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任基层领导者
如何帮助你的新任领导者成功
• 加速领导力的表现并建立基础能力
• 帮助新领导者投入、学习及成长
• 了解新领导者是否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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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地址：黄浦区淮海中路 333 号瑞安广场 1601-1603 室        
电话：+8621.2329.5000

 北京
地址：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 12 号双子座大厦西塔 1506-1508 室            
电话： +8610.6566 5526

 深圳
地址：福田区中心四路 1 号嘉里建设广场三座 38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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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DI
1970 年由 William C. Byham 与 Douglas W. Bray 两位博士心理学家共同创立，于
2016 年为著名国际机构 Kennedy Institute 选为全球最佳领导力咨询公司。

将近半世纪以来，我们与优秀的人才专家并肩合作，坚持不懈地识别并培养能够创造
最佳绩效、留下长远风范的领导者。只有卓越的领导者才能带领企业走向未来，我们
致力于领导力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每年不断推出领先见解与思维，通过分享在领导力
上的专长实现对客户的承诺：领导力战略、领导者遴选、领导力发展与继任管理。我
们的承诺始终不变：携手并进，共创匹配您的业务需求，直达绩效目标的解决方案。

*IX3T*

DDI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回复“产品”
了解更多产品信息 



www.ddichina.cn/www.ddiworld.com www.ddichina.cn/www.ddiworld.com3 4©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Inc.,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Inc.,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昔日同事成为今日上司，
做人谈何容易。
初登管理岗位，三位领导者中便有两位觉得自己对这个新角

色的准备不够充分。从技术专家到领导者，从优秀个人到团

队领导者，新领导者总是在通过他人完成工作的路上挣扎

着，无论是辅导及给予反馈，或是争取同仁的认可，无一不

挑战！不要放任初为领导的经理人在试错中学习，而应提供

他们强有力的领导力基础培训支持，让他们迈向成功！

DDI 已经帮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经理人们发展成为催化剂

式的领导者——通过提高生产力、员工留任率，和提升客

户满意度，发挥自己的最大影响力。  

引入数据，深刻洞见
新任及未来领导者们蓄势待发

新任领导或管理经验不足的经理人，都需要得到精确并客观

的关于他们的绩效与能力的信息。DDI 的线上评鉴工具 - 经

理人成熟度评鉴 Manager Ready® 正是用于获取这些信息的

测评工具。通过模拟真实情景，洞悉人才，在晋升之前就能

精确评估这些领导的准备情况，诊断技能差距。若要挖掘新

任领导者潜力，还可使用《潜∙能 +》（Potential Plus），它

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个能同时测潜力及能力的双维度测评工

具，可预测受评者的岗位胜任程度和未来成长速度。

基层领导者为何如此重要？

企业的人才，除了指关键岗位与高阶人才之外，其实也包含了那些靠谱、

能贯彻执行与具备高度发展潜力的基层领导者！  

企业策略方向靠高管掌舵，而产品制造、质量把控、客户体验、任务执行、

效率提升、基层团队的凝聚、向心与留任……，很多都倚靠于基层领导者，

将策略与计划转化为日常工作、带领团队贯彻执行的结果。若我们的基层

领导者只拥有平庸甚至不好的领导力，其所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团队

士气低落、人员流失、绩效与执行力下滑，最终影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DDI 全球智慧在地经验打造，新的基层领导者培训课程，让你的基层领导

者超人变身！

体系完整：
• 涵盖基层领导者必面对的四大领域——领导转型、带人、处事及团队建立

• 指向基层领导者必备的九大核心领导力

• 配套技术转移与授权产品，企业培训师轻松内化

易学易用：
• “3 易”设计原则——易学好记、易于应用、易于整合

• 三大主题（辅导支持、提高团队执力、赢得认同）系列学习旅程，匹配

现今企业最关切的基层领导力议题

生动体验：
• 完整工具，协助打造基层领导者学习生态，更有微课程，实现手机线

上学习与复习

• 发展活动，有趣且环环相扣

• 技能演练，化知识为行为、化行为为能力，告别纸上谈兵，直接模拟实战

成功故事：
• 4500 位学员课程满意度平均 4.7（总分为 5 分）

• 客户的成功实践涵盖互联网、金融、汽车制造、快消、地产、印刷等各行业，

从南到北、自西向东，遍布于国内各大城市

* 注：以上 * 内容已获得中国区版权认证。本学习模型仅作案例参考，我们会根据您的业务重点与管理需求，定制学习模型。

卓越的领导 =
更高的员工敬业度

调查报告显示其领导
者在参加互动管理课
程 IM® 后，敬业度显
著提高。

关于三个关键的职业转型点， 
欲了解更多，敬请阅读
www.ddiworld.com/leadershiptransitions

来源 :  IM:IMPACT，DDI,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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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基层领导者
如何帮助你的新任领导者成功
• 加速领导力的表现并建立基础能力
• 帮助新领导者投入、学习及成长
• 了解新领导者是否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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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福田区中心四路 1 号嘉里建设广场三座 38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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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DI
1970 年由 William C. Byham 与 Douglas W. Bray 两位博士心理学家共同创立，于
2016 年为著名国际机构 Kennedy Institute 选为全球最佳领导力咨询公司。

将近半世纪以来，我们与优秀的人才专家并肩合作，坚持不懈地识别并培养能够创造
最佳绩效、留下长远风范的领导者。只有卓越的领导者才能带领企业走向未来，我们
致力于领导力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每年不断推出领先见解与思维，通过分享在领导力
上的专长实现对客户的承诺：领导力战略、领导者遴选、领导力发展与继任管理。我
们的承诺始终不变：携手并进，共创匹配您的业务需求，直达绩效目标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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