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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寄语

4  HLB全球商业调查报告 

2020年是前所未有的一年。新冠肺炎的全球大
流行已近12个月，不但社会遭受重创，全球经
济和诸多领域的商业活动也因此陷入困境。

过去的十年中，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而此次疫
情爆发更加速了经济紧缩期的提前到来。

经济增速放缓或许在意料之中，但几乎无人能够预测这竟
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突如其来的冲
击促使商业领袖们思考：现有的商业模式会适合最新的经
济态势吗？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因此付出哪些代价？

许多企业已经采取削减成本、提早强制员工休假等应对和
保全措施，但类似举措的长期执行根本无法帮助企业走出
困境。实际上，经济周期背后隐藏着强大的力量，足以推
动后阶段的经济增长。许多结构性变化已经加速了某些领
域的终结，但也同时促进了其他领域的新生。较早实行计
划的商业领袖们已经开始审视全球各个细分市场和行业，
以探求全新的差异化增长机会。部分商业领袖们也开始快
速行动，以充分把握在变革风潮中显现出来的机会。

在今年的全球商业领袖调查报告中，我们探究了企业决策
者如何适应新的经济态势，以及他们在面对全球健康危
机以及其连带的诸多影响时，对国际商业环境的看法和
解读。在2020年第4季度，我们共调查了来自55个国家和
地区的583位商业领袖，了解他们眼中影响商业发展的主
要顾虑、后疫情时代的愿景、以及实现这些愿景的方式。 
除了定量研究以外，我们还对部分首席执行官进行了深入
采访，以便进一步探讨当下最为紧迫的商业问题。

我们发现，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全球经济
状况对企业构成了重大威胁，但受访者们却仍信心十足并
抱持乐观态度。这样的心态为全球经济的稳步复苏带来了
希望。同时，商业领袖们也积极回应当下显现出的紧迫和
重大的社会问题。总体而言，商业领袖们对疫情过后的愿
景可被总结为：更精干、更环保、更敏锐。

在此感谢填写本问卷调查表的全球商业领袖。希望本报告
能够抛砖引玉，协助您在疫情过后获得成功。如您希望讨
论本报告中的任何发现或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Marco Donzelli 
HLB浩信国际全球首席执行官



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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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领袖在充满挑战的一年里仍然信心满满

81%

担忧此次疫情的影响

54%

认为全球经济会严重下滑

76%

相信所在企业能够实现增长

抓住疫情这一大好时机，以更好的姿态重整旗鼓

91%

认为企业应对社会事件的方式将
与其品牌声誉直接挂钩

91%

相信所在企业能够转变业务方向

77%

从未来的低碳经济中看到商机

商业领袖认可多元化人才团队的竞争优势

不同意同意

打造多元化的董事会和人才团队越来越重要

保证员工的身心健康是人力资源部门的首要任务

在当前环境下，雇主更需要确保全体员工享有平等的支持和机会

更具多元性、包容性的人才团队才助于提升企业财务表现

81%

84%

93%

93%

19%

16%

7%

7%



发人深省的危机

2020年是史无前例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重创全球经济， 
社会不确定性在2021年仍继续发酵。 

近54%的受访者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继续下滑。商业世界充
满未知，如同先前的经济衰退反而推动了技术创新发展，
有人认为突如其来的急转弯也许会引领我们到达正确的目
的地。从实现电气化到大规模汽车生产，以至信息技术和
电信行业的蓬勃发展，历史证明，高瞻远瞩的商业领袖绝
不会白白浪费危机所带来的机会。

以食品品牌CAULIPOWER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Gail Becker
为代表的企业决策者指出：“我们对于未来经济复苏感到
十分乐观，我认为经济复苏已出现征兆。当疫情一过，
大家就会整装以待，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正常状态。”Gail 
Becker的公司计划在2021年发布新产品，以超越保守的竞
争对手，获取新产品的市场优势。42%的受访者计划明年发
布新产品或新服务，同时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公司未来一
年的发展实力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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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未来经济
复苏感到十分乐观，我
认为经济复苏已出现征
兆。当疫情一过，大家
就会整装以待，恢复到
一定程度的正常状态。”
CAULIPOWER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GAIL B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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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出乎意料，商业领袖们仍然信心十足 

问：您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率会在未来12个月内发生变化吗？ 
问：您对贵公司未来12个月的收入增长有信心吗？



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企业纷纷摒弃求生模式，
并转而优化自身运营框架。如此运作，企业的确可以保持
乐观。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各行各业都在实施新的运
营模式，不论是在提供客户服务还是在建立劳动力多元化
方面都迎来了崭新的机遇。与此同时，商业领袖也认为新
冠疫情是对广大企业的警示，提醒他们重新评估企业价值
和运营模式。

尽管全球大多市场已经克服了疫情初期带来的冲击，但疫
情仍是大部分行业的最主要压力来源。81%的受访者担心疫
情给公司运作带来的影响，这也是他们今年最大的忧虑。
由去年开始，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便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这也是77%的受访者的心头大患。疫情和经济不稳定这两大
风险相互关联，更因其他的市场变化而愈演愈烈。

企业首先应当考虑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然而，如果
商业领袖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可能忽视
企业面临的其他潜在风险。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的忧虑还包
括：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监管变革以及社会不稳定。

地缘政治不稳定性指数跟去年相比增长了10个百分点，目
前仍然是商业领袖们重点关注的第三大问题。社会不稳定
在往年的调查当中并非主要忧虑，但在今年则成为了前五
大风险之一。同去年的调查结果相似，监管变革和国际贸
易流中断是近半数受访者极为关注的两大风险。考虑到持
续不退的不确定性以及贸易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不难理
解为何受访者会有这些顾虑。

COVID-19影响

经济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政策法规变动

社会动荡

国际贸易流中断

网络安全问题

税收风险

人才获得

汇率波动

贸易保护主义

破坏性技术

环境/气候风险

图2： COVID-19带来的冲击是否已经超过了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
 

问：以下风险对您的业务有多大影响？

38%42%

31%47%

15%44%

16%38%

15%36%

14%35%

12%35%

13%34%

10%37%

11%29%

9%27%

5%28%

6%26%

有影响 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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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商业环境在众多推动与拉动因素下逐渐成形。而
疫情过后，又会是哪般光景呢？

