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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员工不仅仅是要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雇主。对于像 NCAB 这样的知识型企业，承诺和能力是
成功的关键先决条件，并且必须始终保持在巅峰状态。如果缺乏这些重要素质，将无法为客户创
造价值。

一个知识型组织的整个业务理念取决于满足符合客户所需技能的
能力。公司增加的价值源于其拥有的知识，并且可以用于服务客
户。这非常适用于像 NCAB 集团这样的公司，该公司可以从设计
阶段到最终交付全程负责客户的 PCB 生产。

NCAB 集团人力资源经理 Eva Holm 解释说：“作为客户，您
应该能够期待最高水平的能力和全方位的承诺。”这与我们的技
术专家一样，同样适用于销售和客户支持人员。链条的强度取决
于其最薄弱的环节，客户对我们的全方位信心至关重要。

她补充道，“对于像 NCAB这样的公司，调动员工积极性，
致力于并持续增强其组织内的固有能力都非常重要。否则，将会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公司无论怎样都不再能够提供其客户愿意为
其支付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激励和培养员工使之成为 
NCAB 整体关注可持续运营的一个自然部分的原因所在。”

 

价值观作为起点
“我们的价值观构成我们成功的支柱。我们始终坚持质量第一，
我们相信在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各个方面建立牢固的关系，我们始
终坚持全责兑现我们的承诺。这些都是所有员工在日常生活中必
须真正赖以生存的价值观，” Eva Holm 说。

NCAB 集团采取扁平式管理组织结构，确保员工在承担责任的
前提下能够享受自由。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所在，增加实质并作
为决策的框架。

“我们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公司，处于一个正在经历快速转型的市
场。这就是我们经常必须做出快速决策的原因。我们的整体责任
还包括积极主动的能力，我们的员工必须能够做出自己的决策，
使我们能够作为一家公司快速灵活地运作。NCAB 的全部要求
是，这样的决策是在其价值观框架内做出的，” 她说。

NCAB 开展的“入职计划”在向员工灌输价值观方面发挥了特
别重要的作用。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我
们的企业，他们都要经历同样的过程。该过程将根据其角色进行
调整，即无论是技术人员、销售或客户支持人员，入职计划都阐
明了在其具体职责背景下价值观在实际工作中的意义。

“无论您担任什么角色或隶属于哪个部门，而存在这样一个结
构和系统，员工可以从中构建自己的持续发展，” Eva Holm 强
调。

良好的领导力和个人计划
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领导力。这就是 NCAB 非常重视培训
所有领导岗位的领导人员的原因所在。例如，至关重要的是区域
经理正确地掌握了激励员工的技能。

NCAB 希望员工长期坚持学习和培养技能，并且公司会不断地
努力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每个员工与其老板制定一个个人职
业发展计划，以便纳入 NCAB 的能力需求和个人的需求和愿望。
在年度工作发展会议上，不仅要制订此项计划，还有为下一年设
定目标。每年将对该会议和计划进行两至三次跟踪。

“虽然大部分学习实际上在实际工作中完成的，但是参加各类
培训课程肯定有助于您的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我们坚信通过经验
学习的原因。” Eva Holm 说。

将个人职业发展计划作为一个平台，员工和管理人员可以根据
此平台见面并探讨未来。您是否想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您对目前
从事的工作是否感到满意？是否有任何领域需要新技能，以及如
何最好地获得这些技能？由于 PCB 行业的技术复杂性，在许多
情况下，NCAB 开设自己的内部培训课程。这种方法使得公司内
可用的所有技能都被动员起来。

“作为客户，您应该能够期待最高水
平的能力和全方位的承诺。”
EVA HOLM, HR MANAGER, NCAB GROUP

在NCAB 的所有办公室里，墙上都有三个框架，显示我们的三个价值观，以及第
四个框架，上面是员工签字。它们提醒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坚持”我们的价值
观是多么重要。

Eva Holm, HR Manager, NCAB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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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培养工程师的能力层面上。重要的是所有
组成部分都发挥作用。我们在销售方面做得越好，就能越好地满
足我们的客户，而倾听他们的需求将使最终交付更好。”她补充
说，同样细致的慎重思考能力培养战略因此得以应用于所有领
域。

