因而不能对企业期待聚焦商业挑
战的需求作出反应，也错失了创造“管理教育 2.0”
的机会。

图 1：
高层经理培训发展趋势（基于对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商学院和非传统教育提供者的调研结果）*

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商学院

•

和非传统教育提供者都认为，

模型参照奥斯特瓦德 ( Osterwalder) 和皮尼厄 ( Pigneur)，《商业模式新生代》(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Wiley 出版公司，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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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经理培训何去何从？

作者：扬 • 杰尼伯格 (Jan Ginneb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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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高层经理发展需求：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的

高层经理培训活动和形式的多样性：非传统教育

特权领域

提供者的传统进入点

灵活性、与商业紧密结合是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的

行动学习，辅之社交和非正式学习，将学习与业务

核心优势。非传统教育提供者也被认为具有以客户

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发展趋势。后者

为中心、灵活和适应性强等优势。商学院意识到

被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和商学院视为对自己定位的

需要在客户服务和对市场反应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主要威胁，而非传统教育提供者则认为是一种潜在

空间。

的机会（尤其将这一方法与新技术相结合）。

就理解客户需求而言，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调研

与业务相结合被认为是商学院的一个机会，尤其如

结果释放出复杂的信号。

何将高层经理培训与组织发展联系在一起。

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看到自己的危险在于不够战

就资质和资历课程而言，目前尚未看到清晰的路径，

略，而在其他教育提供者看来它们正在变得越来越

但是未来可能出现新的发展。对于非传统教育提供

孤立。商学院认为自己与企业是一种共生关系，但

者而言，这被认为是一种威胁而不是机会。

是在其他人看来它们忽视了个人需求。非传统教育
提供者看到了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的机会。所有人
都认为如何对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学习与发展项目其
影响力和相关性作出更好的反应，这是一个巨大的
机会。
变化中的高层经理培训渠道：新的挑战者
就高层经理培训渠道而言，有一个趋势十分明显：
与学员的地理距离越来越靠近，或者在客户场所进
行授课，或者考虑混合式学习，结合线上培训。有
趣的是，一些商学院依然认为它们的教学设施是自
己的主要优势。
在三类受访者中，创新和使用新技术被认为是巨大
的机会，但是从供方来看依然存在着很大的犹豫
和矛盾，将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视为未来的主要
威胁。
大规模公开课程 (MOOCs) 也被认为是未来进入高
层经理培训生态系统的潜在竞争对手。企业学习与
发展组织对于为技术而实施技术、没有实际战略支
撑则显得相当谨慎。

商学院对自己的创新能力引以自豪，但是其他受访
群体认为它们的教学方法已经过时，它们应该探索
新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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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高层经理培训资源：教授、学术内容和品牌是
商学院的传统要塞
员工和 / 或教授仍将是未来高层经理培训的关键资
源。受访者强调了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的专业性；
商学院将教授视为自己的核心优势；非传统教育提
供者将资源获得的便利性视为最重要的资产。
但是对于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而言，它们在企业内
部的定位和资源的获得性是挑战。
对于商学院而言教授也是引起担心的来源之一，其
学术内容的感知价值在下降。

发展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未来的主要趋势？
专业化和差异化被认为是未来高层经理培训的主要

非传统教育提供者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能提供不同
的视角，而它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内容资源的

趋势。对于有些人而言是机会，对另一些人则是
威胁。

质量。其他受访群体有时会给它们贴上“非学术”
标签。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被认为是未来的方向。企业学习
与发展组织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主要演员；非传统教

很明显，教授和（学术）内容是教育提供者“品牌
之战”的一部分。学习与发展组织的危险是孤立、
停滞不前和缺乏独立性与可信度。商学院的挑战是

育提供者将合作伙伴关系看成是机会。商学院一方
面强调自己的统治角色，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相当的
担忧。

思想领导者和学术声誉问题。非传统教育提供者仍
然需要加强自己的品牌和可信度，但是其咨询式模

目前对合作伙伴关系的犹豫说明商学院和非传统教

式是一个机会。

育提供者都从相互威胁的角度看待对方。然而，大
多数人都清楚新的竞争对手将进入本已复杂的市

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面临持续的资源压力，商学院

场，它们将打破今天脆弱的平衡。

实现规模化的能力相对有限，而非传统教育提供者
则遇到了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现实说明了高层经

前进道路上的问题

理培训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资源短缺。企业学习与发

概括起来，每一类受访者面临的挑战分别是：

展组织提出了另一种视角，将学员看成是未来最主

•

聚焦人力资本问题和商业挑战？

要的资源 —— 伴随着社交和非正式学习这一趋势
的快速发展。

商学院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目前的学术优势，同时

•

非传统教育提供者能否成为可以信赖的、受人尊
敬的合作伙伴，同时在培训活动、形式、渠道和
合作模式方面通过创新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

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面临持续的资源压

企业学习与发展组织能否建立可信度成为高层经理
的竞争合作伙伴，同时很好地融入他们的业务中？

力，商学院实现规模化的能力相对有限，

谨以本文献给今年年初不幸离世的吉拉德 • 芒金

而非传统教育提供者则遇到了可持续发

(Gérard Mangin)。吉拉德参与了问卷的设计和答

展问题。这些现实说明了高层经理培训

卷的整理。不幸的是，他未能坚持到最后，与我们

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资源短缺

共同完成调研报告。在追寻高层经理培训卓越的道
路上我们失去了一位“好伙伴”。

有关作者

简 • 杰尼伯格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特别顾问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聚焦》第 08 卷 | 2014 年第 02 期

