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管理视角下的企业变革期组织能力开发
——以北欧航空公司为例
● 赵树梅

本研究选取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处于变革时期的北欧航空公司为案例，从人才管理
的视角出发，选择杨国安的组织能力三角模型（员工治理、员工思维模式、员工能力）作
为理论框架，探索北欧航空公司如何依据组织的战略选择系统开发组织能力，顺利实现组
织变革，重塑企业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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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商业世界，开放程度愈来愈高，市

越竞争对手、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杨国

场环境变幻莫测，各路诸侯风起云涌。如何

安，2010）。战略制定后的实施效果如何，

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打造组织的核心

需要相适应的组织能力为支撑，否则再美好的

竞争力，是每一家企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战略愿景，也只是空中楼阁。因此从某种意义

杨国安（2010）在《组织能力的杨三角》一

上说，与战略相比，组织能力的高低更能决定

书中指出，战略和组织能力是企业取得持续

企业能否持续性地取得成功。真正的组织能

成功的两大关键，并提出了“成功=战略×组

力具备以下3个特点：独特性、根植于组织内

织能力”的概念。二者之间的相乘关系意味

部、不依赖于个人、可持续性；为客户创造价

着其中一项不足，企业就无法获得成功。相

值；超越竞争对手（杨国安，2010）。

对于短期即可重新制定出的战略而言，组织

那么如何通过企业的组织能力建设，确

能力的打造却要历经长期熔炼，需要组织上

保战略的实施呢？一般而言，公司首先要先分

下全体成员的投入才会见效。遗憾的是，企

析自身所处的内外部环境，SWOT分析框架

业高管通常将注意力放在讨论公司战略，而

是其主要工具。而后，公司需要据此制定出战

忽视了组织能力的提升。根据杨国安组织能

略和发展方向。根据选定的战略方向，明确与

力三角模型，组织能力的提升，关键之一在

其相关的组织能力，为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提供

于人才管理。本研究选取20世纪80年代经历

支撑。组织能力的具体维度举例如下：灵活弹

了剧烈变革的欧洲著名航空公司——北欧航

性、创业精神、创新、速度、自主综效、全球

空为案例，从人才管理视角分析企业变革时

运营管理、客户导向、技术领先、低成本、渠

期的组织能力建设与开发，以期为现代企业

道开拓管理、服务、质量、学习力、生产力、

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联盟、并购、外包等。
如何打造组织能力呢？杨国安（2010）

一、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从人才管理的角度提出了组织能力的三角框
架，打造组织能力需要“三大支柱”——员工

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治理方式、员工思维方式和员工能力，如图1

指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一个团队所发挥的

所示。本文将遵循组织能力的“杨三角”模型

整体战斗力，是一个团队（或组织）竞争力

框架，对变革期北欧航空公司如何打造与战略

的DNA，是一个团队在某些方面能够明显超

相适应的组织能力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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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组织能力。北欧航空在卡尔森的领导下成功将战略重点
转向了顾客，在开发组织能力的三大支柱方面的实践提供了
员工思维模式

标杆案例，其具体分析如下。
1. 员工治理模式——扁平授权，组织激励

组织能力
员工能力

员工治理方式

图 1 组织能力的三角分析理论框架

二、案例分析：以北欧航空公司为例

根据杨国安（2010）的研究，员工治理模式是指为保
证人才充分施展所长及公司战略得到切实执行，组织所提供
的管理支持和资源。在北欧航空公司，卡尔森提出了一个崭
新的理念——关键时刻MOT（Moment of Truth）。“任
何时候，当一名顾客和一项商业活动的任何一个层面发生联
系，无论多么微小，都是一个形成印象的机会。”卡尔森

