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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节为困境女性加油

阿里巴巴首届魔豆妈妈创业大赛启动

2018 年 3 月 7 日，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国际野生物贸
易研究组织（TRAFFIC）在美国
旧金山宣布携手百度、 阿里巴
巴、腾讯及 eBay、谷歌、微软等全
球领先的电子商务、科技和社交
媒体公司，利用网络平台和移动
端应用 App， 共同打击网络野生
动植物的非法交易。

来自北美、亚洲、欧洲和非
洲的 21 家互联网公司齐聚一
堂，宣布成立第一个“打击网络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全球联
盟”。 作为联盟成员，各大科技公
司承诺将齐心合力，到 2020 年，
争取将其线上平台出现的非法
野生物交易减少 80%。 各公司将
与 TRAFFIC、WWF 及 其 他
NGO 组织通力合作， 研究并执

行相应的政策来有效遏制网络
野生物非法贸易。

野生物犯罪， 是通过盗猎、
非法运输和贩卖濒危物种及其
制品，危害物种生存和破坏自然
资源。 根据 TRAFFIC 近年对一
些网络平台的监测结果，由于各
国普遍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及有
效执行，导致相关非法交易广告
从一个网站上删除后又很快出
现在其它网络平台。 互联网公司
成立联盟旨在联手打造一个让
非法野生物贩卖者无处可逃的
互联网新环境。

谷歌全球产品信任与安全
政策高级主管 David Graff 说：

“谷歌作为联盟成员非常乐意协
同其它企业和 WWF 合作，共同
致力于打击网络野生动植物的

非法交易，保护濒危物种。 ”
象牙、犀角雕刻品、穿山甲

片等濒危物种制品或者老虎、猎
豹幼崽等活体动物的在线交易
不但违反了网站的相关规定而
且也触犯了法律。 然而，便捷的
网络通讯，可匿名发布信息以及
快速的运输，这些都使得非法野
生物交易者可轻易完成出售、购
买以及运输等环节。 在全球范围
内，传统的野生物贸易实体市场
日渐萎缩，越来越多的交易商和
消费者转移到线上平台，因此确
保非法野生物交易者无法利用
社交媒体和在线交易平台的漏
洞而躲避监察至关重要。

腾讯公司作为联盟成员，对
于利用旗下平台进行非法野生
动物贸易的行为始终零容忍。 腾

讯安全管理部高级经理舒梦莹
介绍，腾讯通过“企鹅爱地球”项
目，在微信平台建立了对非法野
生动物贸易行为举报的直接入
口；在 QQ 中上线的“违法野生
物及制品”举报标签，在全球即
时通讯产品中也是个创新和尝
试。 腾讯还通过丰富的用户教
育，鼓励更多用户参与和支持网
络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

“TRAFFIC 和 WWF 支持
中国互联网公司通过此全球互
联网联盟分享先进经验，共同付
诸努力解决野生物网络犯罪这
一世界性的问题。 ”TRAFFIC 中
国办公室主任兼 WWF 中国野
生物贸易项目总监周非表示，
“我们高兴地看到， 该联盟的成
立是继去年 11 月 BAT 在北京

发起成立‘打击网络野生动植物
非法贸易中国互联网企业联盟’
后的又一个重大举措。 ”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CITES 公约），非
法野生物的年贸易额高达 200
亿美元。每年约有超过 20,000 头
非洲象因象牙被猎杀，每天仅在
南非就有 3 头犀牛因犀牛角被
盗猎。 无数物种受到非法贸易的
威胁，而网络交易更是加剧了这
种情况，且大部分消费者还没意
识到他们的购买行为会对野生
物种群造成威胁，甚至间接资助
了有组织犯罪行为。 为此，联盟
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保证人类和
犀牛、大象及其他成千上万的物
种和谐共处的重要一步。

（高文兴）

全球领先互联网公司合力打击网络非法野生物贸易

2018 年妇女节当天，众多来
自全国各地的困境女性创业者
齐聚杭州梦想小镇。 作为阿里巴
巴集团女性脱贫重要行动之一，
首届魔豆妈妈创业大赛正式启
动， 为困境女性脱贫提供平台、
资金、培训等全方位支持。