尽管各国政府承诺争取从2021年1月开始为最弱势群体以
及关键工作者接种疫苗，但多数国家和地区还尚未宣布
开始普遍接种的具体时间。即便如此，接种疫苗的消息
还是为大众带来了希望，并且转变了企业和消费者的消
极心态。大街上再次人流涌动，办公室开始复工，各行
各业都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常态。

很可惜也许大家再也无法回到疫情爆发前的世界。虽然
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等重要举措将在今
年底逐渐消失，但疫情带给社会和企业的深层影响和跨
行业之间的加速转型则仍将继续。虽然这类转型目前仍
处于发展初期，但是从商业领袖们计划在2021年采取的
战略行动来看，各个地区都表现出了这类转型的明显痕

迹。

z

81% 的受访者担心
疫情给公司运作带来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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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地区、各行业的商业领袖们都一心应对
疫情和经济不确定性，但他们对于我们今年提
出的主要问题却持有不同观点。

有趣的是，他们的回答都与摆脱疫情造成的经
济冲击、展开经济复苏有关。而这一复苏趋
势，与病毒爆发的轨迹一样 — 从东方开始，
随后席卷全球。

国家展望

中国首当其冲，已经走出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来自中
国的商业领袖们对疫情的焦虑最低（相比81%的全球同
行，67%的中国企业决策者为此忧虑）。他们对经济不确
定性的焦虑也最低（与77%的全球行业相比，只占62%）。
同时，更多的中国商业领袖对所在公司未来12个月的发
展前景更有信心（与76%的全球数据相比，83%的中国受
访者表现出了信心）。

中国商业领袖之所以如此乐观，也许是因为中国成功防
止了第二波以及所有后续的病毒传播，从而中国企业也
获得更长的恢复时间。再者，过往应对非典的经验使亚
太地区的经济体（如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能够在
此次疫情中做好充分准备，从而有效遏制疫情以及因此
造成的经济影响。

可是，来自东方的乐观派却不看好全球的经济前景。64%
的中国受访者预计未来12个月内的全球经济将下滑，而
在美国只有37%的受访者持相同观点。由于全球市场之间
的相互联系以及中国对于贸易伙伴的相互依存，而这些
贸易伙伴很可能会在2021年逐渐有效处理因疫情造成的

影响，这样调查发现也不失为一个正面的消息。

战略行动 

商业领袖们在未来12个月的计划也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将
会是疫后复苏阶段的先锋。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决策者都把
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效率、削减成本和推动有机增长这三方
面，而外包手段就是实现前两项工作重点的有效途径。
有趣的是，美国企业在职能工作外包方面的可能性 
（26%）是中国（11%）或英国（8%）的两倍之高。

中国的商业领袖们也同样注重运营效率，但在他们的发
展蓝图中还有更积极的行动。跟西方的同行不一样，中
国的企业决策者更倾向于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更有可
能考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与企业家合作（这两方面分
别占比41%和29%，而全球同行在这两方面分别占比27%
和21%）。

商业领袖们在评估自身弱势方面也存在国家间的差异。
近半数的中国受访者（49%）认为创新能力是目前亟待改
进的第一要素。而美国企业对自我创新能力较为自信，
但他们（42%）比全球同行（35%）更侧重于弥合运营效
率方面的差距。除了精简机构和缩减部分开支以外，英
国受访者（29%）比全球同行（20%）更有可能注重强化
自身品牌。

从东方到西方，不断演变的复苏战略

“中国的投资意愿或许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我不能确定中国是否会像过去一
样帮助全球经济脱离困境。”

LEVON ANTONIAN，HALIAN集团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

10  HLB全球商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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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领袖有不同的增长行动计划

问：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贵公司打算采取以下哪些行动以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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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点

美国和英国的商业领袖认为数字化能力是他们的第二大
弱点，并需要在未来12个月内解决（美国39%， 
英国31%）。

而中国商业领袖对其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更有信心， 
只有2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其企业在数字能力方面还存在
差距。中国企业更注重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技术成熟
度方面的差异也会进一步在新投资分配的选择上体现。

英国和美国的商业领袖非常重视利用云技术推动未来
发展，并视云技术为目前托管和支援更先进的技术的关
键。然而中国商业领袖则更注重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
术，因为这两项技术可以帮助本地企业部署更多创新的
解决方案。

 

或好或坏，都有期盼

在应对即将到来的疫情余波之余，所有商业领袖都表示
会大力优化公司组织内部的多元化和平等性。95%的中国
受访者（比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多）认为，在当前环
境下打造多元化的董事会结构和人才队伍非常重要。92%
的中国受访者也认为多元化有助于提升企业财务表现，
而全球持有这一观点的商业领袖则占82%。

当世界各地逐步战胜此次健康危机，我们则必须做好准
备迎战下一场危机 — 气候变化。虽然从调查看来，已
经隐隐爆发的环境问题及气候风险是所有商业领袖目前
最不担忧的问题，然而今天的无所作为定必导致日后不
可逆转的局面，并在未来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调查发
现了一个相对积极的现象：商业领袖们正积极向绿色发
展方向迈进，并采取具体行动。89%的中国受访者和81%
的英国受访者正在做出改变，争取未来能够从低碳经济

中获益。而持有相同态度的美国受访者仅占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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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科技进步

在2020年，所有人都切实感受到全球的
互通互联和互动。

我们能通过视频电话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借着
线上学习平台提升技能，透过线上游戏丰富娱乐
生活。在带来精神压力的疫情期间，科技填补了
我们内心的空虚，使我们保持对疫后新经济周期
的积极心态。

与此同时，企业也在加快数字化的步伐。以往在
战略蓝图中不被重视的新数字技术投资，现在已
成为维持长远稳健运营格局的必要之举。大数
据咨询公司Arca Blanca的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
Marco Mormone在提到未来发展前景时直言: 
“商场胜负难料，但现在看来，接受新兴技术的
人可能会是最后的赢家。”

拥有强大的技术核心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 
过去需要几周时间才可以远距支援运营的临时技
术结构，在2021年已遂渐被更有利的技术投资所
取代。我们的数据表明，商业领袖更侧重于满足
眼前的技术需求，而非投资研发项目。跟去年的
调查结果相比，区块链、3D打印和生物识别等技
术的战略重要性在2021年有所削弱。