智能文凭

为毕业生提供集中储存和展示所有
证书的在线空间

将您 的 学 术 证 书转 变 成 社 交 网
上强大的营销工具
为您的毕业生颁发智能文凭 (Smart Diploma TM)。现在有
了 Linkedin 最新开发的

功能，他们的证书将

成为推广贵校和课程的强大工具。

现在就联系我们，我们为您的校友提供免费服务。
智能文凭 (Smart DiplomaTM) 是一种高度安全、使用便利的解决方案。轻轻点击鼠标，即可存储
数千种学术证书：文凭、证书、成绩单、奖章等等。智能文凭 (Smart DiplomaTM) 使毕业生能集
中存放各类学术证书，成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职业工具。智能文凭 (Smart DiplomaTM) 也是教
育机构联系、寻找和管理校友的有效工具。

点击这里，查看我们的计划和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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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 海根 (Jan Hagen) 认为，航空业开放式查找和
解决错误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许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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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7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如今呈愈演愈
烈之势。当时，对那些声名显赫的银
行推出如此高风险的结构化证券我们
不禁哑然失声、目瞪口呆。
许多人认为投资银行业的薪酬体系和

与此相关的非对称风险分布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
主要原因。我们不仅要问，尤其在银行内部某些人
不断发出警示的情况下事情是如何螺旋式发展最后
导致完全失控？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预兆没有得到重视。被忽略？被
低估？究竟犯了哪些错误？这些错误是如何产生
的？是谁没有进行及时的纠正？这些错误又是如何
引起一系列更严重的错误最后导致灾难性后果？
但是，银行业并非是一个特例。在你关注的任何一
个行业和组织，你都会发现类似的失误、错误、
糟糕的决策、侵权、丑闻。
这些行业和组织似乎没有建立任何有效的控制，使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预兆没有

它们能及时地干预，预防出现重大的错误。相反，
它们只能袖手旁观，听天由命。

得到重视。被忽略？被低估？
究竟犯了哪些错误？这些错
误是如何产生的？是谁没有

如果有人出现差错或者作出了错误的决策会怎么
样？这里的问题不是故意行为不当、欺诈行为、严
重过失或者大规模管理不善。我讨论的是每天发生

进行及时的纠正？这些错误

的小失误、小错误与糟糕的决策。（更详细的讨论

又是如何引起一系列更严重

见 Reason 在 1990 年出版的《人为失误》，纽约：

的错误最后导致灾难性

剑桥大学出版社。）

后果？

我们甚至经常没有意识到这些疏忽，尤其在复杂的
环境中。研究表明，每四分钟我们就会出现失误。
（参
见 Ruffell Smith 在 1979 年发表的文章“宇航员工
作负担与失误、警惕性和决策的关联性仿真研究”，
美国宇航局埃姆斯研究中心报告，第 1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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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错误是因为瞬间的眩晕、大脑的一

同事会选择公开讨论；还有 28% 的人说他们从来

时短路、错觉、记忆幻觉、连点错误、会话碎片解

没有被告知自己的错误。

读错误、偏见、瞬间心理不平衡、定向障碍、压力

然而，这些数字与前面的结果并不相符。在那些

或其他干扰等造成的。

受访的管理者中，88% 的人说他们会选择私下讨

我们或许可以接受所有这一切，但是我们的问题是

论他人的错误，但仅有 54% 的员工认同这一说法。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是“正确的”，而在

与此同时，仅有 11% 的管理者说他们会选择公开

现实中我们一开始最多是“准正确的”，理想的状
况是在过程中不断调整我们的决策和行动。另一种
情况是，我们一开始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尔后却认

讨论他人的错误，而认为实际这样做的员工有
18%。这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经历给员工留下了深深
的记忆。

识到自己是错误的。这样会导致混乱，进而怀疑我

这对于企业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公

们信念的可信性。

司而言，尽管根据我们的研究大多数管理者已经将

最近，我和我在欧洲技术与管理学院 (ESMT) 的同
事研究管理者如何议论员工的错误。如果某一个员
工犯了错误，他们是否会介入？是的，我们发现大

错误看成是工作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要让错误管理
真正成为公司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仍然有很长的路
要走。

多数人会这么做。但是如果管理者将数字弄错或者

迄今为止，人们似乎更愿意在私下讨论错误，涉及

作出了值得商榷的决定，员工会说什么吗？我们的

的人越少越好。换言之，错误仍然与羞愧和尴尬联

研究发现，员工更不愿意毫不保留地说出来。

系在一起。

这一发现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如埃德蒙德森

但事实上错误管理是可能的。例如，自从二次世界

(Edmondson, A) 于 1996 年在《应用行为科学杂

大战以来我们对航空事故的研究就是以确定事故原

志》(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s) 第

因为目标，对避免事故复发、提高整体安全起到了

32 期第 5-32 页发表的文章“从错误中学习说起来

非常重要的作用。

容易做起来难：发现和纠正人为错误的群体和组织

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联邦航空局和美国航

影响”(Learning from Mistakes Is Easier Said Than

空航天局提出了“机组资源管理”(Crew Resource

Done: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s on

Management) 这一概念，根除导致事故和错误的

the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of Human Error)，

根源问题。（参见维纳、康尼和荷尔姆里奇编写的

以及米利肯 (Milliken F J)、莫里森 (E W Morrison)
和修林 (P F Hewlin) 于 2003 年在《管理研究杂
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第 40 卷
第 6 期第 1453-1476 页发表的文章“员工沉默的
探索性研究：员工为什么不愿意与上级沟通”(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mployee Silence: Issues

