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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论坛休息室内，马
云同黑石主席史蒂芬·施瓦茨
曼(Stephen Schwarzman)进行短
暂聊天， 内容主要涉及慈善和
教育。

私募股权巨头史蒂芬·施
瓦茨曼， 在很多与中国有利益
关系的美国大公司帮助下，正
在为鼓励去中国留学， 设立一
项 3 亿美元的奖学金， 他希望
这项奖学金能在声望和影响上
和罗兹奖学金相提并论。

2013 年时，史蒂芬·施瓦茨
曼称，他本人捐赠 1 亿美元，赞
助商捐赠 1 亿美元， 剩余再筹
集 1 亿美元， 共计 3 亿美元来
设立奖学金。 项目 2016 年正式
启动，每年全额资助全球的 200
名学生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年，

“通过培养未来的领导人，增进
中国和西方的相互尊重”。

施瓦茨曼曾表示， 他的目
的是通过培养世界未来的领
袖，来缓和这种紧张关系。 但他
在该项目中的作用， 也会提高

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 能让他
和他的私募股权基金公司黑石
集团有更多接近中国领导人的
机会。

很多捐款方都在中国有着
庞大的商业联系， 并经常需要
和政府监管机构及国企打交
道， 他们都对外资企业的活动
有广泛的影响。 捐款机构包括，
积极在世界上的第二大飞机市
场中国推销客机的波音公司，及
在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推销运
土设备的卡特彼勒公司。它们中
还有向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提
供金融服务的摩根大通银行、美
洲银行及瑞士信贷银行。 纽约
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的私
人基金也是捐款方之一。 布隆
伯格的媒体公司正努力向国有
银行租赁更多的信息和数据终
端。

该奖学金的顾问委员会成
员都是些著名的投资人、外交家
及其他有影响的人物，其中一些
人还和中国有政治或经济上的

联系。 他们包括三位前国务卿，
康多莉扎·赖斯、 科林·鲍威尔和
亨利·基辛格；两位前财长，罗伯
特·鲁宾和亨利·保尔森； 还有若
干名大学校长和文化名人， 包括
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 法国前总
统尼古拉·萨尔科齐；以及三个国
家的前总理， 英国的托尼·布莱
尔，澳大利亚的凯文·拉德和加拿
大的布莱恩·马尔罗尼。

施瓦茨曼曾在一个视频采
访中说：“我们的立意是用一种跨
代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我深
感欣慰有能力用这些资源来帮助
改变未来的领导人， 影响他们的
国家及中国的命运。 ”

他说， 该项目计划在未来
50 年里招收一万名学生， 建立
一个国际网络， 来弥合中国和
西方的分歧。 其中 45%的学生
来自于美国，20%来自中国，还
有 35%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
欧洲、拉丁美洲及亚洲各国。 以
后可能还要包括非洲学生。

（据《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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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月 23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同世界名嘴查理·罗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举行了一场对话。 门票在
一秒钟内即被抢光，成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所有对话中最抢手的一场。 此次对话主题为“对话马云———洞察力新观念”。
马云作为业界领袖分享了他对电子商务未来发展的看法，听众云集全球知名的政界、商界大佬，不少人惊呼：副总裁级别
的都要站着听了！

其实，马云谈论的话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商业及互联网，更重要的是企业社会责任与慈善的相关话题。《公益时报》在此
做了整理，看看马云在达沃斯都说了些什么？

马云在达沃斯谈公益
“第一次认识了企业公民”

7 年时间不算短， 上次我在
达沃斯还是 2008 年。 其实我首
次参加达沃斯是在 2001，作为全
球青年领袖。 当时我从未听说过
达沃斯。 我来的时候，到了瑞士
之后，却发现许多年轻人在示威
抗议， 看上去很可怕的景象，我
就问他们为什么要示威，他们回
答说 “反全球化”。 当时我就纳
闷：“为什么呢，全球化是多好的
事啊，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全球
化？ ”随后我们又花了两个小时
来到这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
警察 ，一路经过各种检查 ，我当
时想：“天哪，这到底是来参加论
坛，还是来探监啊？ ”

但当我参加完全球青年领
袖论坛之后， 我觉得特别激动。
我听到了许多全新的观点，在大
概三四年时间里，这是我第一次
认识到了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
企业公民、什么是社会责任。 所
有这些都是全新的观点，听到无
数的领军人物，他们讲了什么是
责任，这使我受益匪浅。 2008 年
和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去认真工作，
因为光靠谈话，我们永远无法赢
得世界。 因此我回去潜心工作 7
年 ，现在我回来了 ，我觉得可以
有所回报。 我可以跟现在的全球
青年领袖谈谈，谈谈我们过去的
经历。

“阿里巴巴要创建信任”

因为我们做的是互联网生
意，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那
么如果没有相互的信任，又怎么
能在网上做生意？ 对电子商务来
说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我首次
去美国融资的时候，我跟风险投
资者说， 许多人就说：“马云，你
这个不行，在中国做生意靠的是
关系，网上怎么做生意？ ”我也知
道， 没有资信信用和信用体系，
生意不可能做成。