敬业度产生业绩
如前所述，除了专业能力培养外，员工敬业度也是确保 NCAB 集
团成功完成使命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员工表现出的敬业度越高，获得的忠诚客户越多。
当员工享受工作并得到激励时，资产负债表就会反映出了积极的
业绩。这特别适用于像我们这样的“人员业务”。此外，它还促
进了吸引人才加入，因为NCAB的工作人员在外部世界都是我们
大使，” Eva Holm 说。

归纳而言，敬业度是员工清晰地理解其个人以及组织的目标以
及他们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付出努力和精力的一个组合。最近一项
员工独立调查显示，在涉及敬业度方面 NCAB 集团跻身于表现最
好的前百分之十公司之列。

“清晰透明等于良好的领导力，而且通过能力培养，我们不
仅可以激励那些积极主动的人，还可以调动未得到充分激励的
人，” 她解释说。

主动性和务实
当然，我们仍然面临挑战。快速的技术发展迫使人们主动地思考
并站在最前沿。NCAB 集团投入大量努力监测发展，掌握发展趋
势并为未来制定战略。

“我们决不能坐下来休息。如果我们过于舒适，躺在我们的荣
誉簿上，我们很快就会被彻底地超越，” Eva Holm 说。

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领导力。这就是 NCAB 非常注重培训所有领导岗位的领导人员的原因所在。除了不断地交流之外，所有区域经理每年聚会两次，参加后续
会议、培训和经验分享。

“我们坚信通过经验学习。”
EVA HOLM, HR MANAGER, NCAB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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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组织寻求通过其他活动和投入最大程度提高学习和发展计划的有效性的一般
性指导方针，70:20:10 学习与培养模型是最有价值的。在经验性应用学习方面
投入更多时间可以带来更好的发展和业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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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们提出的高要求，找到拥有我们所需技能的人才也可能是
一个挑战。繁荣的经济也无济于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看到 
NCAB 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并专注于招聘态度端正的人员，然后
针对工作要求培训他们。

“对于有适当教育背景和态度端正的年轻人，如果有机会在工作
中发展，往往可以成长为非常有价值的员工。同样，人们可以遇到
号称拥有所有正确技能的人，但其态度不端，” Eva 解释说。

在日益变小的世界里保持开放
在招募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时，遇到的另一种挑战是全球性思
考。NCAB 在一个日益变小的世界里跨越国界经营。

“这将为我们带来一整套新的发展机会。我们认为多样性是一
种力量，而我们可以采取更加全球化的方法。我们认为，愿意前
往不同国家和大洲工作并拥有在当地工作的技能绝对是积极因
素，” Eva Holm 说。

NCAB 强调奉献和能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客户。
“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有信心，我们言出必行，并且认真完成

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只有通过确保这一点，我们才能为客户带来
附加价值，” Eva Holm 总结说。

“NCAB 在一个不断变小的世界里跨越国界运营，并视多样性为一种力量。我们认为，愿意前往不同国家和大洲工作并拥有在当地工作的技能绝对是积极因素，” Eva 
Holm 说。这张照片中是NCAB 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Jack Kei 和 NCAB 瑞典公司客户支持 Åsa Nilsson 以及 NCAB 集团 IT 经理 Magnus Jacobsson。

能量 + 清晰度 = 敬业度 
拥有敬业员工的高绩效公司盈利能力更强，增长回报更高。

快速的技术发展迫使人们主动地思考并站在最前沿。NCAB 集团中国公司已经开
始了 PCB 设计+，并越来越多地为客户提供复杂电路板的高级设计服务。在这
张照片中，PCB 设计经理Ellefen Jiang正在和同事们在工厂里研究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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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 NCAB 集团经营的各个市场中，能力培养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的呢？他们有什么一
般技巧和经验分享吗？我们请在英国、美国和中国的人力资源经理详细描述这一点。

在三大洲的技能培养

UK
ANN HARWOOD
Business Support Manager, 
NCAB Group UK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我们的组
织致力于以客户为中心。我们知道，员
工在帮助传播顾客就是上帝的文化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认为，员工对客
户需求的洞察力是关键，并专注于能力
培养以建立和保持这一点。”

有关如何在本地与正确的客户合作，您能
否就技能培养给出一些具体建议？
“好的，实践证明，跟进员工培养和敬业
度调查对这一目标是有价值的，因为可以
帮助识别个人行为与组织期望的关注点之
间的匹配程度。通过培养员工开展结构性
跟进，我们可以确定他们与组织关注点之
间的匹配情况，全面了解员工如何完成工
作并成功地专注于客户。管理者然后根据
调查结果采取行动，并通过培训、发展和
激励运作。

