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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级人才咨询协会(AESC)。自1959年成立至今，我们已
发展和成长为一家在全球近75个国家/地区拥有数百家会员企
业的协会组织。我们代表着各种各样的高级人才咨询企业，

包括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国内企业和跨
国企业。作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协
会，我们深知多样性的价值，并通过会员
企业的视角在实践中亲眼见证了多样性的
存在。不管是寻找和评估多样性人才、建
立多样性的领导团队还是与客户共同构建
能够利用多样性力量的包容性文化，我们
的会员欣赏多样性这一企业必备要素的重
要性，并可帮助客户实现多样性所能带来

的优秀业绩。
 
AESC全体会员恪守严格的职业行为践准则和卓越标准，这些准
则和标准集中体现了我们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承诺。作为标准
程序，AESC会员会毫无偏见地找到最符合条件的人才，以敢于
挑战现状而著称，积极呈现具有“非凡能力”的侯选人。

我们的会员深知，构建多样性的文化不仅仅是完成工作指标。
我们知道，多样化的团队能够促进创新并产生全新的视角。对
于我们而言，多样性并不是在表格上勾选特定人才类别的选择
框这么简单。
 
与AESC会员开展合作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自己寻找、聘用和留
住全球范围内最优秀的多样性人才。无论客户的目标是增加董
事会成员的性别多样性、建立能够反映市场情况的真正全球性
领导团队还是确保领导人员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来加强创新
思维，客户都可依靠AESC会员来实现。

祝您基业长青

Karen Greenbaum 
AES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国际高级人才咨询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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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C会员助您实现优秀业绩
国际高级人才咨询协会(AESC)认识到，多样性是企业的必备要
素，对组织能否成功具有直接影响。我们的客户公司促进着经济
发展、引领着创新并在关键行业和地区开展竞争，作为他们所信
赖的顾问，我们对于多样性企业领导层的力量有着直接的认识。
我们的会员企业定位独特，可为客户推荐能为其带来竞争优势的
人才。

AESC会员企业通过寻求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已帮助客户构建包容
性的董事会和管理团队，已在业内取得无人可比的领先地位。我
们的会员掌握着帮助组织领导者扩展业务所需的渠道、资源和经
验。在帮助企业实现业务需求方面，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有目共睹
的成就。

董事会职位和新任企业领导的人力来源通常是您的人脉。但是，
对于一支力求实现多样性优势的领导团队来说，如何找到并吸引
人脉圈外部的潜在领导者？我们的会员与很多不同的高绩效管理
人才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在这些人群中拥有很高的信誉。

AESC会员还具有最佳的地位优势，能够准确而客观地评估客户是
否准备好有效地利用多样性思维，并能够帮助客户吸引和挽留各
类人才，同时发挥他们的全部潜能。

作为广受信赖的顾问，我们会为客户提供最好且最合理的建议。
其中包括多样性的商业案例，以及领导型企业必须争夺和利用各
类管理人才的迫切性。我们有机会且有义务为客户开创新机遇，
并帮助他们收获全新视角带来的潜在益处。

我们能够发现和吸引企业所缺乏的人才。这一点有助于加速实现
更高级别的多样性优势，并有效地建立稳定的人才渠道。

建立多样性的渠道
作为客观的人才专家，AESC会员对于各类求职者的渠道有着独特
的了解。尽管在很多国家/地区，女性在董事会中的地位已有了
显著改善，但是在高管级别中尚有所欠缺。

AESC会员会与客户合作，确保改变过去的状况，并培养各类人才
的渠道。对于最大化思维多样性的商业案例以及实现可持续的改
变而言，这一点势在必行。如果一家组织认同董事会的多样性，
则应与高级人才咨询顾问共同制定相关的方案，构建稳定的多样
性高管渠道以实现可持续的改变。

“IBM对多样性的看法与我
们对创新的看法一样，这两
种要素都是企业获得成功
所必备的。借助创新，科
技可为客户提供更加智能的
服务，并创造新的发展机
遇。当我们将多样性融入企
业之中，我们就能够实现更
好的创新和成果。IBM欣然
接纳多样性，为IBM人和客
户提供了发挥全部潜能的机
会。”

