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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功的企业主，您了解建立一支高
绩效团队的重要性。  
分会的实力将直接影响您作为会长的成
功，这最终将为您的会员提供难忘的经
历有价值的学习和有意义的人脉。 
本指南将为您提供构建团结、敬业和有能力的分会所必需的工具。 要成功构建分
会，请查看并完成以下三个部分。



选择董事会的标准和建议
本节将重点关注选择理想团队时要寻找的素质和经验。 在下面，您将找到准则和最佳实
践，它们将帮助您作为会长为自己的团队初建分会。 

开始之前要注意的一些重要事项：
●   EO的骨干是经验共享，因此，本文档是指导您做出决定的参考点。 这不是必须完全遵守的严格指示。
●     这些建议是在各个部门的资深会员领袖和EO专业员工的帮助下制定的，以确保您成功。
●     请注意分会规模注意事项专栏，尤其是当您领导一小部分（<50个会员）或一大分会（> 150个会员）

时。 分会规模会影响这些角色的职责，并可能会导致联席委员和/或具有委员角色的委员会的加入。  

●     专业专长，如该表第二栏中所列，可以在您的董事会效力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但这只是建议而不是规
则。有许多强大的董事会会员在分会中扮演的角色超出了他们的专业范围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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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董事会的标准和建议

董事会角色 理想的优势/特质 专业领域 曾担任的董事会角色 注释/分会规模注意事项

会籍委员 精力充沛、负责任、有足够
的时间分配给或能够委派
给委员会 

具有超凡魅力的人脉专
家，专注、外向、沟通能
力高 

销售背景、成事能力强、成
长心态

额外加分项：有经验面试
和筛选候选人 

至少一年的董事会经验，
最好是直接可以和会员接
触的角色

大分会：曾担任过会籍联
席委员或委员会角色优先

小分会：具有成长心态，通
过分享EO故事来锁定成
功的强大能力

学习委员 具有远见卓识的规划师，
组织严密，富有创造力的
思想家，直觉，与他人（
尤其是分会职员）合作良
好，人脉广泛，对学习有天
生热情，有包容性和高度
参与性

额外加分项：有主持人
风格 

大量参加和参与分会，区
域和全球活动

活动策划知识 

参与能力经常与分会职员
和其他人一起

有丰富的人脉关系优先 

MyEO委员，社交委员

曾任联席委员或学习委员
会成员

坚信EO的使命/抱负/
目标 

大分会：考虑建立联席委
员或委员会学习系统

小分会：与会员参与项目
紧密合作，专注于招聘

会员互动委员 高参与度、善解人意、富有
同情心

能够感觉到可能需要更多
指导才能参与的人

深入了解Trifecta中的位
置以及EO权益

客户服务（会员成功）背
景，营销知识

会议主持人经验，可以担
任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带动整个分会的所有级别
的资深会员的参与