重视云技术，也不能忽略安全问题

云技术使企业能在封锁令期间维持营运，因此不
难理解为何今年近50%的受访者都视“云计算”
为决定未来成败的最关键技术。

随着远程办公的兴起，基于云的应用程式、 
资料存储基础架构以及资料管理解决方案的
应用范围都在2020年明显扩大。CaseWare 
International Inc.首席执行官Matt Dodds指
出，幸好该公司在早期投资了云技术，才能在疫
情爆发初期占据优势地位。他表示:“云技术使我
们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进行全球业务部署，这是
一个巨大的优势。” 

除了帮助企业进行远程操作以外，云计算还可
以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技术基础架构的总体购置成
本，提高员工的日常工作效率，还有助于了解
商业模型的变革情况以及新的客户价值定位。既
然42%的受访者都表示会加大云技术投资并着重
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那么是否会有更多企业在
2021年转而选择云驱动的产品？

12  HLB全球商业调查报告 



注意：去年，我们将“ AI”用作所有“智能”技术解决方案的总括类别。 2021年，我们引入了机器学习（ML）的单独类别，作为统计
方法和建模技术的子集，用于构建从提供的数据中学习的应用程序。因此，今年的排名分布有所不同。

图4：云技术被认为获得成功最重要因素 

问：以下哪种科技进步对您未来的业务成功最为重要？

云计算 人工
智能

物联网 机器学习 5G 人类机能增进 区块链 3D打印 VR/AR 生物统计学 无人机

49% 49%

29%

23%

19%

23%

10%

7% 7%
4%

2020 2021

49% 31% 26% 22% 19%20% 10%14% 7% 7% 4% 3%

RPA  
机器人流程自

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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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可能。但在实践云运营的过程中，商业领
袖们不能为了追求快速的数字化发展以及节省运
营成本，而忽视安全问题。53%在2020年6月接受
调查1的资讯技术专业人员指出，网络异常活动自
疫情爆发以来便急剧增加。如今越来越多的敏感
资料正通过数字渠道传送，企业也有可能因没有
制定适当的预防措施而陷入运营危机。Halian的
集团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Levon Antonian预计：“
随着线上商务的普及，网络安全将成为我们亟需
关注的重要领域。”

不太关注科技的商业领袖就比较低估网络安全方
面的风险，只有47%的受访者担心潜在的网路安
全问题。令人意外的是，仅少数受访者（13%）
认为数字安全是企业运营方面的软肋。虽然有些
企业或许已经建立了稳健的网络安全方案，但他
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由远程办公、攀升的线上
交易量以及敏感资料互通所带来的新一轮挑战？
这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ML）、物联网
（loT）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依然是新兴
科技领域的主流，不仅与去年的调查结果类似，并

且跻身2021年最重要技术的前五名之列。正如早
期的跨行业试行者所说，这些技术有助于制定更
明智的运营决策、实现成熟的自动化操作以及提
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但是，对许多商业领袖而言，提升核心数字能力
只是一项仍在进展的工作。仅35%受访者认为数
字能力是今年需要改善的短板。鉴于几乎各行各
业都已经实现了可观的数字化成熟度，因此拒绝
探索新技术的企业只会进一步拉大市场差距。

此外，绝大多数（88%）的受访者都认为技术是
战胜跨境业务挑战的关键。事实上，由人工智能
驱动的全新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解决方案
的确能够处理费时的人工监管工作，并针对一系
列基于规则的流程实现自动化决策。由机器学习
驱动的预测分析解决方案可以通过提供替代性建
议来管理采购周期和物流，从而有助于消除贸易
流中断造成的运营影响。可惜是的，大规模实施
此类项目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Halian的Levon 
Antonian指出：“我们才刚刚开始采用更为全面的
分析和商业智能系统。值得高兴的是，新兴技术
正逐渐占据主流，此次疫情也极有可能推动了新
兴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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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尚待加强的数字化能力

问：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您最需要重点关注公司的哪些弱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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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现实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了新技术的投资，致使人们相
信数字化可以解决一系列的运营问题。但对于新
兴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机遇，商业领袖们的预测是
否合乎实际？他们是否会对实际取得的结果失
望？

去年，区块链是广大企业认定的第四大最受关
注的战略领域。然而区块链在今年却跌至第八
位，只有10%的受访者仍将区块链视为首要战略
领域。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落差？早期的试行者认
为，区块链是解决不可变数据存储、简化供应和
资产链管理、简单数据可审性等一系列运营问
题的有力竞争武器。然而当区块链成为主流后， 
许多商业领袖便发现到区块链的局限，比如有限
的可扩展性以及低能源效率。

鉴于许多新兴技术尚未正式投入到现实生活中，
因此对于各企业评估其技术选择可行性的能力，
我们仍然采取观望态度。单靠技术本身并不可拼
出成功的蓝图。企业会如何确保其有充足的技术
基础架构成熟度，以让技术投入发挥作用，并进
化成一项战略优势？商业领袖是否有明确的行动
规划，让其技术投入配合更为全面的运营策略？
面对跨境挑战，监管工作又能为技术解决方案的
可行性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新技术跃然出现，而后陷入低潮不为人
用，后来又逐渐反弹成为技术主流。这都
是自然规律。”
HALIAN 集团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LEVON ANT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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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现实亲近感是不少企业在采用远程
办公以后都面临的新挑战。

84%的受访者认为，由于疫情期间需要保持安全
距离的缘故，在公司内部营造人性化的氛围变得
困难重重。

如果没有事先安排视频会议和共享议程，员工很
难在分散的办公环境当中自然地开展合作。偶尔
跨团队之间的闲聊就如同一剂秘方，能在公司内
部催生出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7%）认同难以通过数
字渠道激发创造力。CaseWare International 
Inc.首席执行官Matt Dodd表示：“创造力往往在
不经意间出现，而那些在发生在取咖啡时办公室
走廊上的讨论和随之产生的新想法，也随着远程
工作而不复存在了。”

通过事前筹划的视频会议而进行的交流一般都
是更有序、更有条理的，因此员工也更难以与同
事、合作伙伴和客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52%
的受访者认为，在要求保持社交距离以及人际关
系日益疏远的时代，很难实现高效的团队协作。
团队中的疏离感会淡化员工与公司之间的关联，
继而直接影响员工的创造力、敬业度，甚至最终
业绩。因此，在科技盛行的环境中，企业还需要
被注入更多的人情味。