- IBM董事长、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Virginia M. Rom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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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谓的“多样性”是指什么？
如果一家组织的董事会、高层团队和员工群体中有女性和少数民
族代表，则可被视为具有“多样性”。但是，这不仅仅是数字游
戏。成功的组织并不仅仅注重多样性的指标，也会认识到构建包
容性的文化对于利用多样性劳动力的优势具有关键作用。

人口多样性是指（但不仅限于）性别、种族、宗教、国籍、残
疾、性取向、年龄、出生地等可变因素。人口多样性的价值在于
评估最终的思维多样性。

维珍集团创始人Richard Branson表示：“在维珍集团40多年的
业务构建过程中，我的同事和我本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聘用来
自不同背景且掌握各类技能、拥有不同观点和个性的人才能够帮
助我们先于竞争对手发现机遇、预见问题并找出新颖的解决方
案。”如果组织能够培养思维多样性并利用独特视角的力量，则
可以通过提高创新和创造力来实现竞争优势。

对于AESC来说，多样性意味着人口多样性以及重视多样性视角并
利用这些差异的全部潜能的包容性文化。

联想公司的员工是一支兼具
天赋和多样性的队伍。维护
这种多样性并发挥多样性的
全部潜能是企业的重中之
重，对于公司能够在竞争中
脱颖而出具有根本作用。

联想公司对于多样性的看法

4

尊重每一个人是我们公司的
核心理念。这种对尊重的基
本承诺在企业运营的方方面
面引领着本田公司。它所培
养的创新和活力能够让我们
敢于梦想，并创造能够造福
人类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会
在企业的所有层级实现多样
性，从员工、供应商到经销
商，都力求多样性。

本田公司对于多样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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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多样性？
多样性的商业案例并不新鲜，但是研究不断证实了领导型雇主长
期深谙的道理：多样性和包容性与高绩效团队、创新、更好的关
键市场准入、改善人才的雇用和留任以及组织的健康有着直接关
系。多项数据来源得出了令人瞩目的几点结论：

• 多样性组织在雇用和挽留优秀人才方面更为成功。“领导层
的多样性可帮助公司稳固更多人才来源的渠道、获取竞争性
的招聘优势并改善自己的全球相关性。”[麦肯锡]

• 如果组织能够利用与不同人群相关的独特领导风格，则可改
善组织健康、财务绩效、风险管理和道德标准。2015年，麦
肯锡公司预测多样性公司的业绩将显著优于非多样性公司，
并将多样性视为长期的竞争优势。

• 汇聚不同观点的集体发现过程能够带来更多创新，并实现更
多业务上的成功。《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发布的研究表
明，“‘直言不讳’文化中的多样性员工贡献自己全部创新
潜能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5倍。”

• 能反映企业的主要客户基础的领导团队更可能提供关键的洞
察和策略。

• 消费者和客户更愿意与反映客户基础的企业合作。

“人才库更加多样化的组织，尤其是高管级别，显现出一种开
放、优秀和合理制定决策的工厂场所文化。重点在于发挥所有员
工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进而充分利用丰富的知识储备并实现更好
的业绩。”[德勤]

在苹果公司就职期间，包容
性和多样性一直是我的工作
重心，也是我作为首席执行
官的首要任务。我很骄傲
能够与这些年来我们雇用
并提拔的诸多高管共事，其
中包括Eddy Cue、Angela 
Ahrendts、Lisa Jackson 
和Denise Young-Smith。我
麾下的出色领导者来自于世
界各地，他们根据自己的经
验和积淀为公司提供了独特
的视角。

Tim Cook,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全球LGBT人群的消费能力超
过3万亿美元。

2013年《福布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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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性别的多样性和平等是
业务和发展的一大挑战。这
项头等大事影响的不仅是组
织的业绩，更是其作为全球
级雇主的声誉。鉴于诸多原
因，性别的多样性与平等不
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
一家企业的必备要素！

Jean-Pascal Tricoire, 施耐德电气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为何现在需要多样性？
除多样性的商业案例之外，顶级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来自客
户监管和经济环境的压力日趋严峻，这需要组织努力实现多样
性。

• 多样性通常会带来开放且包容的领导风格，多样性专家
Lauren Leader-Chivee认为这是“获得全球竞争力的必备
技能。如果您没有这些技能，则很可能会重蹈柯达或其他
很多公司的覆辙，难以跟上全球市场的变化步伐，无法及
时创新。”