（一）案例

提到，在曾经的一年中，北欧航空公司共运载了1000万名

北欧航空成立于1946年，由挪威、丹麦及瑞典三国联

乘客，平均每个乘客接触5名员工，每次15秒钟。这1000万

合组建，是“星空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总部位于瑞典首

名乘客每人每年都对北欧航空公司产生5次印象，全年共计

都斯德哥尔摩。它为往返欧洲、北美和亚洲超过2400万的

5000万次。公司未来的成败正是由这5000万次关键时刻来

乘客提供服务，其200架飞机服务于全球上百个大中城市。

决定（王小瑛，2006）。在这种情况下，卡尔森认为，公

现今的北欧航空公司，在其品牌效应、客户服务理念和环保

司必须给予一线员工适当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对顾客的特殊

等方面在航空业界享有盛誉。然而，北欧航空公司的成长历

需求做出迅速而恰当反应。

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本文将选取20世纪80年代北欧航空
进行组织变革以应对经营危机这一时期开展案例研究。

首先，真正授权。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位于金
字塔顶端的领导者不可能全盘掌控所有信息与细节，因此，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整个航空业都陷

公司必须给予一线员工适当的权力，使他们能够迅速而正确

入了困境。北欧航空公司在1980年和1981年亏损数千万美

地处理顾客的特殊需求。为此，卡尔森强调，公司内部必须

元。此时的北欧航空公司面临着重重危机：员工士气低落、

做到真正的授权。“如果我的电话没响，就表示成功了——

市场占有率下降、财务赤字严重……为挽救这一不利局面，

员工们已经承担起责任，可以自行制定决策了。如果不幸电

詹·卡尔森临危受命，出任北欧航空公司的CEO。卡尔森是

话铃又响了，则表示我失败了——因为我既没有传达好消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企业管理硕士，曾历任瑞典最大的旅行

息，也没有用对人。”其次，为真正实现授权，原来的官僚

社平安旅行社和瑞典著名航空公司灵恩航空的总裁，熟悉企

层级组织结构将被扁平化组织结构所取代。“这种结构在服

业管理业务。

务业中更有必要率先施行，因为服务业的事业出发点不是产

卡尔森到来之前，公司高层仍然以成本削减的传统方

品，而是顾客。”每位基层员工都是一个自我管理者，“管

法为主。不管市场需求如何，所有部门成本一刀切，其后果

理”职责由中高层转移到基层执行层面，当问题产生时，

是，公司削减了成本，同时也削弱了竞争优势。卡尔森上任

每位员工都有权分析现状，自主采取措施，保证行动得以实

后立即意识到，北欧航空的运营成本已经降到了极限。“这

施。第三，鼓励创新与冒险，提供心理安全感。即使组织成

个时候再降低成本，就好比车子已经停下来了还要继续踩刹

功实现了扁平化，但大多数一线员工依然习惯于执行，很少

车一样，不仅起不到丝毫作用，还会彻底毁掉整辆车。拯救

有人敢于尝试创新与冒险。如何鼓励基层员工自主决策，是

北欧航空公司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营业额。”在董事会和其

管理层的一个难题。北欧航空的中高层管理者致力于构建一

他高管成员协助下，“市场为先”、“顾客导向”的战略方

个鼓励承担风险、包容错误的企业氛围。领导者与经理人给

针迅速确立并实施开来。

予员工更多的是指导，而非惩罚。“对于犯错的员工，领导
者应该给予解释的机会，而不是让他们心存畏惧。”

（二）组织能力三角模型在北欧航空公司的应用

2. 员工能力——岗位胜任，职责明晰

正如前文所述，“成功=战略×组织能力”，再完美的

员工能力，即公司全体员工（包括中高层管理团队）

战略也离不开强有力的执行，企业的组织能力解决的正是战

必须具备能够实施企业战略、打造所需组织能力的知识、技

略实施的支撑问题，企业战略能否得到切实有效执行，关键

能和素质。也就是说公司员工会不会，能不能做出与组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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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如创新、低成本、服务）匹配的决策和行为（杨国安，

