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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胜 
 
广州爱齐福珠宝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ACCA中国专家智库成员，中山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
注册会计师，ACCA资深会员。 
 
在审计、生产制造、医药、快消品、手游等行业拥有
15年的工作经验。曾任华润涂料工业漆财务总监、威
士伯包装涂料北亚区财务总监、广州生力啤酒有限公
司及广东奇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也
曾任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企业年度及上市
审计工作，提供相关的合规性及内控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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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美女高管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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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前宝洁公司(P&G)大
中华区美尚事业部副总裁熊青云
加盟京东集团，全面负责京东商
城的市场部工作。 

 

熊青云是中国外资企业职业经理
人中的标杆式人物，在加入京东
集团前曾担任宝洁公司(P&G)大
中华区美尚事业部副总裁，是宝
洁全球职位最高的本土华人。 

 

摘自《京东集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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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京东进行高层调整。
京东集团副总裁、原市场部负责
人熊青云出任集团首席品牌官，
不再负责市场部。 

 

在熊青云任职一年以来，京东市
场部业绩平平，此次调整之后，
熊青云在京东集团内部地位有所
下降。 

 

虎嗅网：《京东宝洁系又一折戟：副总裁熊青云被调离市
场部，上任刚满一年》 

 

27/07/2016 通向民企之路 5 



©ACCA 27/07/2016 通向民企之路 6 

     类企业的对比 



©ACCA 27/07/2016 通向民企之路 7 

外企 = “外国、民企、MNC” 

• “外国”代表的是不同的文化 

• 外企实际上也是“民企”，最终控
制人都是自然人 

• 外企实际是发展到跨国运营阶段的
民企，“MNC”民企 

 

民企 = “民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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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企与外国MNC民企之间的
区别 

 

• 发展阶段差异 

• 管理体系差异 

• 企业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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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能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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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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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变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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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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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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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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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思维 
全面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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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搭建 
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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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继斌 
2016/7/27 

变革时代的人才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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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享 

• 职场2.0 新趋势 

• 赛睿对彼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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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华南区民企吸引力最强 

在首选民企的候选人中，华南

区占到了36%。 

首选民企的候选人分布—区
域 

华北区 

20% 

华东区 

24% 
华南区 

36% 

华西区 

20% 

民企吸引力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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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企人才的挑战！ 

• 研究方法 

• 定量研究，问卷调查 

• 执行方式：电话访问和深访 

 

•  样本说明 

• 样本量：覆盖宁波、苏州、杭州、无锡、南京、长沙、福州、厦门、深圳、广州

等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10个城市，共计166家民营企业； 

• 覆盖行业：信息技术、服务、制造、快速消费品、金融、医药等各个行业 

 

创业阶段 , 

7% 

成长阶段 , 

55% 
上市阶段 , 

36% 

国际化阶段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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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阶段，企业在日常招聘和管理中主要遇到的问题是“难以吸引到合适的
人才”、“缺乏具体的人员配置规划，随要随招”、“缺乏健全/可量化的绩
效考核标准” 

 

• 成长阶段，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人才储量不足”、“跨地区人才招聘难度比
较大”、“时间压力大，难以应付突发/大批量的人员需求” 

 

• 上市阶段，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内部人员不能很快适应上市转型”、“组织
架构和管理制度调整难度大”、“内部缺乏支持企业上市发展的关键性人才” 

 

• 国际化阶段，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难以吸引到国际化发展所需人才”、“人
力配置成本增加” 

 

上市和国际化：中国民企的人才策略 

主要发现：（缺乏大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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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民营企业最缺的人才主要为设计、研发及销售技能领域（营销，电商）
的人才，尤其管理类人才（财务，人力资源，运营）占重要比例： 

• 公司最常招聘的人才主要集中在设计研发（54%）、销售（52%）技
能领域的人才； 

• 其中在人力资源，财务技能领域，企业所需的管理类人才占到89%  

 

民营企业大多数引进人才是由于 创业2.0, 人才升级，或者补缺、补强；
他们的考虑是比较慎重和谨慎的；同时，他们是对人才有期待的； 

 

 

 

 

 

 

 

 

 

上市和国际化：中国民企的人才策略 上市和国际化：中国民企的人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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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高级管理层愈来愈难填补  
中国雇主最难填补的前十个职位： 
 

 

 
• 管理层/高级管理层也愈来愈难填补，该职位从2009年—2015年保持
在前五位。 
 

• 高管的人才缺口预计超过在300万左右  
 

• 预测未来尤为紧缺的高管人才： 
•                               -- 精通两个技能以上的 
•                               -- 有上市或购并经验的  
•                               -- 有国际化经验的   