《驾驶员座舱资源管理》，加州圣地亚哥：学术出
版社。）
该管理系统聚焦机组人员相互之间的合作，而更重
要的是消除机长、飞行员和空乘人员由于职位高低
而形成的障碍。

that Employees Don’t Communicate Upward and

例如，机组资源管理系统训练机长在解决非正常情

Why)。

况时不使用命令、不发表自己的评估而是首先收集

另一个问题是管理者如何面对员工、同事和上级的
错误？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管理者发现是下属和
同事犯的错误，88% 的人会选择私下指出，11% 的
人会选择公开讨论，仅有 1% 的人会选择置之不理。
但是，如果是比自己级别高的人犯的错误，86% 的
人会选择私下讨论，仅有 4% 的人准备公开指出。
10% 的人会选择留在肚里不说。

其他机组人员的评估。这样的沟通形式避免形成思
维框架，有利于信息的积极交流。在训练过程中，
所有飞行员尤其是第一官员在沟通他们观察到的错
误时必须注重事实，而不是责备造成这一错误的机
组人员。（你应该说，“注意速度 —— 你已超过进
场速度 10 节”而不是“你飞行的速度不正确”。）
在此我想强调，无论是机长还是机组人员都不能
算作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但是与那些企业管理者相

在调查中我们问管理者，他们自己的员工、同事和

比，他们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学习了大量的策略和

上级是如何和他们讨论错误的。仅有 54% 的人说

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由于他人的错误而带来

他们的同事会选择在私下讨论；18% 的人说他们的

的负面影响。

54%
54% 的人说他们的同事会
选择在私下讨论；18% 的
人说他们的同事会选择公
开讨论；还有 28% 的人
说他们从来没有被告知自
己的错误

错误管理：不能仅仅依靠祷告

作者：扬 • 海根 (Jan Hagen)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聚焦》第 08 卷 | 2014 年第 02 期

55

当然，问题是这样高度成功的机组资源管理系统能
否在日常的商业生活中实施。毕竟与大多数其他行
业不同，航空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大多数管理者
不需要像机长那样每天为数百人的航空安全承担责
任。但是他们一样需要承担责任，需要负责商业流
程，需要负责部门的成功，需要负责下属员工的就
业。因此他们的决策失误数量必须得到限制。
从这一视角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错误管
理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否身处高风险行业，
都是高度相关的。事实上，大多数组织已经朝着这
一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努力消除造成潜在错误
的根源，分析和解决已经出现的错误。
但是，预防错误的传统方法和机组资源管理系统采
用的错误管理策略有着最本质的区别。
根据传统的观点，错误是个人弱点的表现，而现代
错误管理将错误视为人类行为不可避免的一个方
面。虽然两种方法都以避免错误为目的，但是前者
以消极的态度看待错误，将错误与尴尬、羞愧和惩
罚联系在一起。而在后者中，犯错的员工或许会感
到苦恼，但是不用担心受到他人的任何惩罚。相反，

88% 4%
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
管理者发现是下属和同
事犯的错误，88% 的人
会选择私下指出，11%
的人会选择公开讨论，
仅有 1% 的人会选择置
之不理

如果是比自己级别高
的人犯的错误，86%
的人会选择私下讨论，
仅有 4% 的人准备公
开指出。10% 的人会
选择留在肚里不说

他们会与他人一起分析导致错误的原因，防止问题
再次出现。
我们如何实际实施错误管理呢？高兴的是，航空
业为我们提供了机组资源管理这一成功的案例。
唯一无法轻易复制的是现代错误管理所需的那种
思维方式。
其中，它需要用新的习惯替代旧的习惯，改变过去
熟悉的思维模式。错误管理始于培养新的思维方式，
接受错误是人类正常行为的一部分这一观点。
就大型组织的错误管理而言，尽管成功与否取决
于个人和团队，但是它首先需要成为从上至下的
管理决策。转变思维方式的难度不应该被低估：

机组资源管理系统训练机长在解决非正常情况时不使

在航空业，飞行员花费了 10 年以上时间才接受机

用命令、不发表自己的评估而是首先收集其他机组人

组资源管理系统 —— 但是今天的安全记录已经说

员的评估。这样的沟通形式避免形成思维框架，有利

明了一切。

于信息的积极交流。在训练过程中，所有飞行员尤其
是第一官员在沟通他们观察到的错误时必须注重事
实，而不是责备造成这一错误的机组人员
有关作者

简 • 海根是德国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副教授，著有《冲突性错误：来自航
空业处理错误的经验》 (Confronting Mistakes: Lessons from the Aviation
Industry when Dealing with Errors) 一书，英国 Palgrave MacMillan 公司
出版，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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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 欧洲大学战略管理中心 )/ 欧洲大学管理和行政高级主管网络冬季
学校旨在帮助商学院和大学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开发领导力潜力
纳迪 • 布尔盖尔 (Nadine Burquel) 回顾过去 12 年走过的历程