企业家，皆为商界精英人物。通过会谈，卡尔森将专业董事

2010）。北欧航空公司实施客户导向的战略和实现组织结

会的智慧聚在一起，形成了公司的智库资源。

构扁平化的任务，需要公司上下（包括基层员工、中层管理

3. 员工思维模式——愿景引领，多重激励

者和高层领导）重新界定职责，实现工作角色的转换。

员工会做不等于愿意做，组织要让大家每天在工作中

首先，基层员工自我管理，自主决策。一方面，自主

所关心、追求和重视的事情与公司所需的组织能力匹配（杨

管理与自主决策能力对于一线员工中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

国安，2010）。在员工思维模式塑造与整合方面，北欧航

才是在“关键时刻”影响顾客印象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

空公司主要通过建立统一的目标愿景、富有激励性的企业文

当权力下放给一线员工后，市场调查工作重要性减弱，公司

化与制度氛围、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等措施来进行。

将原来从事调查的员工调任地勤工作，或直接负责与飞行路

首先，北欧航空公司制定了要成为一个凭借最佳服务

线相关工作。文职人员方面，公司执行了分权策略后，指令

而盈利的公司的愿景，使组织上下都将服务视为最重要的工

撰写、通知发布及管理监督等工作量骤减，文职人员数量大

作。卡尔森组织人手印制了一本名为“让我们为目标奋斗

大减少。其次，中层经理承上启下，提供指导。向顾客提供

吧”的红色小册子，发给公司2万名员工阅读，这本简洁明

优质服务是一线员工的职责，而中层经理的任务就是帮助

了的小册子向员工传递了公司高层的愿景和目标，而员工

和支持一线员工达成这一目标。卡尔森认为，在一个分权

理解了公司的愿景后也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并积极接受了上级

的组织里，中层经理的角色对于职能的顺利运作是必不可少

指派的任务。“准时计划”的实施也促使全体员工为同一目

的。因此，北欧航空公司在建立扁平化结构的同时，积极与

标共同奋斗，正如卡尔森所说，“公司以往规定80%的航班

中层经理沟通他们的新角色，使中层经理实现由管理指挥角

必须准时起飞，这便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推脱的借口。现在的

色向指导支持角色转变。在新的组织结构下，中层经理需要

目标是100%，‘准时起飞’成了所有人都关心的事情。以

将高层领导做出的战略决策目标进行分解，继而传递给一线

前，没有人会对此负责，现在，人人都有责任。”其次，保

员工并帮助去完成相关任务。公司对中层经理也有了新的岗

持绩效评估和顾客需要的一致性。卡尔森认为，在顾客为导

位胜任要求——“为了鼓励和支持一线员工，我们需要通晓

向的公司里，绩效评估应主要集中在评估员工是否更好地满

有关督察、传授、批判、赞美、教导等方面知识和技巧的中

足了顾客的需要上。于是，北欧航空公司开始实行“货运质

层经理”，“这一切都需要中层经理具备规划性、创造性和

量系统”的新指标，主要用来衡量服务的准确性，包括接听

足智多谋的头脑”。第三，高层领导高屋建瓴，汇集智慧，

电话的速度、货物是否装入预定的班次以及班机到达机场后

凝聚人心。总裁卡尔森指出，一个人成为领导并不是因为它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送达顾客手中等等。新的绩效制度启动之

无所不知，或者有能力制定所有决策，而是因为他懂得汇集

后，就有80%的货物按要求抵达了目的地，不久以后更是提

众人的智慧，并为完成工作创造条件，然后授权给员工，让

高到了92%。第三，鼓舞士气，激励员工。卡尔森强调，在

他们独立承担责任，完成工作。因此，在北欧航空的分权与

服务为主的行业里，员工的自尊心与士气将直接影响到顾客

扁平化组织中，更需要“智慧整合型”的领导。对于高层领

的满意度，“这时，一句赞美的话将发挥长久的功效。”北

导的胜任力方面，战略思维、沟通能力、资源整合等能力依

欧公司通过了多种办法提升员工士气，最典型的例子是改善

然是关注重点。卡尔森指出，对于顾客导向、分权的北欧航

员工的制服——“考虑到大家每天都穿着自制服工作，他们

空来说，领导者必须要有战略思维能力，越过细节，纵观全

理应拥有一套使自己感到骄傲的制服。”因此，公司投入巨

盘；扮演“启蒙导师”的角色，在组织中有效传播愿景与目

资为员工订购了新制服，这套制服后来成为新北欧航空公司

标；重视倾听与沟通，积极与员工沟通以确保他们朝着共同

的标志。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向员工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你

