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DER INSIGHTS

2016 年度战略执行十大趋势

企业疾驰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在始终努力领先竞争对手的同时，它们也在不断地
管理着快速变革并推动着创新。在如今的商业环境中，取得成功的是那些早期采
用者和智能型组织。它们挑战着传统的工作方式，识别着组织内部的战略与执行
之间存在的差距，并且带着实现协调统一的目标去拥抱新的领导方法。

2016 年度十大趋势
 敏捷正在企业范围内不断发展
 高层认识到需要更多经验丰
富的 PM
 组织状态趋于扁平化、精益化

考虑到不断演变的商业环境，TwentyEighty Strategy Execution 召集了了一个

 千禧年一代正在改变着领导格局

专家组，编写了 2016 年度战略执行十大趋势。这些趋势集中展现了智能型组织

 相互依赖：壁垒不断缩小

和商业领袖在从旧常规向进步实践过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做法。

 设计思维正在渗透到项目管理以及
其它领域中
 大数据将加剧复杂度

敏捷正在企业范围内不断发展

 持续的缺乏治理受阻于资源的缺失

敏捷正在渗透到组织的方方面面。敏捷实践曾经牢牢地扎根在 IT 部门中，而现在
我们可以在法务部、市场部、人力资源部以及其它部门发现它的踪影。对速度的需

 PMO 正在成为战略伙伴
 商业分析师(BA)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求正在迫使我们改变业务方式。因此可见，敏捷的采用度正在不断的发展。采用了
敏捷方法的智能型组织发现，实现企业范围内的敏捷要做到挑战常规并发现机会。
但是，即便敏捷实践正在被稳步采用，组织仍然要么反应迟钝，无法抓住机会或者
减轻浮现的威胁（29%），要么反应过快，却忽略了公司战略（24%）。¹

如需了解如何帮助贵组织为即将到来的战略执行趋势做好准备，请致电
+86 21 2226 5032 （上海）、+86 10 5682 6633 （北京） 或者发送
邮件至 infoasia@strategyex.com，我们的学习专家会为您答疑解惑。
1

INSIDER INSIGHTS

高层认识到需要更多经验丰富的 PM

为了实现扁平化、精益化，今天的
领导者不仅需要减少自上而下的管

对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和领导的需求要快过市场的供应速度。根据 TwentyEighty
Strategy Execution 近期开展的项目经理薪酬和人才调查结果，83% 的项目组织
表示它们人员不足，其中有 44% 的高级岗位虚位以待。² 随着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增长，这些数字将继续上升。有鉴于此，领导层应着力避免打“钱途战”，相
反，组织应通过“职业技能提升”或培训现有人才进行长远的前途投资。

理，而且要有更好的合作意识，并
激励所有层级的更好地完成工作，
从而促进战略的执行以及组织内部
的协调统一。

组织状态趋于扁平化、精益化
智能型组织将决策推到了边缘，在等级、官僚和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考虑到商
业环境中的这种动态变化，组织正在摒弃旧的后工业模式，而转向扁平化、精益
化的工作方式。为了实现扁平化、精益化，今天的领导者不仅需要减少自上而下
的管理，而且要有更好的合作意识，并激励所有层级更好地完成工作，从而促进
战略的执行以及组织内部的协调统一。

千禧年一代正在改变着领导格局
千禧年正在逐渐成为职场中的中坚力量。他们改写了“有效领导力”的定义，以
及组织凝聚未来员工的方式。根据德勤近期所做的调查，今天的千禧年一代对看
得见（19%）、人脉广泛（17%）以及技术水平高（17%）的领导者不太看重。
相反，他们将真正的领导者定义为战略思想家（39%），能够鼓舞人心
（37%），有人格魅力（34%），且具有远见卓识（31%）。³ 智能型公司正在
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人员结构的转变。

如需了解如何帮助贵组织为即将到来的战略执行趋势做好准备，请致电
+86 21 2226 5032 （上海）、+86 10 5682 6633 （北京） 或者发送
邮件至 infoasia@strategyex.com，我们的学习专家会为您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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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智能型组织鼓励所有层级进行创

在被问到执行公司战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时，30%的经理人员认为是“未能协
调好各个单位”，仅次于“未能达成统一”（40%）。他们还表示，由于得不
到其它单位的充分支持而造成无法兑现绩效承诺的可能性要比因团队自身无法交