冬季学校的温暖回忆

作者：纳迪 • 布尔盖尔 (Nadine Burq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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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学战略管理中心
(European Centre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携手欧洲大学管理和行政高级主管网络
(Heads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Network in Europe) 推出
2013 冬季学校时，它们渴望为欧洲培养下
一代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另一个目标是培
养一批专业的大学管理者，鼓励他们建立
横跨欧洲的人际社交网络。
推出冬季学校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大学领
导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了解各自组织面
临的全球挑战；必须掌握必要的技能带领
其组织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健康发展。
欧洲大学管理和行政高级主管网络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成立，旨在推动欧洲大学行政
主管建立人际社交网络，实现职业化发展。
在 2013 年将欧洲大学战略管理中心的活动
融入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后，冬季学校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全球化战略背景下
正在经历新的快速发展。
在过去几年商学院和大学经历了巨大的变
化。一方面，全球对人才的竞争越演越烈，
而另一方面，公共资助在不断下降，信息
技术为新的市场需求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如何应对这些复杂的变化、建立更加强大
的品牌和声誉，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重要。
冬季学校是高等管理教育领域一个重要的
国际领导力培训课程。在欧洲层面它是独
一无二的。
参加课程的学员需要得到所在组织领导的
支持。学员向所在组织递交详细的申请，
阐述自己的兴趣和参加冬季学校的理由。
这通常需要经过一个内部选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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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和欧洲大学管理和行政高级
主管网络共同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从每年的申请者中
选拔最优秀的学员。2014 年共录取了 40 名学员，
创下了历年来人数之最。
冬季学校根据市场需求将考虑扩大规模，在世界不
同地区推出多个模块。
该课程共五天，授课地点目前设在西班牙瓦伦西亚
政治大学继续教育重心。该大学在西班牙久负盛名，
对地区创新具有重大的影响。
开设冬季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处于上升快车道的行政
人员的领导力潜力，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将学术事
务与财务、人力资源以及质量保证等问题结合起来
考虑的重要性。同时，课程还强调在欧洲和全球背
景下战略管理的重要性。
课程以非正式的小讲座为主，主讲嘉宾是高等教育
领域的专家和“思想实践者”。在为期一周的时间
中，学员有大量的机会进行交流互动，包括案例分
析、小组学习和社交活动等。课程的第一天旨在帮

另一个难忘的时刻是在瓦伦西亚老镇，学员走出教
室在充满西班牙风情的酒吧讨论案例。美酒美食，
在这样一个充满创意的环境中脑力激荡，激辩高等
管理机构面临的战略管理挑战。
最紧张的时刻也许是在向冬季学校指导委员会递交
书面作业，但是对于学员而言更多的时候是欢乐，
一起分享思想，合作寻找解决方案。

助学员了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以及对机构
战略的意义。

指导委员会审核所有案例分析报告，提供宝贵的反
馈。最大的学习收获是最后一堂课，讨论“兼并到

在过去几年弗兰斯 • 范 • 伏格特 (Frans van Vught)

底是怎么一回事”。

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知名专家（前荷兰特温特大学校
长、前欧洲大学战略管理中心主席）为学员介绍了

该案例基于卡尔斯鲁厄大学 (Karlsruhe Universitat)

欧盟在教育、研究和创新方面的政策以及对他们所

与卡尔斯鲁厄一家大型研究中心之间的合作。双方

在组织的现实意义。

经过谈判签订合并协议，决定成立新的卡尔斯鲁厄

课程还讨论系统和机构层面的变化，如全国分级

理工学院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战略、排名、认证、对标学习以及机构品牌建

该项合并得到了德国联邦政府的支持，德国联邦科

设等。

教部“卓越计划”和德国研究基金会提供了第一笔
大资金。它旨在推动高质量的创新研究，加快德国

课程期间学员被分成若干小组进行案例讨论。这是

大学的国际化步伐。

一个重要的学习体验，学员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
的机构、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管理风格，他们需要

课程其他时间也会探讨高等教育的兼并问题，如今

一起学习，一起制定战略，如何将一所综合大学与

战略合作伙伴、收购和整合在全球已经屡见不鲜。

一个大型研究中心进行合并，需要讨论这些变化对

从一个参加过冬季学校的校友那里我们听说了芬

员工管理、财务、不动产和沟通的影响。

兰阿尔托大学 (Aalto University) 在沟通战略方面

“我们开始意识到，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必须重

遇到的挑战。阿尔托大学是赫尔辛基理工大学、

新谈判，”有一位学员这样说道。“我们必须找到最

赫尔辛基经济学院以及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大学

佳合作方式。我们的国际团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

合并而成的。

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磨合。这是冬季学校最有意义的

2014 年 3 月的课程一大亮点是胡伯特 • 德 • 耐维

学习点。”

(Hubert de Neve) 的贡献，他是一家纳米技术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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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纳迪 • 布尔盖尔 (Nadine Burq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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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每年冬季学校校友网络都会
组织研讨会，为学员提供再聚首的机会。至今为止
冬季学校已经毕业了 300 多位校友，他们在高等教
育机构从事人力资源、财务、质量管理、沟通和国
际化等方面的工作，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2013 年冬季学校校友网络年会由英国牛津大学承
办，探讨的主题是全球化挑战。2014 年年会将于
今秋移师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Utrecht University)。
指导委员会在规划冬季学校的发展和为期一周的课
程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冬季学校认真评估
每一项活动，倾听每一位学员的反馈，及时调整课
程内容。
冬季学校每年春天开学之际，工作人员需要与与前
一年的承办单位和演讲嘉宾进行沟通和联系，为课
程积极准备。
伊内斯 • 普罗恩卡 (Ines Proenca) 是冬季学校的课
程主管，她在开课前数月就与学员建立了紧密的联
系。首先在申请阶段，其后是课前阅读和作业，她
司 IMEC 的副总裁。IMEC 公司是 20 多年前从比利
时鲁汶大学剥离后成立的。现在该公司在全球拥有
2000 多名员工。
耐维为学员介绍了如何组织专业人士的工作，将他
们的专业和个人激情与大型组织的规范、程序以及
规章制度结合在一起。
领导力、治理和管理是每一届冬季学校最重要的话