 
• 高管人才短缺的加剧和中国市场“让薪酬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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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

大，民企普遍有上市和国

际化的雄心抱负。基于全

球战略的寄托，越来越多

的外企把中国市场作为全

球业务的增长点，深耕中 

            国市场。 

这说明，双方的人

才竞争问题将日益

突出——双方都需

要提高人才竞争

力，以占取在市场

竞争中的有利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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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自我的优势 

   心态 职业发展 

  TMT+E, 金融，健康 环保，消费，能源 
 

从职能 业务 综合管理 
 

从职业 合伙人 

  折腾，冒险，共创 
  企业家精神＋ 
  把学习的体系，流程，务实的
落地，而有成效（接地气） 

自我发展 2.0 

27/07/2016 变革时代的人才发展 27 



©ACCA 27/07/2016 变革时代的人才发展 28 

 • 外企的体系、流程、规划 强于 民企 
• 外企过去20年占据人才的选拔优势，从Trainee 开始锻炼，人
的素质强于民企 

• 外企的中层历经高强度，跨国的历练，执行力强 
 

• 民企业务导向足，强激励，想象空间无限 
• 民企的伙伴血性足，战友情非同一般 
• 民企高层，企业家精神更强，一般 7*24 ／996 /  

 

外企 Vs 民企  
      不存在直接的比较，只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和DNA, 需要有差异的特质 

人才的价值：是帮助企业增强实力，补缺补短，一起助
力企业发展，共创＋共享，成就彼此！  



©ACCA 27/07/2016 变革时代的人才发展 29 

从现在开始，人类自身的潜能将是经济、政治和

社会各方面发生变化的催化剂和驱动力，开发人

类自身的激情、发明力、创造力及各方面的潜能
和智慧，将决定我们能否适应这一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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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民营企业客户的建议   

   

1，确认为什么需要招募这位高管（核心团队成员）；考虑过内部提拔吗？ 

2，你可以自己把对高管的要求写下来吗？ 

 

       

 六维度要求包括：  

Knowledge：专业知识，包括学历、
专业、技术资格； 

Skill：专业技能，特别是指看得见的、
操作性的能力 

Ability/Achievement：工作经验，综
合素质与能力  

Personality：个性特质，包括自我定
位，性格特点 

Motivation:求职动机，包括离职应聘
原因，职业目标 

Value：价值观，包括个人价值观及对
企业文化的认同度 

其他必要信息包括： 

       组织架构，具体责任（做什么？） 

       企业考核此岗位的关键指标（1-3
年） 

       薪酬情况 

      招募的时间表和调整方案  

    （ABC人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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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理论 高管能力素质的5+1： 

  卓越领导力  
 

  高瞻远瞩的领导方式 
 

  综合思考能力 
 

  战略执行能力  
 

  自信、独立且高度的适应力  
 

  企业家精神/使命感 和有否被创始人的梦想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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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建议  
 

3，确定各自的角色和责任 

 

4，确定甄选高管的方式，流程和问题 

    a. 面谈（Interview）---行为面试法和STAR的应用；  

    b. 性格测试（Aptitude Test）；  

    c. 案例分析、问题探讨（Case Analysis）；  

    d. 主题演讲法（Topic-Speech）；  

    e.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管理层会议（Join-in meeting）；  

    f. 背景调查法（Background reference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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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建议    
 

5， 薪酬和合约的沟通  

 

6， 高管到岗后8周的安排  

 

7， 其他的建议： 

        增加流程和环节让我们少选错人 

        把标准数字化、形象化提高效率 

        熟练掌握STAR 的运用  

        非常注重背景调查（性格，管理风格和品格） 

        不忽悠人才，把困难和挑战摆明 

        关注高管到岗后的头三个月的表现，不插手，让他自己去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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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清楚后，做做这家公司的DD, 再确定以何种方式加入 

 

制定 8周到 100天的Quick Win Plan  

•        - 理解业务 

•        - 解决痛点  

•        - 注重与同级的正式与非正式沟通 

 

懂得与董事长的沟通？ 

•        - 主动和正面 

•        - 理解企业的DNA, 成长的轨迹，AQ;  

•        - 深度理解他的业务痛点、期望、所担心的 

•        - 性格，初创之心；二次创业的动机  

     

• 关注自己的业绩＋结果；挽起袖子干；结果更重要 

• 建立和培养好团队，然后才是体系  

• 做好准备，磨练自己的AQ+EQ  

 

我们对人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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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廖  继  斌 
 

Patrick.liao@careerexe.com   

+ 139 222 93830   

 

mailto:Patrick.liao@careerex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