“实践证明，员工培养和敬业度调查
对于员工培养和提高客户满意度非常有价
值。它们为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框架。员工敬业度高对于创造积极
的客户体验至关重要。”

USA
STEVEN DAVIS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NCAB Group USA

能力的定义是成功或有效地完成某事的
能力。我们今年更关注于评估我们的
总体能力，然后根据这些评估为整个美
国集团的每个员工、每个团队和每个部
门制定一个战略。重点需要将是持续性
的，因为它将为我们提供有关增长、继
任计划和客户参与的路线图。

2017年在能力培养方面您将侧重于哪些
具体领域？
“在美国，我们将专注于增长。这取决
于我们培训销售人员的能力。因此，我
们现在正在实施一个新的重点客户经理 
(KAM) 入职能力计划。课堂学习很重
要，但我的要求不止于此，而是要求与实
践经验相结合，例如，通过角色扮演形
式。就像一个运动员，我们的员工需要持
续地培训，帮助他们善于其工作。如果我
们要提供我们的价值观所定义的高水平客
户服务和质量，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都必
须胜任自己的职责。”

CHINA
LISA CAO
HR Manager, Factory Management, 
NCAB Group China

“NCAB员工是我们真正最重要的资
源。这就是培训必定成为人力资源和整
个集团的最重要的问题的原因，这也包
括中国。”

鉴于您在集团中担任的独特作用，工厂管
理部门是 NCAB 在工厂的结合处。请您
描述您的能力培养方法？
“我们的目标是，对于每个工厂专属 
NCAB 团队或项目，我们所有的工厂管
理专家应该起到高级顾问或控制人的作
用。我们的专家必须能够管理和监控多个
工厂的运行。这方面所需的关键能力是
强大的沟通、表达和指导技巧，以及卓越
的领导素质和推动及实现我们的业务目
标的能力。

“这使得培养专业知识、思维和行为
相关的领域的能力特别重要。在需要时我
们将通过外部培训补充内部课程和工作经
验。我们还通过领导力和团队建设活动以
及总体关注员工敬业度不断地适当塑造和
弘扬我们的文化。”

与知识型组织培养能力相关的技巧和经验：

 持续地监控员工培养和能力，以便了解需要变更和改进的内 
 容。

 在衡量员工在工作中和与客户构建关系时的敬业度上，员工 
 培养和敬业度调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为构建牢固的关系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通过员工彼此分享经验与内部和外部培训相结合，建立最 
 佳能力组合。

 就像运动员一样，我们的员工需要持续性职业培训，例如 
 通过角色扮演和其他类型的共享体验。

INFOCUS:能力培养#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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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重要的资源 HANS STÅHL
CEO NCAB GROUP

对于一般人来说，传统的财务报告让人感觉只是陈词滥调。对于 
NCAB 来说，它没有包括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人！

对我们来说，很显然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他们使 NCAB 
变得大不相同。我们的经营基础是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由我们
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创建的，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开发和提高我们的效
率，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新需求。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还需要对
新员工的成长和工作及养成 NCAB 思维方式投入更多努力，并使他

们准备好尽快地投入到客户服务工作中。
谈到新员工，我一直在想着前途大有希望的新“Z 一代”，以及

他们能为我们的组织提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想法。我
们看到，他们通过质疑既定模式和做事方式影响和帮助改变我们的
老式商业模式。NCAB 需要适应这新一代人，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
的客户。实际上，我们正在研究 Z 一代对未来业务的可能影响。我
希望在稍后的日子再来探讨这个话题。

We are always looking for interesting subjects that we could take a more in depth look at.  
If there is something you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or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comment on anything we have written, do get in touch with us and tell us more.

Mail: sanna.magnusson@ncabgroup.com

Are we taking up the wrong subjects?

Subjects we have covered earlier

» Future strategy   
 2016 12 14 | NEWSLETTER 4 2016

»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factory   
 2016 10 12 | NEWSLETTER 3 2016

» Responsibility as a business concept  
 2016 06 22 | NEWSLETTER 2 2016

» China’s economy
 2016 04 08 | NEWSLETTER 1 2016

» UL Approval
 2015 12 09 | NEWSLETTER 4 2015

» Transition to outsource
 2015 09 29 | NEWSLETTER 3 2015

Do read our earlier newsletters. You will find them all on our website, www.ncabgroup.com/new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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