300
至今为止冬季学校已经
毕业了 300 多位校友，
他们在高等教育机构从
事人力资源、财务、质
量管理、沟通和国际化
等方面的工作，具有丰
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需要与每一位学员进行沟通。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埃里克 •
科尼埃尔 (Eric Cornuel) 相信，冬季学校是一个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课程，为商学院和大学的领导者、
管理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帮助他们的组织在
全球环境下实现更好的发展。
我们需要运用战略管理方法。我们需要推动领导力

题，通过案例分析（最后一次探讨如何解决愈演愈

和管理发展，帮助我们的教育机构朝着新的方向迈

烈的学术欺诈问题）讨论内部和外部治理安排（例

出更坚实的步伐。我们需要衡量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如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对教育机

以及其影响。

构自主性影响）、个人领导力风格等等。
学员最害怕的是“财务课”。这是他们在体会财务
课程的快乐前最常见的心态。财务课程的主讲老师
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高级行政主管伊安 • 克莱格
(Ian Creagh)。讨论的主题包括战略财务管理的原
则与实践、机构财务健康的关键成功因素，以及财
务与学术战略的匹配，通常妙趣横生。

领导力、治理和管理永远是每一届冬
季学校案例分析的重点

在临近课程结束时所有学员已经成为终身的朋友，
通过为期一周的紧张学习，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分手道别这一刻每个人都显得依依不舍、难舍
难分。

有关作者

纳迪 • 布尔盖尔时冬季学校高级行政主管课程的主任。在过去 20 多年她
一直在欧洲从事高等教育发展工作。从 2003 年推出冬季学校以来她担任
课程主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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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埃尔 • 斯蒂尔 (Danielle Steele) 和莉安 • 维特
尔特 (Liane Weitert) 描述来自全球的六所商学院如
何联合起来将应用互动这一想法转变成现实

改变世界需要多少
所商学院？

因为我们培养的是明天的领袖，所以我们有责任帮
助我们的学生了解自己在发展社会责任的商业实践
这一方面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

改变世界需要多少所商学院？

作者：丹尼埃尔 • 斯蒂尔 (Danielle Steele) 和莉安 • 维特尔特 (Liane Weit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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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年法国巴黎 ESSEC 商学院前院长皮埃尔 • 塔皮

(Pierre Tapie) 对商学院在解决世界上一些最迫切的社
会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疑问。

他认识到针对这些全球问题，如何寻找或创造相关的、可持
续的解决方案商学院具有巨大的潜力。他决心将商业和社会
的互动理论转变为现实。
于是塔皮博士开始着手创办一个全球性的智囊机构，联合全
球领先商学院建立国际网络，从不同国家视角寻找解决之道。
最初的想法是让每一个商学院合作伙伴动员各自的网络积极
参与其中 —— 从研究人员和学生到公司、政治和非政府合作
者 —— 建立全球联盟。最后，有六家商学院加入其中，他们
相信学术卓越、全球视野、创新、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转
型领导力的力量。基于这一共同信念他们成立了商业与社会
委员会。
“因为我们培养的是明天的领袖，所以我们有责任帮助我们
的学生了解自己在发展社会责任的商业实践这一方面应该发
挥的重要作用，”ESSEC 商学院院长让——米歇尔 • 布朗戈尔
(Jean-Michel Blanquer) 说。
来自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是商业与社会委员会的成
员之一。院长陆雄文表示，“对于任何一家从事高等教育的机
构而言，社会是一个大平台。而复旦作为中国领先的高等教
育机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积极贡献我们的思想、观点、
研究和发现，从而不仅使国际学术界而且也使全球经济都能
从中受益”。组织一系列会议或国际论坛，是委员会开展工作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六所商学院分布在全球不同地区，
但是它们为研究人员、学生、政治家、企业代表和非政府组
织共同制订议程。
经过数月的精心准备以及无数次邮件和电话会议的协调，委
员会在论坛召开前为每一个参与者提供了最有价值、最鼓舞
人心的体验。论坛期间的个人交流也极大地推动了合作研究，
这同时也为会议准备提供了长期的支持。
“动力和互信是委员会组织工作的关键，”克里斯蒂安 • 科尼格
(Christian Koenig) 解释说。它是 ESSECC 商学院负责战略合
作和国际关系的副院长，同时也是商业与社会委员会的执行
主任。“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六所商学院的教授和学生进行沟通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一切的开始是组织电话会议，我们需要考虑每一个合作伙
伴的时差问题。对于生活在法国巴黎和德国曼海姆的人来说，
如果我们的电话会议时间从中午 12 点（午餐时间）开始，那
么对于我们在日本庆应大学的同事是晚上 7 点（晚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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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我们在美国塔克商学院的同事是早晨 6 点
（咖啡时间）。
除了技术问题可能影响沟通外，我们还需时刻牢记
不同国家的沟通特点和方法以及不同的口音。在我
们的电话会议中，不同的沟通风格、文化偏好和不
同的决策流程成为学习文化多元性和联合国风格外
交的最好案例。
在国际论坛筹备期间，委员会成员在商学院院长理
事会领导下进行频繁的接触和联系。虽然每次论坛
是由其中的某一家商学院成员根据轮流原则承办，
但是与论坛相关的所有决策必须经过所有成员同意。
从论坛主题设计到最后的执行和后勤组织，每一个
阶段都必须遵循集体决策的原则，达成共识后再将
相关责任分配给每一个成员。
商学院成员之间教授和员工的沟通至关重要。正是
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各个成员之间的合作伙伴关
系在不断加强和深化。
委员会执行主任科尼格说，“通过委员会这一网络
平台，我们打开了合作项目之门，践行委员会的使
命。我们的学生开展了长期项目的合作，例如国际
学生调研，根据每一个会议年确定不同的主题。
他们通过写微博就会议主题以及商业与社会关系发
表独特观点，丰富了委员会的社交媒体渠道。当然，
作为对他们积极参与的回报，这些学生也受邀参加
会议、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们的共同感觉是，社会福祉和经济发展这两者
之间应该达到某种权力和尊重的均衡。当然，这是
一场持续动态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提供必要的工
具，帮助学生管理这一平衡，”德国曼海姆大学商
学院院长尤根 • 施耐德 (Juergen M.Schneider) 补
充说。曼海姆大学也是六家商学院成员之一。
第一次国际论坛由法国巴黎的 ESSEC 商学院承办，
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公司
治理与领导力”。今年将移师日本东京的庆应大学，
时间定为 2014 年 3 月 6-7 日，这也是委员会组织
的第二届大会。