因此在过去的 14 年 ， 我们
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为了建设
信用体系，信用记录系统。 我今
天是如此自豪，因为在当今中国
乃至世界，人们之间并不相互信
任，政府、个人、媒体都不相互信
任， 觉得对方是不是在诈骗，但
在我们的平台上每天有 6000 万
笔交易达成。 人们之间相互不认
识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我可以
给你发货， 虽然你不认识我，但
你给我汇钱。 我不认识你，我却
可以把这个包裹寄给你，我不认
识他，但他却可以将货品运往大

洋彼岸世界各地， 这就是信任。
每天至少有 6000 万次的信任发
生在我们平台。

“帮农民工买票回家”

通常来说，如果政府找到我
让我做事 ，我会说不 ，但我会推
荐他们去找可能会感兴趣的朋
友。 但如果他们坚持要我做，那
我可能会接下来 ， 但我不会收
钱，这样下次他们可能不会再来
找我。

但最近我们为某些政府部
门做了些事。 比如每年春节的时
候 ，火车票总是很难购买 ，成千
上万的农民工要回家过年，但当
他们想在网上购票时，购票系统
总是崩溃，5 年来都是如此。因此
我就跟我的年轻人说，去帮帮他
们吧 ，但千万不要收钱 ，因为我
不想看到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
因为买不到票而无法回家。 这不
是盈利的项目，其实这也不是为
政府 。 这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民
工，让他们不用在寒冷的冬夜去
火车站排队，他们可以通过自己
的手机购买车票。

“帮助全球中小企业发展”

我们的名字是阿里巴巴 ，我
们是一家互联网企业，恰好来自
中国。我们的创业精神与全球各
地的著名企业家毫无差别。我还
记得创建阿里巴巴那天起 ，我
们 的 宗 旨 就 是 要 帮 助 中 小 企
业 。 如今上百万的中小企业在
我们的平台上销售产品 ， 有超
过 3 亿消费者在我们的平台上
购物，享受低廉的价格和迅捷的
服务。

因此我就在想，我们什么时
候能帮到全球的中小企业？ 如果
我们能帮助挪威的企业把产品
卖到阿根廷，而阿根廷的消费者
可以在网上购买来自瑞士的产
品 。 我 的 设 想 就 是 类 似 电 子
WTO(eWTO)，可能这样的说法
不太准确，在上个世纪，WTO 发
挥了很重大的作用，让许多大企
业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如今，
互联网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将产
品卖到五湖四海。

我觉得我们可以为 20 亿消
费者提供服务，我们也可以为中
国之外的 1000 万家企业提供服
务。 你知道，我们帮助美国华盛
顿州的农民，去年卖了 300 吨的
樱桃到了中国。 有一次美国大使
跟我说：“马云，你能不能帮我们
卖点樱桃？ ”樱桃？水果。我就说，
行啊，为啥不行。 当我们开始推
销美国樱桃的时候，樱桃还都在

树上。 所以我们开始推广网上预
订，约 8 万名中国消费者预订了
美国樱桃， 等到樱桃成熟 48 小
时内美国樱桃就运到了中国。

中国的消费者是如此开心 ，
当然我们也接到了投诉，说为什
么只有那么点，为什么不能多卖
点。 2 个月前，我们又卖了 200 吨
坚果，我们还卖过阿拉斯加的海
鲜，因此如果我们能卖樱桃和海
鲜，我们为何不能帮助美国和欧
洲的中小企业卖东西给中国消
费者呢？ 中国消费者也有需求。
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有 20 亿的

消费者，我们要考虑如何帮助他
们买到全球各地的东西。

“尊重女性员工”

多年以前 ， 我想要改变世
界 ，但现在 ，我觉得想要改变世
界，必须要改变自己。 自身改变
更加重要，也比改变世界更加简
单。 其次，我想要让世界变得更
好，改变世界或许是奥巴马的任
务，我的任务是让我的团队感到
愉快 ，如果我的团队愉快 ，那么
他们就会去让我们的客户感到

愉快 ， 我们的客户都是中小企
业，客户开心，我们当然也开心。

说到阿里巴巴成功的秘诀之
一，就是我们有许多的女性员工。
大概在上市之前的两三个月，有
个美国记者来到阿里巴巴， 他问
我 ：“马云 ， 阿里巴巴有多少女
性？ ”我说：“怎么啦，为什么问这
个？ ”后来我查了之后才知道，在
我们的员工中，女性占了 47%，其
实真正的比例应该是 51%， 因为
之前我们收购了一些企业， 而这
些企业中的男性员工较多，所以
拉低了女性员工比例。 管理层中
33%都是女性。 在最高层的管理
的人员中大概有 24%的女性。 首
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等高管职
位都有女性担任，跟她们共事非
常舒服。

在这个世界，如果要想取得
成功，那就必须让其他人变得更
加有力， 要鼓舞其他人的成长，
如果让其他人比你更成功，那你
自己也可以取得成功。 我觉得女
性对其他人的关注往往会超过
对其自己的关注，她们总是更关
心子女、丈夫和父母。 这方面女
性要超过男性，同时在待人接物
方面也更加友好。

（闫冰/整理）

黑石主席史蒂芬·施瓦茨曼：
3亿元奖学金增加中西方互动

� � 达沃斯论坛休息室内 ， 马云同黑石主席史蒂芬·施瓦茨曼
(Stephen Schwarzman)畅谈慈善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