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安全领导力 
企业 CISO 如何超越安全系统并投资于

员工以保护其组织



安全领导力是共同的
追求。
首席信息安全官最关心的是什么？卓越运营？业务连续性？还是避

免成为新闻焦点？也许都有可能。

CISO 的作用是帮助指导董事会及其同级高管以主动保护自己的品

牌和客户。

随着当今企业数据的指数增长，IT 部门在保护数据方面的作用获得

了新的重视。过去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安全性，现在需要重新聚焦

于软件，技术领导者必须深入参与软件的开发和投资。

与此同时，安全团队也需要不同的技能和思维模式才能在新领域取

得成功。因此，尽管这些人可能是技术专家，但最成功的 CISO 认

识到强安全性远比比特和字节重要。

AWS 首席信息安全官 Stephen Schmidt 分享了安
全领导者的三个关键行为

他们具有前瞻性 - 不会等到组织面临风险才进行解决。相反，他们依

靠新型研究和风险来保持领先地位，同时遵守合规性和监管要求。   

他们对人员进行投资 - 协作对安全性至关重要，他们认识到安全团

队需要与 CIO、IT 团队和其他团队相互合作。 

他们行动迅速 - 需要迅速做出风险决策，他们不会拖延。当事情逐
步扩大时，他们会利用自己的关系和经验来应对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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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认识两位安全
领导者，他们认识到推
进人才发展与投资技术
同样重要。 

大多数 CISO 都身兼数职：监护人、战略师和技术专家，但往往忽略了
指导者的角色。

最近，Black Hat 调查表明 73% 的组织需要更多有技能的安全人才，这
代表问题就更为严重。对人员进行投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既可以防止
人员流失，还可以在未来帮助组织建立强大的安全团队。

更重要的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CISO 不可能是唯一的监护人。
分享知识、鼓励多样化的技能并建立一支有能力的团队，可以提高敏捷
性和适应性。最终，这些习惯会让企业变得更加安全。

为什么培养安全领导力十分重要?

https://www.blackhat.com/docs/us-15/2015-Black-Hat-Attendee-Survey.pdf


推动全球最知名金融品牌之一的安全文化发展

Michele Iacovone 谈到了文化、信心和社区，以及他是如何让未来
的领导者在网络安全方面保持领先的。

Michele Iacovone
首席信息安全官， 
INTUIT 



鉴于其业务性质 - 可帮助个人和组织管理财务

和税收的软件，Intuit 非常重视安全性。 

Michele 觉得非常幸运能够得到公司高层的大

力支持。 

说到安全性，
让我们从头开
始讨论

我们的 CEO 明白，安全是董事会

层面的关键任务问题，也是实现我

们在全球繁荣发展的基础。”

“我们的领导层承认，安全性非常重要。”按

照 Michele 的说法，要将安全性列为首要业

务重点需要采取不同的思维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CISO 不仅要成为技术领导者，

还要成为业务和变革领导者。 

在很大程度上，他认为自己的角色是“主要

影响者”。大家普遍认为安全不可能以孤立

的方式发生，而最好和最理想的方式就是，

从最高领导层往下，每个人都在安全问题中

发挥自己的作用。 

“



Michele 在其职业生涯中学到的宝贵经验是，

积极主动地进行安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他指出，当人们从事具有特定结果的项目时，

往往会对这些项目的执行方式抱有先入为主的

想法。试图改变人们当下的思维方式需要耗费

大量精力，他们自然会对此产生抵触情绪。

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是为这种变化铺平道路，以

便顺利开展工作。为此，他不断教育人们为什

么必须对安全性进行变革。 

Michele 说，“投入精力来确保人们了解原因、

目标、结果和方法，这样在执行或者想弄清楚

如何做事时，这样的对话会变得更加容易。” 

通过教育加强安
全文化建设

当我们想要人们改变他们的行
为时，在需要的时候是很难做
到的。”

“



几年前，Intuit 将其产品战略从一个产品组合

发展为生态系统中的一系列互联产品，并认识

到大多数客户使用多种产品。新战略的制定意

味着各团队必须更紧密地合作。

为帮助变革的执行，该公司提倡跨团队的流

动性，以此作为促进学习和移情作用的一种方

式。Michele 会定期与他的安全领导团队进行

岗位轮换，比如将领导者调到其他职能或业务

团队。 

“作为一家公司，获得 Intuit 徽章的员工是同一

个团队的伙伴，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这一

点非常重要。我们用流动性来激发这种思维方

式，我们称之为‘One Intuit’。而我认为这

在安全方面显得更为重要。”

例如，最近 Quickbooks 安全主管转到 

TurboTax，学习如何在不同的业务部门管

理安全性。同时，Michele 要求网络安全副

总裁担任 Quickbooks 部门的代理安全主管。

我们的目标是，在一个人习惯于从公司的核

心安全团队内部领导时，让他对从业务部门

内部领导安全性产生共鸣。 

Michele 指出：“毫无疑问，这 6 个月的经历

可以帮助他成长为更有效、更强大的核心领

导者。他可能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学会这些东

西，并真正理解和衡量从核心领导的意义。”

让安全主管了
解业务，反之
亦然



INTUIT

作为选择 AWS 的最初三位领导者之一，Michele 

表示，“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次良好的合作。”