这就是商业与社会委员会尤其是国际
论坛成立的宗旨：通过全球理解、跨
文化交流、相互学习、研究成果和商
业知识分享，推动以创新方式寻找问
题解决之道

改变世界需要多少所商学院？

作者：丹尼埃尔 • 斯蒂尔 (Danielle Steele) 和莉安 • 维特尔特 (Liane Weit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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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告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日本思维方式
的独到之处。部分是因为语言障碍，部分是因为普
遍接受的谦卑思维，重要的信息有时候无法得到传
递。这对于日本商业领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庆应大学商学院院长 Hirokazu Kono 说。
商业与社会委员会未来将向何处发展？
毫无疑问，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传播论坛的积极成
果和关键思想，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扩大商学
院网络、吸收更多地区商学院的参与也是我们长
期的任务。
我们的商学院联盟已经发起成立了年度商学院院长
巴黎研讨会系列。今年 9 月将举办第一次会议。这
一研讨会系列将反映商学院如何影响商业与社会以
及诸如开发共同课程和研究课题等合作项目。
我们也对下一届论坛寄予厚望。本次论坛将聚焦
能源与环境等主题，由塔克商学院承办，时间为
2015 年秋。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商学院的全球化。这
一过程已基本完成。现在没有人再像过去那样单
230 多位嘉宾参加论坛，共同探讨“健康与健康产

纯地从美国视角看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为美

业：处在十字路口的商业与社会”。讨论的话题包

国为中心的世界了，”长期担任塔克商学院院长的

括为什么公司健康管理是重要的；在老龄化时代健

保尔 • 丹诺斯 (Paul Danos) 总结说。他将于今年

康产业面临哪些挑战；健康产业有哪些最新创新与

正式退休。

技术。
“随着发达国家逐步迈入老龄化时代，健康保障成
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而
言，健康保障同样也是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必须
从公共和私人两个视角进行解决，”来自巴西的成
员 EAESP 商学院院长玛利亚 • 特丽莎 • 弗勒利
(Maria Tereza Fleury) 说。
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
和学者分享了他们对健康产业以及企业在解决当前
最迫切的问题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发表了各自的观

230
230 多位嘉宾参加论
坛，共同探讨“健康与
健康产业：处在十字路
口的商业与社会”

点 —— 这些观点因不同的文化和专业背景而不尽
相同。
这就是商业与社会委员会尤其是国际论坛成立的宗
旨：通过全球理解、跨文化交流、相互学习、研究
成果和商业知识分享，推动以创新方式寻找问题解
决之道。

有关委员会

商业与社会委员会是由法国 ESSEC 商学院、巴西 EAESP 商学院、日本庆
应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
以及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联合发起成立的。其宗旨是通过跨文化、多校
园的合作共同探讨商业和社会面临的关键挑战，组织一系列国际论坛，开
发和传播教育资料，推动对关键问题的持续讨论。
www.councilonbusinessandsociety.com
有关作者

莉安 • 维特尔特是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负责媒体和公司关系的高级主管。
丹尼埃尔 • 斯蒂尔是法国 ESSEC 商学院负责国际关系的主管，也是委员会
负责对外沟通的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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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实现增长

作者：斯坦芬 • 谢珀斯 (Stefan Sche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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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管理高级别小组基

创新政策的许多要素在欧盟已经存在，

于一种独特的公私合作伙

但是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创新“生态系

伴关系，其成员由欧洲成

统”，其中包括一整套的思想、制度、工

员国家、欧洲理事会、商

具、政策和法规。

界和学界代表共同组成。2011 年 12 月
正式宣告成立。

欧盟的效率在下降，一方面由于缺乏高
效的机制实现各种观点和目标的统一，

成立创新政策管理高级别小组旨在开发

另一方面欧盟机构内部以及它们与欧盟

创造性思维，提出加强现有项目的具体

成员国之间、商界和学界之间都存在着

建议，制订和管理更加全面的欧盟创新

各种断层线。

政策，推动可持续增长，提升欧盟竞
争力。

里斯本条约旨在纠正这些问题，但很明
显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欧盟委员会

创新政策管理高级别小组独立于欧盟委

发布的 2013 创新记分卡也表明，只有以

员会和欧盟成员国，这样设计出于许多

综合的视角、生态系统方法处理创新的

考虑。该小组由三方代表成员组成：欧

方方面面，才能实现创新政策管理的主

盟委员会和八个成员国的高级官员；来

要目标，为“欧洲共同利益”服务，为

创新政策的许多要素在欧

自不同行业的 10 家公司代表；以及学

欧洲公民创造最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盟已经存在，但是我们需

界代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

要建立真正的创新“生态

创新政策管理高级别小组根据 Chatham

欧盟必须聚焦 5 个 C：

系统”，其中包括一整套

House（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规

•

复杂性管理 (Complexity)