Arca Blanca的Marco Mormone表示，在疫情爆
发初期，公司难以构建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的有
效框架。不论是公司团队还是客户，大家都倾向
于传统的工作方式。在远程办公环境下，传统工
作方式的缺陷也逐渐浮现。“随着公司团队逐渐
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员工已经远程处理、启动幷
完成了数十个项目。回想以往的出差经历，我还
特意坐飞机去开一个小时的会议，然后又着急忙
慌地飞回来……无可否认，这些协作工具和数字
化远程工作工具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39%的企业认为，在远程团队中建立信任是另一
项挑战。员工们的业余活动和在办公室以外的交
流都有助建立团队成员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
但若说到建立新的关系，持续的远距离交流可能
会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造成深远影响。

Halian的Levon Antonian认为，业务发展、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销售额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幸运的是，我们在封城期间一直可以维持运营，
但在新业务开发方面却有所下降。”在缺乏人际
交往的情况下确实难以建立新关系，正如Levon 
Antonian 所说，“有些话还是没法透过Zoom或
Teams等视频会议表达清楚。通过面对面互动中
所建立的信任是无法被视频通话取代的。”

我们怀念人际交往吗？

图6：远程办公环境中，我们最为怀念什么

问：在当前保持社交距离和通过数字技术增加远程互动的环境中，您认
为在商业活动中最难创造哪些“人性化” 元素？

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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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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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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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味不可丢

大多数人在今年也许只能继续无奈地保持社交距
离，继续远程办公。但我们还能坚持这样的社交
互动方式多久？这是各行各业的首席执行官都要
思考的问题。

尽管科技帮助我们与他人保持联系，然而目
前还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能完全取代现实工
作中美好的同事情谊，活动现场的繁忙热闹， 
或是第一次约见客户时的焦虑紧张。

远 程 办 公 仍 有 其 他 优 势 。 即 使 与 商 业 合 作
伙伴和客户建立有意义、全新的合作关系在
20 2 1年仍然是一大难题，但65 %的受访者相
信，远程办公有助于企业搜寻多样化人才。
远程办公让企业能够在世界各地招揽人才， 
使地理距离不再是人才招募的障碍。

INSEAD的研究人员预计2 ，在电信通讯优化下，
我们正在进入的新经济周期会具备极其分散的地
理分布特质。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掌握所
缺技能、因居家办公而削减营运开支、缩短人才
招募时间等优点以外，远程人才招募还可以促进
企业之间的多样化与包容性。

即便如此，长时间的远程办公也存在弊端。企业
有否尽力帮助员工过渡到新的角色？企业是否有
良好的企业文化，确保能够恰当地解决所有员工
（不论其职务、性别、年龄和种族）的社交和心
理需求？

在公司上下营造多样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成
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是否能够确保员工和新入职
同事在数字和现实世界同时保持有效联系并实现
共同发展。

 

“我们非常怀念与客户、
用户甚至分销商的直接面
对面交流；我们怀念那种
互动形式，那种专注于激
发创意的协作方式，那种
直观了解产品使用体验和
产品问题的工作模式。这
一切都叫人怀念。”
CASEWARE INTERNATIONAL INC.首席执行官
MATT DODDS

“每个会议或研讨会都使我受益匪浅，

一个人如何开启职业生涯、如何建立人际网络，

这些都是我从中学习到的课题。”
PROACTIVE GROUP HOLDINGS INC.集团首席财务官SIMON FR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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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多样化团队驱动企业竞争力

在2020年，我们认识到迅速的应变能力
以及创新的问题解决方式是企业的生存
之道。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形势和运营
调整，各级员工都必须快速思考、精准
出击。 

在应对未知事物的同时，大多数商业领袖还必须扩展其
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大局观。

我们在与受访者交流时了解到了新的潜在趋势：疫情爆
发之前，只有部分商业领袖致力于推动业务创新。然而
目前推动业务创新已成为所有商业领袖的责任。随着企
业决策者重组公司业务幷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灵活性，开
放式思维势必成为2021年的重要发展趋势。企业应该如
何激发开放性思维呢？那就离不开多样化人才。

82%的受访者相信，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人才团队有
助于提升公司的财务业绩。Caseware International 
Inc.的Matt Dodds也坚信：“多样化的工作团队会创造更
好的业绩，具有丰富经验、广泛见识和充分技能的工作
团队，可以助力公司取得更好的经营成果。”

HLB浩信国际先前一项关于无意识偏见行为的研究3发
现，与同类团队相比，多样化团队（按年龄、性别和
地域多样性划分）的优势在于创造性思维以及创新的问
题解决方式。在当前充满未知的环境当中，员工对现
实状况提出的质疑、多样化的观点有助于商业领袖找
到新的发展契机，幷在新的层面上与客户建立联系。 
Arca Blanca的Marco Mormone指出，由于他们目前正
在处理“可能会对一家公司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多方面思考。如果我们始终单方面思

考，那工作效果当然也是有限的。”

问：在当前环
境下，雇主确
保全体员工享
有平等的支持
和机会显得尤
为重要。

问：人力资源
部将保障员工
的身心健康视
为首要任务。

问：在董事会
和人才队伍中
建立多样性变
得越来越重
要。

问：更具多样
性和包容性的
人才队伍最终
有助于提升财
务业绩。

图7：商业领袖们认识到员工多样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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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遂步打造多样化人才团队

随着企业领导层更加注重多样性和包容性，我们预计全
球劳动力市场将在2021年发生更多积极的变化。85%的受
访者认为，打造多样化的董事会结构和公司人才团队已
经变得越来越重要。93%的受访者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
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支持和机会。

在“反抗灭绝”、“ 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运动获得广
泛国际关注的同时，部分商业领袖目前已经主动采取行
动，积极向工作团队和合作伙伴宣传社会责任。在公众
激烈讨论美国的歧视和种族问题时，CAULIPOWER的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Gail Becker请来了一名研究非裔美国人
的教授与公司员工进行交流：“通过帮助公司员工了解正
在发生的种族问题，探讨我们该如何谈论这些问题，如
何互相帮助和促进成长。公司是一个员工可以安全和自
由地交流的场所。”

尽管自疫情爆发以来，企业人才部门在打造多样化团队
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对于Arca Blanca的Marco 
Mormone以及不少其他商业领袖来说，要在多样化人才库
当中找到在“个性、文化契合度和能力”这三方面都合
适的人才，仍绝非易事。