• 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全球化。全球人力资源咨询公司Mer-
cer指出，东南亚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加大了对人才的
需求，在某些情况下耗尽了当地劳动力市场满足需求的能
力。各大公司的应对方式是扩大范围，触及过去所忽视的
人才库。”

• 组织再也无法承受忽视不同人群的代价。随着劳动力的老
龄化以及技能的匮乏，特别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
域，扩大符合条件的求职者范围能够显著改善高管招聘的
质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欧洲接受高等教育的
青少年数量一直呈现出性别平等的特点，甚至在很多学
科，女性的数量正在超越男性。

• 可口可乐、诺华、强生和万豪国际等具有强大购买力的公
司要求向其提供服务的公司具备多样性。多样性会持续地
对组织造成直接的经济影响。

多样性专家兼《赫芬顿邮报》供稿人John Fitzgerald Gates
写道：“顶尖首席执行官们正在实践‘策略多样性’来利用企
业价值。他们认识到，多样性不仅关于人才；还涉及所有复杂
情况、决策、任务以及对公司具有深刻影响的观点。”

百事可乐公司需要一支反映
消费者多样性的团队。这首
先需要建立一个工作场所，
让所有人感到受欢迎，包括
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
恋和跨性别员工、供应商、
业务客户和合作伙伴。建立
尊重和信任的文化是百事可
乐公司的价值观之一，也是
我们市场优势的来源。

Indra Nooyi, 
百事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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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计划 
与客户合作，确定所需经验
和技能的平衡。

多样性目标
更加广泛地理解客户对于平
衡和性别多样性的远大目
标。

求职者支持
为求职者提供相应的支持，
指导他们完成整个求职过
程，尤其是初次求职者。

初选名单
严格挑选与客户多样性目标
一致的高素质求职者，提供
一个多样性求职者初选名
单。严格挑选与客户多样性
目标一致的高素质求职者，
提供一个多样性求职者初选
名单。在考虑求职者时体现
出创新和新思路。

确定简要要求
确定相关技能、能力素质和
个人能力（不仅仅是所证实
的职业经历），进而扩展人
才库并提供最广泛的高素质
求职者范围。

协助筛选求职者
为客户提供面试流程建议，
确保甄选程序严格、专业且
不存在无意识的偏见。

入职
提供入职和上岗流程的最佳
实践，帮助新任高管或董事
会会员快速适应角色。

分享最佳实践
确保更加广泛地支持性别平
衡和多样性的最佳实践得到
妥善记录并在内部分享。

吸引多样性人才：高级领导层和董事会
我们会员重视领导层的多样化。他们能够通过搜索和公平评估
来确定最符合条件的人才。我们的《职业行为准则》（参见第 
10 页）明确指出多样性和包容性对于我们职业的重要性。作
为受信赖的顾问，客户期望AESC的会员能够创新思考并不时地
挑战他们的固有思维。AESC会员顾问了解如何根据企业战略和
文化来协调高管人才战略，进而巩固企业所取得的成功。

7

吸引多样性的高管人才：最佳实践框架
无论工作的重心是为董事会职位还是为高管职位找到顶尖
人才，以下“最佳实践”简要框架都能确保您取得成功。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步是选择能够确保成功的可靠咨询公
司。选择AESC的会员，即代表客户知道自己所选择的公司
能够秉持业界最高级别的专业标准。

巴克莱银行确保平等对待不
同背景的员工，让他们全力
为公司的愿景和目标作出贡
献。通过部署目前在综合评
价卡具有重要作用的全球多
样性和包容性(D&I)战略，
员工的多样性能够融入我们
向核心银行发展的道路中。
我们的五个全球议程支柱分
别为性别、LGBT（女同、男
同、双性恋和跨性别恋）、
残疾、多代和多文化，这些
元素确保我们巴克莱银行满
足所有不同员工的需求。

巴克莱银行对于多样性和包
容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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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多样性
• 多样性的其他压力来自于政府的强制性和自愿性干预。欧洲多国