大分会：强调将xin新会员
和资深会员联系起来，拥
有联席委员、领航员或委
员会，以使新会员拥有合
适的EO权益

小分会：了解每个会员的
需求以推动分会策略

FORUM委员 有共情能力、谨慎、机智、
高情商 

与主持人沟通的能力，较
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创造
力，能快速做出决定

全面的产品/ Forum历程
知识，激励主持人的能力 

人员管理、服务导向、冲突
管理，“人性化”和敏感性

过去的主持人经验（必填） 大分会：必须具备较强的
组织能力，可以考虑担任
联席委员

小分会：保持对每个
Forum的健康和敏感性
的深刻了解，并定期与
Trifecta和会长沟通

财务委员 精确、透明、负责、注重
细节

自我激励和自主工作

与分会职员、学习委员和
会长的健康关系

财务背景（理想情况下为
CPA）

不需要 大分会：会计系统经验，未
来预算预测 

小分会：在预算有限的情
况下必须对优先事项具有
直接性和战略性



选择董事会的标准和建议

董事会角色 理想的优势/特质 专业领域 曾担任的董事会角色 注释/分会规模注意事项

营销与通讯委员 强大的沟通能力，高水
平的分会参与度，可在
EO所有问题上保持了解
最新动态

营销/通讯背景、社交媒
体营销专业知识有帮助

不需要 均衡关注内部和外部
通信

大分会：可能会通过
社交媒体/新闻稿与
第三方承包商/公司
联系。 与外部职位协
作：ME，EE，GSEA，SA
委员

小分会：需要创造性地
与一小组人互动，并与
董事会其他会员合作，
并创建简单的内部通讯
流程/工具 

外部联动负责人 关系建立者

热衷于产生影响

愿意在本分会中扮演
新角色

联系/参与社区中的其
他组织 

首选但不是必需的：可
持续的商业经验，熟悉
可持续发展计划 
 

不需要 大分会：投入时间在社
区建立人际关系 

小分会：角色可以与现
有委员合并。  
Ex：GSEA，SA和
Marcomm，在分会达
到40位会员之前不是
必须的

战略联盟委员 经纪人/交易制造者、完
成者

对EO/会员价值的感知
的真正热情 

培养人际关系的能力

强大的潜在赞助商和合
作伙伴的本地人脉

销售经验  

不需要 大分会： 
可以培育和维持合作
伙伴关系并为会员提
供价值

小分会：确保和维护银
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
合作伙伴，具有较强的
招聘能力为佳

My EO委员 强大的社交关系、个人
风格、自我驱动、充满活
力、推动者和动摇者、有
包容心

丰富的人脉，社交参与
度高，有使用产品和程
序的经验

不需要

额外加分项：
曾担任学习委员或委员
会成员，具有EO产品和
程序的经验

理想情况下，将活动/小
组委派给支持者

小分会：应该在区域中
寻找多分会的机会，以
及其他MyEO小组/产品



选择董事会的标准和建议

董事会角色 理想的优势/特质 专业领域 曾担任的董事会角色 注释/分会规模注意事项

加速器计划委员 高组织性并充满活力 

热情、上进、主动、强大
的导师

是思想领袖

有兴趣帮助小型企业
成长

辅导和导师经验 

有领导董事会的经验

最好是加速器计划毕
业生

曾在另一个董事会任
职优先

大分会：需要一个强大
的领导来负责自主运
行项目  

小分会：找到一名具有
EOA资格的支持者来
组建董事会并维护该
项目，有很多机会指导
EOA成员，但不应花费
大量董事会时间  

全球学生创业家大奖委员
（GSEA）

热心、主动、热情、包容，
致力于产生积极影响

项目管理经验

与当地大学/学生网络
的联系

营销经验或人脉关系 

不需要 委员应与学习、导师计
划、SAP和Marcomm委
员合作，以利用分会资
源并吸引其他会员

鼓励委员建立一个委员
会来分配任务

导师计划委员 热情、主动，资深会员或
企业主

灵活应变的能力，能够
应对不同性格的人

帮助建立强大的导师或
受训者人际网络
 
帮助形成良好的战略
思维

加速器计划委员、Forum
委员、会籍委员、前任
主席、导师计划委员或
专家

有能力投入时间和精力
去学习他们的角色并保
持每个人的参与

社交委员 热爱社交、好客、热情、
灵活、有趣、随和、开放
和外向

不需要 不需要，但担任过学习
委员、MyEO委员，会员
参与项目委员为首选

必须有时间致力于紧急
关头的社交活动

其他注意事项：
●    董事会应该有来自Forums的均衡代表
●    您的董事会受益于包容性：性别、种族、年龄、任期和专业知识各方面应均有代表
●    在董事会中加入新成员可以提升活力并提供新观点，同时加快他们与分会的融合
●    与主持人保持联系是寻找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分会成员的绝佳方式



 

未来董事会选择
工作表
使用工作表为您的董事会建立潜在候选人的总览。  
请参考上表（第一部分：选择董事会的标准和建议）在选择未来董事会成员时帮助您明
确标准。 

您可能需要为某些角色准备多个候选人，并可能包括联席委员和/或委员会。 

完成后，您将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您认为他们是合适的人选，与您的候选人进行交
流。 这最终将指导您与董事会中每个未来会员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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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董事会选择工作表

董事会角色 姓名（包括联席委员/
委员会）

是什么让他们很合
适？ 

他们为角色带来了什
么专业知识？

列出曾担任的EO领
导经验

其他考虑

会籍委员

学习委员

会员互动委员

FORUM委员

财务委员

营销与通讯委员

外部联动负责人

战略联盟委员

My EO委员

加速器计划委员

全球学生创业家大奖委员
（GSEA）

导师计划委员

社交委员



董事会承诺 
追踪系统
会长培训周期第一阶段的最后部分将帮助您保持有条理并参与与未来董事会成员的互
动。 它还将帮助您跟踪协议。 

为了确保成功的一年，建议您： 
●    让你的未来董事会成员在你当选任期尽早参与进来 

●    在1月1日之前（必须在GLC之前）具有以下角色的正式协议：
– Forum委员、会籍委员、会员互动委员、学习委员以及继任会长 

●    不迟于1月中旬收到董事会的正式协议（可以接受一些小例外，即您认为可能在3月1日之前填补一两
个空缺职位）

许多分会都使用了《董事会角色协议》，或看起来像是合同的正式起草文件（尽管它们在
法律意义上不具有约束力）。 如果有兴趣，请与您的区域工作人员联系或联系地区理事
以获取此类资源/经验分享。 