全新运营框架

除了接受多样化的观点，企业还致力于寻求全新的工
作方式，以充分应对未来十年将面临的挑战。我们去年
的调查结果预测，未来十年的成功商业模式具有以下特
点：自上而下和基于云的移动结构、适应灵活的工作安
排、节省资源、以共享合作关系为基础。在未来十年的伊
始，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企业将以流动的形式
开展业务。4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企业将实行分权，42%的
受访者预计企业对高层运营结构的依赖程度将会降低。
云技术被广泛认为是实现此类企业转型的驱动力。进入
2021年，已经有企业实行这类转型原则，也有企业为了
保持自身竞争力而正在慢慢接受这类转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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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未来成功的商业模式特点

问：在您看来，未来成功的商业模式都有哪些特点？

来源：2020年HLB商业领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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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LIPOWER的Gail Becker表示：“我们一直都在快速
发展。当我们提出一个想法后，可以在15分钟后开始
施行，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操作形式了。疫情爆发
时，很多企业不够敏捷，规模不小也不够灵活。”缺乏速
度和敏捷性属于执行方面的不足，而商业领袖们正试图
通过不同方式弥补这些弱点。

各行各业都积极地朝着更简明、更加以人为本的运营方
向转变。尽管运营流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人
才团队却尚未赶上步伐。

人才市场新需求

虽然远程招聘的执行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仍有47%的
受访者将“人才吸引”视为企业运营的一大风险，更有
超过四分之一（26%）的受访者将“人才吸引”视为企业
亟待强化的痛点。自疫情爆发以来，各国失业率飙升。
为何还会有如此多企业面临人才招聘问题呢？

求职者众，企业似乎有大量的优秀人才可以选择。但通
过深入采访发现，应征者的数量多寡或聘请新人的能力
都不是阻碍企业招募人才的原因，更多时候只是“合不
合适”的问题。商业领袖越来越倾向于在技能、个人特
质和文化属性方面都能贴合企业文化的人才。他们要寻
找的不仅仅是可以胜任工作的员工，更是在今后可以够
满足企业需求的能人。Arca Blanca的Marco Mormone表
示：“寻找跟公司未来规划以及公司现行工作计划相契合
的技能和人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当前的就业市场局面促使商业领袖不得不转而寻求其
他的人才招募渠道。为了推动公司发展并尽可能地填
补公司在技能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多的
受访者（21%）计划与企业家合作。除了掌握缺乏的
技能，外部合作伙伴还可以带来更具多样性的观点， 
从而激发创造力以及新的决策方式。

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大型技术中心内部的人才竞争更是尤
其残酷，人才保留和员工敬业度在此就成为了关键。 
CaseWare International Inc.首席执行官 Matt Dodds表
示，该公司一直与同地区的亚马逊、谷歌、微软等大型企
业之间存在人才竞争。Matt Dodds指出：“受疫情影响，
别的企业都加强了工作灵活性并推出了新的工作安排。
我们必须跟上脚步，以捍卫我们的人才品牌和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诱人的工作条件和公平的薪资待遇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
素，企业多样性同样也有助于增强雇主品牌影响力。在
少数群体中宣传有关企业的所在行业和所属专业，有助
于吸引初级人才。与此同时，解决公司内部的无意识偏
见也能够留住更多的核心员工。

除了提升运营灵活性，商业领袖还需专注营造愉悦的工
作氛围。令人感到安心的是，93%的雇主都认为员工的身
心健康是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疫情也许会使员工的感
到巨大的情感落差，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与社会隔绝，
油然而生的孤独感使他们无力处理焦虑情绪。而雇主关
注员工身心健康的一系列举措，有助于让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回归到公司的日常运作。

在内部组织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雇主品牌、致力推
动员工福祉，都只是企业开展更全面的转型的第一步。
企业针对如今更大的社会趋势所做出的决定，将在很大
程度上会直接体现企业的品牌形象，从而助力或阻碍企
业获取新消费者的支持以及招募新人才。91%的受访者都
认同，企业应对各类社会事件的方式将直接体反映出企
业品牌以及客户口碑。

对于企业内部围绕影响社会的包容性和公平等话题而
展开的讨论，商业领袖是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再培训
和进修计划是否有助于商业领袖缩小人才吸引方面的
差距？文化契合度确实重要，但部分企业是否也需要放
宽“合适”这一用词的定义，并且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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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 
应对各类社会事件的方式将直
接反映出企业的品牌形象以及
客户口碑



重整旗鼓再出发

疫情爆发前几个月里，一片平静之下充
斥着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问题。 

政府和企业如何确保疫情不会对某些社会群体造成极为严
重的影响？企业是否正在部署实施公平、平等的就业举
措？一旦政府在疫情结束后不再给予支持，商业领袖是否
有资源做应做之事？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疫情所造成的“重置”是一个回顾
过去的机会，亦是确定新目标的契机 — 发展更精干、
更环保的生产模式。绝大多数受访者（9 1 %）相信， 
他们有能力应对疫情影响，幷且成功确定新的业务发展方
向。商业领袖们对此又有何计划呢？

针对市场变化，多数商业领袖都着眼于加强公司韧性，其
中65%的受访者就打算进一步优化运营效率。正如我们所预
料的，近半数（48%）的受访者将削减成本视为另一项重点
战略工作。疫情期间，不少企业利用战略性现金控制和现
金管理谋求生存。而在2021年，很多企业将因应市场需要
而继续施行节俭举措，以此保持企业敏捷性幷推动企业的
快速发展。

在部分商业领袖仍在采取防御措施的同时，不少同行已为
新的开始早做绸缪。B2C和B2B领域目前已经出现了新的消
费者需求，而不少企业也已计划强化自身创新能力，以应
对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因此，强化创新能力被受访者视为
第四大工作重点。42%的受访者准备在未来12个月内推出新
产品和新服务。CAULIPOWER的Gail Becker表示：“我们时刻
都在构思新产品和创新发展。即使疫情横行，新产品和创新
也不能停。”除了Gail Becker，还有许多其他商业领袖抱持
同样的乐观态度：“疫情期间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
此疫情是创业的大好时机，不论在机遇还是创新方面都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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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尚待改进