的思想、制度、工具、

则进行运作，确保公开性和创造性。不

•

合作 (Collaboration)

政策和法规

像其他小组聚焦某一个领域的创新如医

•

竞争 (Competition)

药或汽车产业，它更加关注如何建立推

•

能力 (Competence)

动欧盟创新的框架。

•

沟通 (Communication)

创新政策是重新发动经济增长、创造就

我们必须承认，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业、提高欧洲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

是好奇心、创造力、严谨的科学方法以

关键要素。

及合适的互动框架。

高级别小组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行动和
实施建议。该建议基于小组对部分国家
的私有企业与公共机构的比较分析和研
究。这些企业和机构都是创新与竞争力
排行榜上的领先者。

在高级别小组看来，建立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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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新流程、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出

高级别小组提出的未来建议基于一些重

现只能来自创造性思维、即兴创作、试

要的假设。

错和新的隐性或显性知识。我们至今还
没有在欧盟建立生态系统观，而目前的
传统方法无法带来理想的结果。所谓的
“共同体方法”(Community Method)
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市场、确定标准，但
是面对新的需求如创新政策却无法发挥

为了解决增长和就业这两个最迫切的问
题，欧洲必须以产业为基础继续保持其
全球经济领导者地位。因此，政策和监
管框架必须考虑不同产业的需求，以适
应全球经济现状、吸引长期投资。这对
于中小企业和跨国企业都是必需的。

作用。
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传统产业，我们
高级别小组对欧盟和欧盟成员国提出了
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涉及多个方面，
从如何建立生态系统观（包括政府自身
的创新）到如何寻求独立智囊的临时
帮助。
高级别小组还建议欧盟委员会内部以及
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在创新政策和预算方
面有更多的协调，更加系统地消除阻碍
创新的一切障碍，建立新的资助模式，
推动所有行业和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

必须建立更好的企业 —— 政府界面和
合作，聚焦价值链的高端，巩固欧洲在
全球市场的地位。因此欧盟应该致力于
制订合适的框架，推动综合创新、建立

欧盟应该致力于制订合适

在关键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

的框架，推动综合创新、

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综合创新政策可以建

建立在关键领域的核心

立在创新生态系统之上，这是高级别小

竞争优势

组第一批建议提出的观点。欧洲需要更
加协调、更加一致的政策反应，需要从
整个价值链，即从基础设施和供应到分

最后，高级别小组还就如何保护知识产

销制订政策。创新政策没有巨大突破，

权、降低监管成本和复杂性、形成由下

欧洲不可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也不

而上的方法、推动以需求和客户为驱动

可能提升产业竞争力。

的创新，以及提高透明度获得社会对创
新产品、流程或服务更多的支持提出了
建议。（参见 www.highlevelgroup.eu）
以上这些建议得到了欧盟的高度重视，
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要求高级别小组继续
推进工作，此后第二阶段工作第一次会
议于 2013 年 11 月在多柏林举行。参加
会议的嘉宾除了高级别小组成员外还新
增了数家公司、两个欧盟成员国以及一
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

面对竞争机遇和产业挑战，我们尤其需
要关注商界与学界的长期合作、数字时
代的培训和教育以及企业家精神。管理
创新与公共治理创新同样重要。
政策思考和执行必须更好地与新的环境
条件相适应。各个成员国之间不同的议
程以及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将带来巨
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还需协调各
种利益相关者的议程，为创新奠定强大
的、统一的、可接受的基础。欧盟需要

第二阶段的工作中心是为下一届欧盟委

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如何实现新的、普遍

员会制订改革和行动路线图，更好、更

接受的欧洲愿景，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

快地实现所有目标。

沟通。

通过创新实现增长

作者：斯坦芬 • 谢珀斯 (Stefan Schepers)

如果欧洲的创新生态系统能
实现内部统一，如果所有国
家能达到最低程度的一体化，
那么它将在全球具有强大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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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性不应仅仅停留在欧盟内部，

除了扫清障碍外，还有一系列的政策、

而应该顾及欧盟与成员国以及成员国相

工具和制度可以推动创新价值链从研究

互之间。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去影响

到市场的转换。很多政策已经存在，但

评估、政策解读和规则制定，以及在多

是需要根据创新流程和全球挑战进行完

种环境条件下的应用。

善或更新。

各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在扩大，一

欧盟需要推动所有产业、所有成员国之

些国家在推进经济和治理创新方面已经

间在研究、技术和产业等方面的合作。

走在前面，一些国家处在规划和逐步实
施阶段，还有一些国家尚未真正启动，
仅仅停留在思考阶段。
如果欧洲的创新生态系统能实现内部统
一，如果所有国家能达到最低程度的一
体化，那么它将在全球具有强大的竞
争力。