新，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审视自己的工
作，并探究如何进行迭代和创新 ——
哪怕规模很小。

付高三倍。为了应对这一常见挑战，智能型组织正在削减管理层级并建立团队网
络。它不再与您的“部门”有关，但是与您的“团队”有关，这支团队由组织内
外部各个领域的人员所组成，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技能，汇聚在一起实现某个共同
的目标。

设计思维正在渗透到项目管理以及其它领域中
纵观历史，IT、战略和产品开发一直位于创新的前沿。今天，智能型组织鼓励所有
层级进行创新，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审视自己的工作，并探究如何进行迭代和创新
——哪怕规模很小。当我们寻找机会获得客户的更多反馈，并且观察他们如何使
用产品和服务时，创新便发生了。快速建立原型并且在制定全面计划前检验思路，
以此方式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是进行创新、汲取失败教训和不断改进的另外一种方
式。要不断地建立和营造一种鼓励人们质疑过去、打破常规和勇于冒险的环境，对
于创新而言，它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就是设计思维，正是它在推动着创新的前进。

大数据将加剧复杂度
我们今天并不缺乏数据。难点在于，组织如何处理泛滥的信息，才能更快地做出更
好的决策。在复杂度问题上，智能型组织正在寻找简化信息的最佳方式，使人们能
够理解并支持新的思想。具有前瞻思维的组织会提高商业决策的透明度。他们会围

如需了解如何帮助贵组织为即将到来的战略执行趋势做好准备，请致电
+86 21 2226 5032 （上海）、+86 10 5682 6633 （北京） 或者发送
邮件至 infoasia@strategyex.com，我们的学习专家会为您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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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数据创建正确的工具、系统和思维方式，以便有效地开采和应用有效信息。

由于专业项目人员切实地需要对组织及
其目标进行更具战略性、整体性的思

持续的缺乏治理受阻于资源的缺失

考，因此 PM 领导层 —— 包括 PMO

治理失败是造成战略执行无法协调统一的关键所在，但鲜有组织愿意承认这一

将在组织内部主张更具战略性的角色。

点。普遍情况是，“go-no go” （推进/不推进）决策似乎是在没有考虑资源需
求的情况下随意做出的。适当的治理需要确保整个项目组合流程的透明，包括资
源的分配和决策标准。为了继续在竞争中保持领先，组织要能够有效地平衡自己
的增长和变革需求以及可得到的资源。

PMO 正在成为战略伙伴
由于专业项目人员切实地需要对组织及其目标进行更具战略性、整体性的思
考，因此 PM 领导层 —— 包括 PMO 将在组织内部主张更具战略性的角色。
PMO 确保了执行与战略的统一。具有前瞻思维的组织已经将 PMO 提升到了这
一角色。那些取得成功的组织有着战略性的服务心态，它们可以明确地展现价
值所在。

商业分析师 (BA) 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与 PMO 一样，商业分析师对组织的战略执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领导
者必须拥抱 BA 的角色，并且将其提升至沟通者和促进者的位置，而不仅仅是收
集需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组织架构上的所有员工均可以为项目组合的发展
做出贡献，并且交付组织所需要的商业效益。智能型公司提升了 BA 在统一战略
和执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如需了解如何帮助贵组织为即将到来的战略执行趋势做好准备，请致电
+86 21 2226 5032 （上海）、+86 10 5682 6633 （北京） 或者发送
邮件至 infoasia@strategyex.com，我们的学习专家会为您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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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反映了智能型公司应对日益复杂多变、反复无常的环境的方式，而

在提升员工技能上下功夫是填补

我们恰恰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运作。由于项目工作驱动着我们所做的一

差距、顺应这些趋势以及保持领

切，因此推动组织的成功意味着我们需要平衡个体和团队所掌握的技术和关

先的一种方式。

系技能，这对于有效地统一和执行组织战略至关重要。缺乏技能的平衡可显
著拉大组织战略和执行之间的差距。在提升员工技能上下功夫是填补差距、
顺应这些趋势以及保持领先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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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wentyEighty Strategy Execution，我
们致力于提供绩效培训解决方案，以提高员
工的战略和项目执行能力，推动绩效的进一
步发展，进而弥合战略执行的不足。通过综
合大学前沿研究的最佳成果以及成熟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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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我们可以提供以绩效为中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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