图9：尚待强化的优先任务

问：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您打算采取以下哪些行动来实现增长？
问：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您最需要重点关注公司的哪些弱点？

降低成本 成本管理 推出新产品
或新服务

创新 建立有机增长 客户需求 合资企业或战
略联盟

新的合作伙伴
关系

48%

42%
37%

27%

22%
2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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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发生的危机都会导致主要利润池发生转移，此
次危机也不例外。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将最
新战略与价值相结合的企业，在步入新的发展周期
时将具有更大的优势。

尽管商业领袖的乐观态度有增无减，但一旦涉及
更需资金支持的举措，他们也需要谨慎行事。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幷购活动将在2021年有所
减少，只有20%的受访者有达成新交易的倾向。 
仅有9%的受访者打算退出现有业务或市场。是否
大多数企业都在等待更好的经济条件，借此让投
资组合重新洗牌？商业领袖是否还在坚持持有收益
不佳的资产，期望未来市场回暖收回投资价值？ 
而对于不依靠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实现自然发展
（37%）幷推出新产品（42%）和新服务，他们又是
否过于乐观？

更精干、更环保、更敏锐

商业领袖每天做出的决策都需要足以应对疫情的长
远影响。企业现在必须利用已有的技术基础对自身
内部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企业需要确定，其发展愿
景、现行运营理念以及价值观如何与其服务的社会
所对应的价值观相一致。Halian的Levon Antonian
指出：“现在的客户需要我们表明针对现代奴役现象
的立场，在我们投标时，客户也会要求我们明确在
环境问题方面的政策。” Levon Antonian预计，客
户将越来越倾向于了解企业未来几年将采取的企业
社会责任（CSR）措施。

客户对企业在道德和环境方面的承诺的好奇心，并
不仅仅限于某些垂直市场或区域市场。在全球范围
内来看，91%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如何应对社会事件
的方式会直接影响品牌形象以及客户看待他们的印
象。考虑到以数字化方式建立信任极具挑战，企业
声誉就显得尤为重要。未来女性发展项目Women of 
the Future Programme的创始人Pinky Lilani提
到，自疫情爆发以来： “良好的业绩、企业声誉、企
业品牌的意义” 这三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 “让其他
人做你的宣传大使”将成为建立新关系的主要方式
之一。

 

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商业领袖需要更加注意企业
在疫情期间所出现种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以
及环境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在2020年，千禧
一代和Z世代消费者不仅在网络上积极表达了自己
对气候变化、社会不公、不平等问题的关心，并且
付诸实际行动走上街头。51%的受访者会担心社会
不稳定会对其业务造成影响。

针对以上情况，商业领袖目前最应该采取的措施就
是不要置身事外。决策者们更应该重视公司为了解
决其所服务的社区内日益加剧的担忧情绪而正在采
取的行动。

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并不是让企业朝着更环保的方
向发展的唯一原因。代表着数万亿美元投资的资
产经理人们正要求企业在2030年前将排放量减少
45%，并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碳目标制定计划4。 
这些企业背后的投资者不再打算支持发展前景尚不
明朗的公司，或者利用不痛不痒的举措来掩盖其不
当行为的公司。Women of the Future Programme
的Pinky Lilani表示：“我担心如果企业仅仅以合规
为目的，就会匆忙行事。而客户一旦开始问责，公
司会更加重视。我敬佩那些寻求改变的商业领袖，
因为他们认为改变是正确之举。”

图10：商业复苏是企业变革并从未来低碳经济中获利的机会

问：商业复苏是企业变革并未来的低碳经济中获利的机会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14%

63%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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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疫情后的重启阶段的正面重大影响，则是企
业开始重注在现有的环保边界范围内开展运营工作。77%
的受访者认为，疫后复苏阶段是让企业在未来能够更好
地从低碳经济中获益的一个大好机会。可再生能源的关
注度提高，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好处，包括节省相当于八
倍投资成本的医疗费用以及促进能源行业的就业增长。
一旦完成更环保的能源转型，全球GDP在2050年将有可能
增长98万亿美元5。

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先者公开承诺，表示会在未来十年内
加强自身的业务可持续性。例如，联合利华计划在2030
年之前将其业务运营的环境足迹减半。去年，联合利华
每吨生产目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65%，有效回到2008
年之前的水平6。能源企业E.ON也致力于在2030年之前将
范围1和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75%，并在2040年之前
充分实现碳中和7。不仅仅只有大企业的商业领袖会根据
社会需求做出更有利环保的决策，一系列创新品牌和初
创企业如Beyond Meat（肉类替代生产商）、Cariuma（
可持续鞋类品牌）、Depop（流行服装市场）以及其他以
目标驱动的品牌，都因消费者的态度和需求转变而在过
去几年里受到了广泛关注。

我们去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商业领袖正在密
切跟进这些变化。在2020年，42%的受访者计划跟随客户
的脚步，将调整采购策略为更靠近国内市场。超过59%的
受访者在今年打算重新评估供应链以便促进就近采购。

本次报告也分析了特定行业的应对措施。有超过88%的金
融服务企业认为，疫后复苏阶段是转变商业模式的一大
机会，进而助力企业在未来能够从低碳经济中获益。机
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以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
为核心，高度关注因环境变化风险所造成的后果，从而
采取更负责任的投资策略。

84%来自于农业、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受访者计划重新调
整业务运营方针，以配合未来的低碳经济。72%来自于
农业、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受访者目前正在重新评估供应
链，希望将采购源转移到本土市场及附近。农业、食品
和饮料行业的这两个数字比各行业的平均数字都高。
这是个相当积极的信号，因为该行业对全球排放水平方
面有显着的影响。至于增加国内采购的情况，某种程度
上也可以归因于此次因疫情而导致的物流中断。无论如
何，在国内进行产品加工确实可以减少制成品的碳足迹，

提高生产可持续性并为当地社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全球协调新模式

商业领袖进行供应链调整也是有充分理由支持的。以20
世纪有关商品、金融和服务（以及人力）的自由贸易及
商业活动理念为基础，由此设计的全球贸易地图正经历
一场变革。近半数（49%）的受访者担心国际贸易流中
断会对其业务运营造成影响，这种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与此同时，各国民众都在时刻关注各国政府应对疫
情的行动，以及各国政府所取得的不同程度上的成功。
这两项因素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估自由市场力量的有
效性，由此为公众和经济未来的良性发展奠定稳定的基
础。