这就需要一个更加多元的方法，促进创
业和新产业发展，帮助欧洲企业提升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巩固创新与投资
的生态系统。
有关第二阶段工作的最后一次会议将安
排在今年下半年。2014 年 9 月意大利将
接替爱尔兰成为新的轮值主席国。届时

发现和利用所有的生产力、所有的创新

意大利将向欧洲理事会汇报高级别小组

力量和机遇，这符合欧洲的集体利益。

的研究结论。

这需要进行结构改革，需要大多数成员
国和欧盟本身改变态度。

高级别小组获得的支持和引发的兴趣再
次表明，研究创新新方法正当其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一系列发展
的影响下欧盟的政策制订和实施逐渐开
始注重遵循正确的程序，限制个人的自
由、创造性和责任，最后导致问题的解
决过于官僚化。
我们迫切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回到过去那
种更富有成效的治理文化，认真思考哪
一种创新治理方法能确保合法性和问
责制。
今天，一旦欧盟打开了特定的管制轨道，
那么新的（公共和经济）兴趣就会形成，
就会阻止及时的管制创新。严格的目的
不一定需要严格的方法。持续某个特定
的管制轨道而没有定期检查其影响和成
本，没有重新审核目标本身，这是导致
过度管制负担的主要原因。
有关作者

斯坦芬 • 谢珀斯是创新政策管理高级别小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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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动
2014 年 6 月

2014 年 10 月

2014 年 11 月

2014 年 12 月

活动

活动

活动

活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咨询研讨会

2014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高层经理培训会议

全球商学院网络与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非洲联合会议

2014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硕士课程会议

日期 / 地点

日期 / 地点

日期 / 地点

主题

10 月 1-3 日 /
圣加仑，瑞士

11 月 3-5 日 /
阿克拉，加纳

12 月 3-5 日 /
格勒诺布尔，法国

高层经理培训的趋势与最佳实践

日期 / 地点

6 月 24 日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主题

主题

主办方

探索 / 提高与探索 / 创新

待定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主办方

特定背景下的质量：
发展中世界的管理教育

活动

圣加仑大学

主办方

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

EPAS 认证研讨会

活动

日期 / 地点

2014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本科课程会议

加纳管理与行政学院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非洲校区

6 月 25-26 日 /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深度解读如何完成 EPAS 认证流
程的各个阶段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日期 / 地点

10 月 13-15 日 /
里士满，弗吉尼亚，美国
主题

本科管理教育——为学生的
未来之路积极准备

活动

2014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职业发展服务会议
日期 / 地点

11 月 19-21 日 /
波尔图，葡萄牙
主题

主办方

提升职业发展服务

罗宾斯商学院，里士满大学

主办方

活动

主办方

波尔图商学院

EQUIS 和 EPAS 认证研讨会
日期 / 地点

10 月 14-15 日 /
伦敦，英国
主题

解读与实际应用 EPAS 标准和规
范，理解认证流程的各个阶段
主办方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
活动

分享最佳实践 CLIP 研讨会
日期 / 地点

10 月 16-17 日 /
巴黎，法国
主题

企业学习部应对关键商业
问题的能力
主办方

凯捷公司大学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
的网站：www.efmd.org
或发送邮件至 info@efmd.org

www.efmd.org/bsis

国际商学院
院长课程
2014/15

商 学 院

影响力
调

查

衡量商学院对周围世界
影响力的
关键工具

佩 • 赫尔顿 - 安德森 (Per Holten-Andersen) 教授，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院长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为我们提供了与全
球顶尖商学院院长进行深入交流的机会，
使我们了解了 21 世纪商学院领导者正在
考虑的优先事项。这是一段很有价值的
学习经历，像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分享
经验即便在今天发达的互联网世界也是
无法真正实现的。”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20 位同行共同
探讨商学院和管理学院院长承担的

联合主办：

更多信息：

2014 年 9 月 16-18 日
香港

多重角色

2015 年 1 月 14-15 日
英国

实地考察各类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与

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

建立新的战略联盟

2015 年 4 月 15-16 日
斯堪的纳维亚
哥本哈根商学院与瑞典兰德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法国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

>
国际同行分享经验，反思自己的战略，

>
根据 Chatham House 规则探讨各种
重要话题

全 球 网 络

@EFMDnews

www.efmd.org

@Londonabs

www.associationofbusinessschools.org

商学院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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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 (GMAC) 提供 ReﬂectTM 工具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业杂志
EFMD

为商学院和学生
提供软技能解决方案

全球聚焦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Gachard 大街 88 号 3 号邮箱
1050 Brussels, Belgium

+32 2 629 08 10
+32 2 629 0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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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info@efmd.org

您为学生提供教育优势。
而我们现在为他们提供 ReﬂectTM 优势。
• 由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 (GMAC) 开发，
并由霍根测评 (Hogan Assessments) 提供支持
• 基于 800 多家企业雇主确定的 10 项核心能力
• 学生能接触数百个资料库，帮助自己提高软技能
• 提高个人意识，获得更多企业雇主青睐
• 提供 GPA 或 GMAT 以外的数据
• 与其他同学和毕业生的课堂表现进行基准比较

未来是开放的，理查德 • 斯特劳布 (Richard Straub) 说，
管理者在塑造未来这一过程中必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想要更多了解 ReﬂectTM 工具，请浏览我们的网页：gmac.com/reflect

®
本期内容
© 2013 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 (GMAC©) 与霍根测评系统 (Hogan Assessments System, Inc.)。版权所有。ReﬂectTM 是注册商标，GMAT 标识、GMAC©、
以及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都是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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