已对董事会中女性所占席位实行强制配额，欧洲议会已对相关指
令进行投票，并正在敦促欧盟理事会通过这项指令，要求在2040
年之前非执行董事会的董事中各性别人群所占比例最少为40%。
除欧洲之外，澳大利亚、印度、以色列和肯尼亚等国政府已执行
董事会女性席位的立法要求。

• 认识到高级人才咨询顾问职业对于实现企业领导层多样性的关键
性后，很多全球顶尖公司已签署自发性质的行为准则，这一点体
现了高级人才咨询顾问公司在帮助客户寻求并雇用服务于董事会
和管理渠道的女性方面的作用。

• 致力于提高企业董事会中女性数量的英国“30%俱乐部”运动目
前已涵盖全球关键市场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会员，包括中
国香港、东非、美国、爱尔兰、非洲南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
亚。30%俱乐部的创始人兼Newton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首
席执行官Helena Morrissey反对席位配额这一规定，认为这种规
定是一种怜悯，因此，她有力地说服了各大董事会主席引领变
革，引用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更加多样化的董事会能够提高股东的
回报。

8

（来源：安永“美国董事会女性现状”报告）

(来源: Catalyst)

全球上市公司董事会席位中
女性所占比例（截至2014
年）：

挪威   35.5%

芬兰    29.9%

法国   29.7%

瑞典   28.8%

英国    22.8%

丹麦   21.9%

荷兰    21%

加拿大  20.8%

澳大利亚  19.2%

美国   19.2%

德国   18.5%

西班牙  18.2%

瑞士   17%

奥地利  13%

爱尔兰  10.3%

中国香港  10.2%

印度   9.5%

葡萄牙  7.9%

日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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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理解为何某些公司和
主席似乎不想要尽可能地改
善董事会。最佳董事会在各
个方面都具有多样性，而我
们似乎并没有了解到女性在
帮助创建这样一种环境中的
作用和价值！”

-WYG plc主席 
Mike McTighe

• 为了满足企业领导者、监管机构和政府对于性别多样性
董事会的新需求，AESC加入了30%俱乐部，并与诸多支持
领导层多样性的组织开展了合作，包括Women Corporate 
Directors、Global Board Ready Women和多所顶尖商学
院。

男性和女性董事对于董事会性别和种族多样性的重要作用持不
同的观点。女性董事更加认同董事会多样性的重要作用。例
如，61%的女性董事认为性别多样性非常重要，而男性董事的这
一比例只有32%。同样，42%的女性董事认为种族多样性非常重
要，而男性董事的这一比例只有24%。这些差异或许正是近五年
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多样性未取得显著改善的原因。

股东、机构投资者和客户越来越多地敦促董事会实现多样化。他
们了解多样化的董事会在企业战略和股东价值方面所实现的企业
价值。

（来源：PwC 2014 年度企业董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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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级人才咨询协会的会员秉持最高的职业行为，并维护客

户、求职者、社区和职业的最佳利益。

诚信
AESC会员的行为和业务活动绝对诚信，始终开放、诚实且值得
信赖。

卓越
AESC聚焦于客户的独特业务需求，提供高质量服务并利用严格
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

客观性
AESC会员身为值得信赖的顾问，会做出独立而客观的判断。

多样性和包容性
AESC会员重视领导层的多样性。他们会开展公平的大范围搜寻
工作，为您找到最符合条件的人才。

保密
AESC会员始终尊重客户和求职者托付给他们的任何机密信息。

避免利益冲突
AESC会员会避免与客户和求职者发生利益冲突。如果存在潜在
冲突，会员会披露并解决这些冲突。

我们的《职业行为准则》

Copyright © 2015 AESC.  All Rights Reserved.



11

关于国际高级人才咨询协会
1959年起，AESC便设立了全球高级人才咨询顾问服务的质量和

道德标准。AESC会员必须秉承并遵守AESC受行业和政府认可的

《职业行为准则》，因此，我们可向客户保证，AESC会员会以

值得信赖的顾问身份，履行最为重要的约定。作为全球高级人

才咨询顾问服务的代表，AESC目前由350多家会员公司组成，

代表着70个国家/地区的8,000位高级人才咨询专家。要详细了

解AESC及其全体会员，请访问 www.aesc.org。要了解AESC高

管人才的就业服务，请访问 www.blueste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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