呼吁政府积极向困难企业伸出援手、挽救生命的这一号
召，正在取代原本以减少政府干预、放宽监管以及“相
信市场会解决一切”的理念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准则。不
论是时间巧合还是大势所趋，美国政府换届很可能会重
树信心，使人相信新一届政府会更加积极、更加高效。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有可能会被各国之间全新的多边合
作模式所取代。这类合作关系更多建立在信任和价值观
念之上，而不限于传统的贸易和金融基础。这样变化或
许有助解决全球眼下面临的部分重大挑战，如新冠疫情
和气候变化。

企业目前是否越来越希望改善环境足迹并兑现净零碳承
诺？这是我们所渴望的。如果企业始终不愿采取行动，
气候变化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下一场危机。借助政
府和国际补助、税收优惠以及贷款，企业能否更快速地
迈入零碳经济？为了确保能够紧贴后疫情时期的市场趋

势，您又是否正在寻求合适的绿色增长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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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是时候面对现实了吗？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预计全球经济将下滑，仍

有75%的受访者认为其公司能够实现增长。

 

尽管各行各业的商业领袖在过去12个月里面临重
重挑战，他们却仍能保持乐观。或许这只是商业
领袖的主观愿望，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结果出乎
了我们的意料。

新冠疫苗的面世或许会加快实现商业领袖们的愿
望。但在疫后复苏的道路上，各个企业都要做好

前路会更加崎岖不平的准备。Proactive Group 
Holdings Inc的集团首席执行官Simon Frost指
出：“如果我们早知道会封城，或者知道六个月
内肯定人人都能接种疫苗，我们就能充分做好准
备。可惜到目前为止，不确定性仍然是我们最大
的敌人。”

商业领袖切实了解可能面临的困难吗？

1 对于实现强势增长的期望

高度期望 面临的困境 关于迅速复苏的问题

新冠疫情对全球增长前景造成的影响是
可以预测的。疫情期间，世界银行预计
此次疫情“将导致大多国家和地区面临
经济衰退，2020 年人均收入下跌，这
是自1870年以来全球各国经历的最严重
的一次下跌。8”尽管经济前景不尽人
意，许多行业的贸易条件都有所恶化，
但全球商业领袖仍然信心满满，这点出
乎意料。

商业领袖的乐观态度，在各国、各行业
不尽相同。对于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
业，可能需要数年才会恢复正常。在这
过程中，会有企业被淘汰，也会有新企
业出现。幸存下来的企业也有可能缺乏
足够的资金储备来偿付逾期款项。最
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需要接受各
种形式的政府补助，包括薪资津贴、补
助、贷款和免税期。

> 对于现行现金管理和投资政策的规模
以及期限，您有多谨慎？

> 对于疫后业务，您是否已在战略和财
务层面上有所规划？

> 如果在计划之外的区域出现新的增长
和拓展机会，您将如何让投资选项始终
保持开放？

> 为了快速拓展目标增长区域，您需要
多少时间去获取所需的额外资源？

2 技术的力量

高度期望 面临的困境 关于迅速复苏的问题

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曾被视为可选择的
数字技术投资如今却成为了必要之举。
在非常艰难的贸易条件下，基于云的技术
和其他数字技术可以确保业务连续性。 
新技术能够精简流程、采用在线支付、
管理大数据以及研发新产品/服务。实际
上，全球各地许多以技术驱动的快速发
展新企业都视此次疫情为一块跳板。

此次疫情推动了不少企业的数字化发展，
但在进行分散投资的情况下，新技术的作
用和影响也遭到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受
访的商业领袖认为，数字化能力是最需
要改进的短板。通过远程办公，企业可
以一夜之间将知识产权和客户数据迁入
从未想到的位置。加速迁移到新系统和
使用云技术，可能会使某些企业面临数
据泄露、欺诈以及黑客攻击的危机。但
奇怪的是，虽然网络安全屏障越来越薄
弱，人们却越来越不担心网络安全风险。 

> 您如何确保科技资金是一笔投资而非
一项开支？

> 为了避免在没有实质效益的情况下白
花钱实现“最新技术水平”，您在选择
目标投资工具时会有哪些标准？

> 在控制运营成本及将系统快速迁移
到新技术的同时，您的团队有否准确评
估因此带来的风险（欺诈和网络安全风
险）？

> 对于远程办公、在线交易量增加以
及敏感数据交换这三方面所带来的新挑
战，您有否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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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远程办公下的人际关系

高度期望 面临的困境 关于迅速复苏的问题

数字平台在此次疫情中拯救了许多企业，
企业也可利用技术寻求或招募新人才。
但远程办公也带来了新的挑战。84%
的受访者认为，在新的办公环境下维
护原有的人际关系非常不易。但多数
企业已经找到了新的方式，能够通过
MSTeams、GSuite、 Zoom、Skype和其
他技术维持团结协作、建立相互信赖的
工作关系。

事实证明，业务沟通平台足以保障业务
连续性，但难以建立新的业务关系来进
一步推动销售。而且许多行业并不适合
远程工作，特别在需要员工实地操作和
检验才能做出决定的情况下，员工需要
回到上班地点工作。另一方面，继续采
用远程办公的行业则会面临员工身心健
康方面的挑战。员工需承受着巨大压
力，例如要确保在远程监控过程中表演
出勤勉工作的模样，并且投入足够时间
进行在线办公。加上每天都需要参与令
人疲惫的视频会议，使员工要在远程工
作中维持良好的客户和同事关系更是难
上加难。

> 您是否已经仔细审视过办公空间，并
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或者更好的方式
利用现有空间？

> 关于恢复现场办公，您会如何设定合
适的时间和地点征求员工意见和了解他
们顾虑？

> 您打算如何利用远程办公提高及维持
生产率、实现新的工作方式以及削减成
本？

> 有些新员工并没机会透过现场观察去
了解公司内部的工作形式，您有否想过
为新员工提供哪些额外培训，以协助他
们投入工作？

4 借助多样化和平等性发展

高度期望 面临的困境 关于迅速复苏的问题

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应对社会事
件的方法将直接体现在企业品牌以及客
户口碑当中。商业领袖基本一致认为，
确保人人都能得到平等的支持和机会，
以及打造多样化的董事会结构以及整体
员工队伍，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商业领袖认为，多样性将助力公司的决
策工作、将公司业务与下一代消费者联
系起来并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在打造人人都有平等机会的多样化人才
队伍方面，商业领袖有可能在表达支持
后迅速采取严格审查的行动。可是，实
现真正的多样化需要时间和耐心。建
立多样化人才队伍取决于企业的实际情
况，包括所属行业及地理位置等等。这些
都是影响过渡期的速度和性质的因素。 
企业在多样性和包容性上必需处理得当。 
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人才招揽是企业
发展前景所面临的一个痛点，许多企业
都在试图强化吸引和保留人才的能力。