的目标努力，及时与顾客沟通以使他们随时了解到公司的新

们对公司来说十分重要，因此我们愿意在你身上投资。”第

举措。另外，卡尔森也将董事会视为宝贵的资源加以利用。

四，激发内驱力。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类有三种内在需求：

他指出，“一般的管理层很少愿意与董事会分享整体商业战

能力的需求（competence）、自主性的需求（autonomy）

略，很多公司总裁甚至十分畏惧董事会，如果你能邀请董事

和归属的需求（relatedness）。基于这一理论，丹尼尔·平

会参与决策公司的未来愿景，那才是智慧地运用了董事会的

克（2012）指出，驱动力3.0系统来自于内在动机，是我们

功能。”卡尔森经常会和董事会的三位董事进行私人会面。

想要主导自己的人生、学习并创造新事物，通过自己以及我

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挪威银行家、瑞典工业家、丹麦工程师兼

们的世界做得更好的内在需求。自主是驱动力3.0系统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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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素之一，而工作重点，应该是营造一个能够激发各种内

力，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总体而言，为顾客提供卓越

在心理需求的环境。公司总裁卡尔森也指出，对于刚从金字

的服务，即是北欧航空公司的关键组织能力。根据杨国安的

塔式组织变为扁平组织的公司来说，强化员工的自我价值尤

“组织能力字典”，北欧航空公司成功打造出的各项具体的

为重要。“作为管理者，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帮助有才干的员

优势组织能力列举如表1所示。

工不断发展。以授予无实权的高级职位的方法来表示赏识，

三、结论与启示

必将导致最终的失败。”组织只有使员工自己真正感到满
足，真正为工作而自豪，进而激发其内在动机，才能更好地
为客户服务。正如卡尔森所说，“能力强的人自然会得到更

1. 北欧航空公司组织变革的理论框架

高的报酬，但接受重任、得到信任以及发自内心地关心他人

国际航空服务业是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行业，各大知
名航空公司皆想从这个潜力巨大的世界市场中分一杯羹。服

才是更令人满意的奖赏。”

务行业的特点决定了顾客与市场是企业发展中最关键的因

（三）组织变革的成果

素，谁能更好更快地满足顾客需要，谁就能在残酷的市场竞

1. 组织绩效

争中抢得先机。在本案例中，北欧航空公司深刻洞悉航空服

经过卡尔森妙手回春式的变革，北欧航空公司实现扭

务业，制定顾客导向的集中化战略，瞄准商务旅客群体，以

亏为盈，成功上演了“王者归来”的戏码。北欧航空公司变

卓越的服务水平和灵活的反应能力做为关键组织能力，从人

革的预期目标是第一年增加收入250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

才管理三大支柱的角度全面开展变革，成功取得了预期的绩

4000万美元，第三年增加5000万美元。但出人意料的是，

效改进。北欧航空公司组织变革的三角模型如图2所示。

公司财务绩效在第一年就增加了8000万美元，远超预期。

本研究所采用的组织能力三角框架是杨国安基于多年

这个成绩在市场低迷、全球各国航空公司累计亏损20亿美

的企业实战与咨询经验总结归纳得出，属实践驱动型理论，

元情况下更加难能可贵。接下来的三年里，北欧航空业绩

遵循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的逻辑思维路径，对

稳步增长，全价票乘客增加了23%，折扣票乘客增加7%。

于分析不同企业的组织变革，具有较好的迁移性。

在1983年8月版的《财富》杂志上，北欧航空被评为“全

成功打造组织能力的不同企业有一个共同属性——每

球最佳商务航空公司”。航空界知名的《民航世界》（Air

个企业都能够紧紧围绕各自战略厘清所需的组织能力，进

Transport World）杂志也将其评为当年的“年度最佳航空

而围绕各自的组织能力设计与之匹配的管理工具进行3个支

公司”。

柱的建设，最终在各自的竞争领域中取得成功（杨国安，

2. 组织能力

2010）。对于如何做好组织能力的建设，杨国安（2010）

经过一系列变革，北欧航空公司开发出自己的组织能

又提到，员工能力、员工思维模式和员工治理方式这三个

表 1 北欧航空公司的优势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

内涵释义

案例举例

灵活弹性

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弹性，可适应新 原来层层节制的高架式组织结构将被扁平组织结构所取代。这种结构在服务业中更有必要
的竞争环境。
率先施行，因为服务业的出发点不是产品，而是顾客。