在每个方框上标记日期（如果适用）和/或注释（如果需要）。 您可能需要在不同意接任的
首选接任者处清除并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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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承诺追踪系统

董事会角色 姓名（包括联席委员/
委员会）

初始查询（您何时询
问？）

跟进（他们需要时间
回答，您是否重新
参与？）

口头协议（即使是随
便，他们什么时候答
应？）

正式协议（正式吗？）

会籍委员

学习委员

会员互动委员

FORUM委员

财务委员

营销与通讯委员

外部联动负责人

战略联盟委员

My EO委员

加速器计划委员

全球学生创业家大奖委员
（GSEA）

导师计划委员

社交委员（光环委员）



完成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后，您将成功选择了您的董事会。 恭喜你！ 这群强
领导者同意自愿提供时间和精力与您一起服务。 

下一步是什么？

会长周期培训的下一个组件将重点介
绍构想您作为会长的一年。 主要重点
将放在您的董事会的过渡、建造你的
愿景，以及将其扩展到分会更大更广
泛的愿景中。 



© 2020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ill_1_4: 
	fill_2_4: 
	fill_3_4: 
	fill_4_4: 
	fill_5_4: 
	fill_6_4: 
	fill_7_4: 
	fill_8_4: 
	fill_9_4: 
	fill_10_4: 
	fill_11_4: 
	fill_12_4: 
	fill_13_4: 
	fill_14_4: 
	fill_15_4: 
	fill_16_4: 
	fill_17_4: 
	fill_18_4: 
	fill_19_4: 
	fill_20_4: 
	fill_21_4: 
	fill_22_3: 
	fill_23_3: 
	fill_24_2: 
	fill_25_2: 
	fill_26_2: 
	fill_27_2: 
	fill_28: 
	fill_29: 
	fill_30: 
	fill_31: 
	fill_32: 
	fill_33: 
	fill_34: 
	fill_35: 
	fill_36: 
	fill_37: 
	fill_38: 
	fill_39: 
	fill_40: 
	fill_41: 
	fill_42: 
	fill_43: 
	fill_44: 
	fill_45: 
	fill_46: 
	fill_47: 
	fill_48: 
	fill_49: 
	fill_50: 
	fill_51: 
	fill_52: 
	fill_53: 
	fill_54: 
	fill_55: 
	fill_56: 
	fill_57: 
	fill_58: 
	fill_59: 
	fill_60: 
	fill_61: 
	fill_62: 
	fill_63: 
	fill_64: 
	fill_65: 
	fill_1_5: 
	fill_2_5: 
	fill_3_5: 
	fill_4_5: 
	fill_5_5: 
	fill_6_5: 
	fill_7_5: 
	fill_8_5: 
	fill_9_5: 
	fill_10_5: 
	fill_11_5: 
	fill_12_5: 
	fill_13_5: 
	fill_14_5: 
	fill_15_5: 
	fill_16_5: 
	fill_17_5: 
	fill_18_5: 
	fill_19_5: 
	fill_20_5: 
	fill_21_5: 
	fill_22_4: 
	fill_23_4: 
	fill_24_3: 
	fill_25_3: 
	fill_26_3: 
	fill_27_3: 
	fill_28_2: 
	fill_29_2: 
	fill_30_2: 
	fill_31_2: 
	fill_32_2: 
	fill_33_2: 
	fill_34_2: 
	fill_35_2: 
	fill_36_2: 
	fill_37_2: 
	fill_38_2: 
	fill_39_2: 
	fill_40_2: 
	fill_41_2: 
	fill_42_2: 
	fill_43_2: 
	fill_44_2: 
	fill_45_2: 
	fill_46_2: 
	fill_47_2: 
	fill_48_2: 
	fill_49_2: 
	fill_50_2: 
	fill_51_2: 
	fill_52_2: 
	fill_53_2: 
	fill_54_2: 
	fill_55_2: 
	fill_56_2: 
	fill_57_2: 
	fill_58_2: 
	fill_59_2: 
	fill_60_2: 
	fill_61_2: 
	fill_62_2: 
	fill_63_2: 
	fill_64_2: 
	fill_65_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