尽管 Intuit 正在迁移到公共云，但该公司也有机

会向 AWS 学习。 

“我们在 AWS 的合作伙伴毫不吝啬他们的时间，

让我们来研究和了解 Amazon 是如何运营其业务

并领导其员工和文化的。”

Intuit 公司鼓励员工积极学习。对于 Michele 而

言，向 AWS 学习是一段宝贵的经历,他说 AWS 

对 Intuit 公司采取了一种“极其互补”的方式。 

“我们采用了类似六页机的做法，并看到了许

多与 AWS 的运营相关的东西，很荣幸参与如

此密切的合作。”

对于 Michele 来说，这些学习机会正是他和

他的安全领导团队在不断进步的道路上所需要

的。学习不仅使他的团队变得更好，而且随着

领导效率的提高，这也为客户带来了更好的安

全保障。 

  

Michele 通过与 
AWS 合作对领导力
有何了解？

总的来说，与 AWS 合作
帮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领导者。”

“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beauty-amazons-6-pager-brad-porter/


Jason Chan
云安全副总裁
NETFLIX 

编写安全领导力的脚本

Jason Chan 花了一点时间来讨论他在电视和电影帝国中以人为本的
安全策略，以及如何引人注目并远离头条。



NETFLIX

鼓励可见性 对于 Jason 来说，Netflix 中很多开发安全的

领导者都非常简单：可见性。他始终如一地详

细阐释行动和计划。为此，他每周都会向安全

团队发送“每周回顾”信息，其中列出了关键

会议、外部活动和当前状态。

这不仅给团队带来了参与感和使命感，也给

了他们更多接触业务环境的机会。 

Jason 发现，最终结果就是他的员工通常更

有能力在指导较少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定。



NETFLIX

共同参与 Jason 强烈关注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包容性。除

了“每周回顾”电子邮件，他还邀请其他安全

主管参加高管会议，特别是需要做出关键商

业决策的会议。

Jason 认为，Netflix 的文化鼓励透明度，他

经常利用这一制度，让安全人员直接接触到

领导层。这有利于他们深入了解业务决策过

程，同时尽早地强化安全的重要性。 

在企业界尤其如此，传统的高层管理人员并

没有让 CISO 在公司的领导团队中占有一席

之地。

他发现这种做法还会带来更好、更高效的结

果和决策，因为最直接参与安全实施的人都

在场。

在 Netflix，直接沟通可以帮助我
的主管接触到高层管理人员。

“



NETFLIX

培养有效的 
沟通技巧

Jason 指出，过度分享拖慢了很多技术和安全

人员的工作效率，他们在编写备忘录和状态

更新时，往往过于冗长，而且技术层面的描

述过于细致。他表示，“他们实际上只是高

估了受众愿意在解读他们的信息上所花费的

时间。” 

随着安全主管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业务洽谈中，

当 CISO 的职责范围包括向所有利益相关者传

达组织的安全和隐私策略时，这可能会成为

真正的障碍。 

Jason 和他的团队采用直接反馈的方式，并

对他们的沟通方式进行指导。结果是，主

管们在表达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变得更加有

效，并且在分享更少的不必要的技术细节时

更有针对性，这也让商业利益相关者觉得耳

目一新。

我经常与主管们以书面形式进
行清楚准确的交流，确保他们
的信息准确传达。”

“



INTUIT

Netflix 对于与公司文化相关的创新并不陌生，

但 Jason 认为，他们可以从十多年的云合作

伙伴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Jason 喜欢引用 Amazon 的单线程领导方法。

那就是让合适的人专注做正确的事情，这样

他们就不会被多项计划分散注意力。随着业

务和技术环境的规模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

复杂，Netflix 模式可以从相同的专家与通才

思路中获益。

它创造了围绕产品创建的意图，并有助于做出

强有力的决策：如果您非常信任某产品，将

围绕该产品建立一个专项团队。 

AWS 和 Netflix 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反馈机

制。Amazon 的领导力原则是“敢于谏言，服

从大局”，即说出自己的观点是一种义务（不

仅仅是一种选择） - Jason 认为这有利于创造

包容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即使感到不舒

服，也有责任提出异议。” 

为了贯彻这一理念，Jason 告诉我们，Netflix 

通常依赖于共享文档的方法，即利益相关者可

以在空白处“畅所欲言”，为那些在会议中无

权发言的人提供直接的反馈方式。

Jason 通过与 
AWS 合作对领
导力有何了解？

AWS 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云合
作伙伴，还帮助我们加强了已
共享的一些文化协同效应。”

“

https://jobs.netflix.com/culture
https://www.amazon.jobs/principles
https://www.amazon.jobs/principles


结束语

使用 AWS 云转变您的业务方式。自动化
安全性和合规性任务以降低风险，从而帮
助您更快地进行创新并释放资源，专注于
培养未来安全业务领导者等重要领域。



AWS 安全与合规性网站

安全基础课程

AWS 科技对话  |  网络研讨会 YouTube 频道

AWS 认证

AWS 认证的安全专业认证

AWS 安全操作

了解更多 

带领您的团队

https://aws.amazon.com/security/
https://aws.amazon.com/training/course-descriptions/security-fundamentals/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events/monthlywebinarserie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nPlVzJI-ccQXlxjSvJmw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our-certifications/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security-specialty/
https://aws.amazon.com/training/course-descriptions/security-oper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