创业精神

具备创业精神，能创建新的事业或
开辟通过西伯利亚的东京航线，在保证商务旅客市场的同时，拓展了观光游客市场。
开拓新的市场。

创新

具备创新能力，能开发新产品、服 只要说服更多商务旅客购买经济舱全票，就能改善公司的财务危机。于是我们取消了头等
务、流程或经营模式。
舱，以新创的欧陆客舱代替。这样，乘客只需付经济舱全价，既可享受更高水平的服务。

速度

能比对手更迅捷地完成任务（如推
公司必须给予一线员工适当的权力，使他们能够迅速而礼貌地处理顾客的特殊需求。
出新产品、交货或客户服务等）。

客户导向
服务
生产力

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组织和运营管理 在与顾客交往的 15 秒钟内，所有人都有权力做出自己的决定并采取行动。如果通过传统指挥
的重点。
链向上级请示才能处理乘客的疑难杂症，宝贵的 15 秒钟便会匆匆溜走，我们也将失去一名乘客。
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准时计划”使得北欧航空公司成为欧洲最准时的航空公司。

能每年不断提升生产力。

成功变革后，每年的营业额和乘客数量不断提升。

注：依据北欧航空公司的案例资料和杨国安的“组织能力字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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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的愿景
● 顾客导向的绩效评估
● 士气鼓舞
● 激发内驱力

顾客导向的
集中化战略

来所需的胜任特征，准确定位胜任力缺口，通过内部培养和
外部招聘等渠道加以弥补，为组织变革提供人才能力支撑。
三是员工思维模式方面解决的是员工工作积极性、工
作敬业度和工作态度的问题。因此，企业要考虑的具体问题
包括：什么是组织成员需具备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如何建

员工思维模式

立和落实这些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杨国安，2010）。在组
员工能力

卓越服务

织变革时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重塑需要考虑三个途径：
员工治理方式

一是理念层面的传递，如愿景、价值观的建立与传播；二是
制度层面的嵌入，如改革绩效、薪酬制度引导员工行为；三

● 基层：自我管理、自主决策
● 中层：承上启下、指导支持
● 高层：理念引领、智慧整合

● 充分授权
● 组织扁平化
● 心理安全感

是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对下属影响，如鼓舞和激励。
通过这三个途径，可逐步实现“解冻——变革——重
新冻结”的组织变革三阶段。

图 2 北欧航空公司的组织变革

支柱缺一不可，而且组织能力要坚实，三个支柱的打造必
须符合两个原则：首先是平衡（balance）原则，三个支
柱都要一样强，其中一两个强并非理想状态；其次是匹配
（alignment）原则，三个支柱的重点必须紧密围绕所需的
组织能力来设计。
2. 现实启示
虽然不同企业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不同，行业状况不
同，企业内部环境与资源禀赋不同，因此公司所选择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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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充分整合资源、把握商机，公司的关键业务流程是否标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Management

准化和简洁化以及如何建立支持公司战略的信息系统和沟通

——Taking the SAS as Case

交流渠道等方面（杨国安，2010）。针对组织变革所需的
组织能力，企业的组织发展部门需要从战略高度入手，设计
与组织能力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均衡权力分配，再造组织流
程，实现良好的内部沟通，提供充足的组织管理支持。

Zhao Shumei
( School of Humanistic Management ,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candinavian Airlines which is in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the early 80’s of twentieth century as case ,and choose

二是员工能力方面，杨国安（2010）指出，企业需要解

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triangle model of Yang guoan (employee management,

决以下问题：打造所需的组织能力，公司需要怎样的人才及

employee thinking mode, employee abilit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which is from

他们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能力；公司目前是否有这样的人才

the point of view of talent management perspective,exploring the Scandinavian Airlines
how to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organiz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ability of

储备及主要差距；如何引进、培养、保留、借用合适的人才

organization,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reshape the competitive

和淘汰不合适的人才。由此可见，顺利实现组织变革离不开

advantage of enterprises.

企业的人才盘点工作。针对组织变革所需的组织能力，企业
人力资源部门需要重新梳理岗位职责与员工胜任力存量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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