> 您是否已经准备好与客户或新的合作
伙伴分享公司资料、政策以及有关发展
平等和多样性的进展？

> 您会如何利用具有前瞻性的多样化政
策，使公司在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脱
颖而出？

> 您是否成立了一个（或多个）内部小
组，由内而外、全面地商讨公司问题并
树立公司的发展动力？

> 对于员工和客户担心您的多样化计
划“执行力度不够快”或“执行力度过
快”，您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这些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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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整旗鼓再出发

高度期望 面临的困境 关于迅速复苏的问题

商业领袖们仍然相信公司能够满足社会期
望，并在疫情下朝着新的方向成功开展业务。 
77%的受访者认为疫后的复苏阶段是一个让
企业在未来的低碳经济中获益的大好机会。
而能否创造更绿色的未来，取决于企业在业
务运营手段方面的具体行动，以及各政府在
能源和运输方面颁布的有力政策。

商业领袖们雄心勃勃，希望在疫后做得更好。
而从未来12个月所计划的行动可见，商业领
袖们有不同的优先行动。比起发布新产品和
新服务或改变投资组合，他们更侧重于提高
运营效率和降低成本基础。或许商业领袖们
正在等待更好的经济条件以重塑投资组合。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少于三分之一的受
访商业领袖表示担心环境和气候变化风险。
我们推测，公众很有可能会陷入企业的“漂
绿”陷阱。在政府尚未落实气候目标的国家
和地区，企业或许更难实现真正的变革。

> 绿色能源和运输企业的市场价值
在疫情期间翻倍，而您是否为公司寻
求合适的绿色发展机会而采取任何
举措？

> 您将如何通过削减成本来提升企业
的敏锐性？

> 您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气候变化危
机可能造成的影响？

> 您是否还持有收益较低的资产，并
且希望这些（也许永远也无法恢复价
值的）资产能够恢复价值？

> 您打算如何以更为积极的方式（
幷购和撤资）重塑您的投资组合？您
是否已经锁定了目标以在适当时进行
扩张？

下一轮增长势头

长期的止损控制无法从根本上帮
助企业走出危机。实际上，经济
周期背后藏着强大的力量，会推
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去年我
们询问了商业领袖是否已经准备
好应对未来十年内在执行方面的
挑战。而在2020年，许多结构性
变化显然已加速了某些领域的终
结，但也同时推动了某些其他领
域的新生。较早实行计划的商业
领袖们已经开始审视全球各个细
分市场和行业，以探求全新的差
异化增长机会。

部分商业领袖们也已开始快速行
动，以充分把握在变革风潮中显
现出来的机会。将来的成功者会
发现，此次疫情极大地帮助了企
业适应新的业务模式、引进数字
化技术并使其配备强大的多样化
人才团队及创意想法，使企业朝
着更精干、更环保、更敏锐的方
向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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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2020年9月到11月期间，HLB浩信国际总
共收到由55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行业的
商业领袖提交的583份调查回复。 

其回复方式包括在线调查工具和电话采访。研究
样本通过HLB浩信国际的各个事务所利用自身CRM
数据进行挑选和控制。除定量数据以外，还通过
视频电话进行了六次深入的首席执行官采访。

由于百分比的四舍五入处理，本报告中并非所有
数字的总和均为100%，不包括中立回答或允许受
访者进行多选的情况。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
数字的基数均为583（即全体受访者）。

如需有关本次调查的更多数据和信息，请联系：

LESLEY HORNUNG 
数字营销主管 
+44 (0)20 7881 1100 
L.HORNUNG@HLB.GLOBAL

n 亚太    n 欧洲  n 北美   
n 拉丁美洲  n 非洲和中东

n < 2500万美元    n 2500-5000万美元  n 5000万-1亿美元   
n 1-2.5亿美元 n 2.5-5亿美元  n >5亿美元

n 首席执行官    n 首席财务官  n 首席运营官 n 其他高层职位n 私营类   n 家族类   n 非盈利类   n 上市类

28%

54%

47%

64%

40%

17%

32%

20%

6%

4%
8%

7%

7%

12%10%

18%

11%

9%

6%

公司
总部

按美元收入排列的公司规模

按职务排列的受访者比例
按公司类型 

排列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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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深入采访的商业领袖

GAIL BECKER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AULIPOWER

MATT DODDS

首席执行官

CaseWare International Inc.

LEVON ANTONIAN

集团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 
 
Halian

MARCO MORMONE

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 
 
Arca Blanca

SIMON FROST

集团首席财务官 
 
Proactive Group

Holdings Inc

PINKY LILANI, CBE, DL

创始人兼董事长

Women of the Future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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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此感谢下列HLB浩信国际人员就本次研究工作
给出的见解以及付出的努力：

Abu Bakkar

Andrea Moseley

Bart de Volder

Bettina Cassegrain

Chris DeMayo

Clensy Appavoo

Coco Liu

Corney Versteden

Dave Springsteen

Fion Lau

Jean-Charles Mahler

Jim Bourke

Lamy Makary

Lesley Hornung

Marcello Fonseca

Marco Donzelli

Mari-Anne Kehler

Nikola Verespejova

Ralph Mitchison

Simon James

Susanna Spada

Valeria Plotnik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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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B浩信国际管理团队

MARCO DONZELLI

全球首席执行官

m.donzelli@hlb.global

BETTINA CASSEGRAIN   
 
全球审计和质控主管

b.cassegrain@hlb.global

LESLEY HORNUNG

数字营销主管

l.hornung@hlb.global

JIM BOURKE

全球咨询主管

j.bourke@hlb.global

DAVE SPRINGSTEEN

全球税务主管

d.springsteen@hlb.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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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 LIU    
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c.k.liu@hlb.global

LISA BENSON    
西方市场首席执行官

l.benson@hlb.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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