在启动发布会上，10 位在逆
境中自强不息、创业有成的女性
成为“女性脱贫典范”。 她们分享
了自己的创业经验和人生感悟，
鼓励广大困境女性努力活出“最
好的自己”。

张若平代表国务院妇儿工
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卫国向
本次活动致辞：“对贫困家庭来
说，女性显得更为弱势，但女性
的作用又至关重要，只有让贫困
女性自立自强，才能从根本上改
变生活的处境。 阿里巴巴集团这
一精准选择，也是利用自身优势
资源，对精准扶贫的一大创新。 ”

本次启动的首届魔豆妈妈
创业大赛已开始接受报名，大赛
面向身处或曾经身处困难境况，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项目帮扶改
变生活现状的女性群体，个体创

业项目和微型创业项目都可以
参与，电商创业相关项目优先。

每省评出的 10 强魔豆妈妈
和线上报名由魔豆妈妈项目评
审小姐评出的 5~10 位优秀魔豆
妈妈都将获得相应的奖金，而最
终胜出的全国 20 强魔豆妈妈，
每人除了 3 万元奖金之外，还将
获得 20 万元无息创业生计金贷
款、企业家导师资源及木兰学院
北大创业班 1 年的免费培训。

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阿里
巴巴脱贫基金副主席彭蕾在发
布会上表示：“在过去的十多年
中，阿里巴巴集团始终在探索如
何利用新技术、新平台为更多女
性赋能。 我们将充分发挥阿里巴
巴的平台能力，并发动我们的生
态伙伴，以提升女性创就业能力
为切入点，梳理我们过去在农村
淘宝、魔豆妈妈等项目中累积的
丰富经验，针对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的女性群体，建立起更
完善的脱贫工作模式，从意识唤
醒到技能培训，从金融支持到销
售帮扶，通过贫困地区女性人才
的赋能来实现真正脱贫。 这一次

魔豆妈妈的创业大赛，在我们看
来是一次升级再出发，在女性脱
贫上又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

此外，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大
学正式成立魔豆妈妈电商学院，
通过特色课程打造、专属师资建
设、线上学习系统，体系化帮扶，
定制逆境女性的专属学习方案，
并将联合贵州 9 个地市 88 个县
设立困难妈妈电商创业帮扶中
心，通过线上线下共计帮扶 5000
名困难妈妈实现电商创就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总
监王瑞合表示：“作为一个互联
网行业的女性从业者， 这些年，
我很欣慰看到女性的这种力量
与 互 联 网 的 发 展 产 生 了 共
鸣———互联网为女性赋能，女性
则让技术和产品更有智慧、更有
温度。 ”

女性脱贫是阿里巴巴脱贫
基金的工作方向之一。 作为阿里
巴巴的战略性业务，2017 年 12

月 1 日，阿里巴巴宣布成立脱贫
基金，在未来 5 年投入 100 亿元。

“魔豆妈妈” 电商创就业扶
持工程是阿里巴巴发起的一项
旨在帮助自强自立的困难妈妈
改变命运的电商创就业工程，十
多年来在湖北、 河北、 四川、陕
西、大连、湖南、天津、浙江、黑龙
江等 10 个省市开展 ， 共扶持
5100 多位魔豆妈妈，累计带动创
就业人员 25000 人。

2005 年，身患绝症的母亲周
丽红，努力经营着一家名为“魔
豆宝宝小屋”的淘宝店铺，维持
自己和年幼女儿（女儿小名魔
豆）有尊严的生活。 在她与病痛
斗争的同时， 无数网友爱心接
力，帮助这位“魔豆妈妈”和她的

“魔豆宝宝” 度过了最艰难的岁
月。 2006 年周丽红离开了，但她
的精神至今仍然感动着无数的
人。 阿里巴巴因此启动了“魔豆
妈妈”公益项目，深入系统地为
逆境妈妈赋能，让她们通过淘宝
开店、云客服、手工电商等方式
实现居家就业，重拾对生活的信
心。 （王会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