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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前
夕，在亚马逊中国与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北大国发
院）联合发起的“2017 女性领导
力与幸福感论坛”上，亚马逊全
球副总裁暨亚马逊中国总裁张
文翊表示：“支持女性职业发展
对企业而言不只是一件‘政治正
确’、 不得不为之的事情， 事实
上，女性及多元文化可以激发企
业的创新力和活力，为企业带来
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

这一观点引发了现场关于
女性如何自我认识、挖掘自身优
势、实现成长的热烈讨论。 作为
《财富》中文版 2016 年“中国最
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单的两
位入选者，张文翊与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同台，
与国家首批认证心理咨询师张
捷一起，为职场女性的自我发展
和成长支招，鼓励职场女性要不
惧改变，在挑战中成长，绽放人
生之美。

互联网时代兼容并蓄的特
点更需要多元文化和多元思维。
张文翊认为，女性与多元文化可
以带来新鲜的视角以及独特的
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易挖掘和满
足客户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有益
于企业不断打破固有的思维，推
陈出新；女性更善于倾听并在团
队间搭建桥梁，有助于构建积极
学习和创新的团队氛围。 此外，
女性的加入还可以提升团队的
集体智慧，从而更好地推动团队
的整体表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
益，亚马逊正是这一理念的受益
者。 近日在美国商业杂志《Fast

Company》评选的“2017 全球最
具创新力公司”榜单中，亚马逊
力压群雄、荣膺榜首。

在亚马逊中国， 经理及以
上级别的女性比例已经超过
50%， 居亚马逊全球首位。“我
们相信多元文化可以帮助我们
寻求和思考不同的观点， 更精
准地洞悉客户需求， 从而做出
更好的决策和创新。 ”张文翊表
示。 Kindle Paperwhite 白色款
的推出是一个从女性视角出
发，服务女性用户的例子。 它也
是基于中国女性消费群体对于
颜色的个性化需求而量身打造

的中国本土创新， 之后被推广
到全球更多的市场。 亚马逊的
女性及多元文化帮助亚马逊更
好地践行“顾客至尚”的原则，
为更好地服务客户提供了强劲
助力。

多年来，亚马逊一直致力于
推动女性员工的职业发展，在内
部构建多元化的团队文化。 在亚
马逊中国，每年都会发起多场女
性领导力对话，推出女性职业导
师计划，帮助女性员工解决职业
发展中的困惑。 亚马逊还设立了
女性工程师委员会，关注女性工
程师的成长，定期追踪她们的职

业发展满意度，为她们共享全球
职业发展的机会。

作为一名由工程师成长起
来的女性领导者，张文翊二十多
年的职场经历曾屡次尝试不同
岗位，不断“归零”之后再度突
破，成为女性不惧改变，勇于挑
战的最好例证。 在论坛上，张文
翊还基于自身的职业发展经历，
分享了塑造女性领导力和幸福
感的黄金法则。

陈春花教授在演讲中表示：
“领导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一个
自我造就的过程，这一点无论对
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如此。 要成为

一个好的领导者，最重要的是学
会沉淀和独处， 真正地思考、学
习和判断， 并付诸努力和行动。
一个真正的领导者，能够在实现
自我发展的同时，将使命、愿景
和人紧密相关起来，这也是他们
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

张捷则从心理学的角度进
行分析并指出，对女性和男性而
言， 无论处于哪个生命发展阶
段，首先需要确立自身价值观和
人生愿景， 并逐步实现自我觉
察，了解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
实现丰盛的生活状态。

（管乐欣）

亚马逊中国总裁张文翊：

女性及多元文化是企业创新的驱动力之一

亚马逊中国总裁张文翊（左二）、北大国发院陈春花教授（右二）和心理咨询师张捷（右一）同台探讨女性发展问题

近日， 河南多氟多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华思源工程扶
贫基金会捐赠 500 万元成立新
能源公益基金（以下简称“思
源·新能源公益基金”）。 该基金
主要通过扶持新能源材料及产
品的研发、 培养新能源领域专
业人才等公益项目， 促进新能
源产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改
善和保护环境，促进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思源工
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陈昌智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希
望社会各界爱心企业“既要绿
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一方
面不断开拓创新， 推动产业转
型和升级，将企业做大做强，另
一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
护生态环境，参与脱贫攻坚战，
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扶贫开
发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能源产业是关乎国家能
源安全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发展新能源产业不仅是民心、民
生工程，也是国家战略工程。 多
年来，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多氟多”）坚持“用
‘氟’造福人类、用‘锂’驱动未
来、用‘硅’温暖世界”的发展宗
旨，始终把发展经济、报效祖国、
惠及民生作为当代企业应有的
品格和追求，不但成为了世界上
规模最大、质量工艺领先的无机
氟化工企业，而且形成了以新材
料体系为支撑、以新能源汽车为
引领、以电动汽车动力总成为核
心技术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说：
“十几年来，‘多氟多’ 除了积极
推动技术创新外， 而且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 累计捐赠近千万
元参与慈善事业。 在创新时代、
智能时代，‘多氟多’愿意承担更
多的社会责任，将以设立‘思源·
新能源公益基金’为契机，将慈
善事业与新能源产业报国梦相
结合，感动、带动、帮扶更多的人
投身到报效祖国的新能源公益

事业中来。 ”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晓林表示，中
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成立十年
来， 始终注重能源产业与公益慈
善事业相结合，“‘多氟多’捐资设
立的‘思源·新能源公益基金’，是
本会致力于环境保护和能源公益
事业的新起点， 通过一系列公益
项目的实施， 帮助更多的人使用
或参与新能源公益事业。 ”

据了解，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是
在氟、锂、硅三个元素的细分领
域进行化学和能源研究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布局无机
氟化物、含氟电子化学品、锂电
池、电动汽车四大领域。多年来，
其在慈善事业中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除本次捐赠 500 万元设立

“思源·新能源公益基金” 外，还
在精准扶贫、鼓励青年创业、为
慈善机构捐款捐物、扶贫助学、
抗震救灾、救孤助残、爱心敬老、
组织无偿献血、组织造血干细胞
捐献等社会公益事业中累计捐
赠金额达 400 多万元。 （徐辉）

2017 年 3 月 1 日，北京三一
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三一基
金会”）旗舰型项目 3ESPACE 在
北京召开 2017 年战略升级发布
会暨新址启动仪式， 宣布将基于
3ESPACE 社群、孵化、资助三个
业务模块构建一个全方位、 全链
条的“创新有效公益行动支持生
态”。 未来，3ESPACE 将从务实、
科学、敏捷、有效的价值观出发，
致力于引领中国公益支持体系的
新标准和新水平。

3ESPACE 此次重大业务升
级中针对不同阶段的公益行动
者打造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支
持体系。 社群业务层面，对于开
始关注公益、 需要找到同道中
人、需要成长和连接的未来行动
者，3ESPACE 将打造一个共同成
长和探索创新有效公益的行动
者社区，为未来社会领域的创新
培育适宜成长的土壤；孵化业务
层面，3ESPACE 致力于通过深度
陪伴优质公益初创团队共同验
证项目方案的有效性，为项目提
供成长所需资源与试错机会，从
而让公益行动走得更稳更远；资

助业务层面，“E 掘行动” 经过近
一年的探索，将依然不对申请项
目作出领域、议题和注册形式的
限制，着重支持已经完成模式验
证、未来有潜力去推动社会问题
高效解决的公益行动标杆。

此次发布会上，3ESPACE 宣
布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将推出
更加强调“真实改变”的战略与
业务升级，在帮助创新公益行动
者获得有效支持的同时，融入三
一基金会对于“科学公益”的思
考，引导创新公益行动者走向更
加求真务实、科学高效的方向。

2017 年，3ESPACE 将继续
寻找务实睿智、敏捷高效的创新
公益行动者，通过提供专业公益
行动者的学习与社交氛围，鼓励
跨界的思维碰撞与资源合作，也
呼吁开放包容、互助合作的共同
成长。3ESPACE 也将为创新公益
行动者的成长路径规划全面且
体系化的能力建设，致力于让专
业公益行动者在稳步成长的状
态中，强化可持续、可自我造血、
可传播影响力的能力。

（张慧婧）

多氟多捐赠 500万元
设立“思源·新能源公益基金”

三一基金会 3ESPACE项目战略升级
为真实改变创造全链条支持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