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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12 新闻

■ 本报记者 皮磊

2018 年 9 月 5 日， 主题为
“慈善让城市更美好” 的 2018 珠
海慈善发展论坛在珠海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论坛由珠海市慈善
总会、珠海市华发公益基金会主
办，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协
办，300 多名来自北京、 深圳、珠
海及港澳地区的慈善组织代表、
专家学者以及企业人士出席。

据悉，这是珠海首次举行大
规模、高规格的慈善论坛，旨在
唤起社会各界参与公益的热情，
推动珠海公益事业发展迈上全
新台阶。 论坛的举办，也是对珠
海大力促进文明建设，全面提升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认可。

聚焦慈善与城市发展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新

珠海、新经济、新生活”城市战略
的提出为宏观背景，与会嘉宾聚
焦湾区时代与慈善发展的主题
进行讨论，并纷纷表示，粤港澳
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实施，为城市
慈善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作为桥头堡的珠海，将继续
发挥自身优势，打造城市发展的
软实力。

据了解，珠海市当前有社会
组织 2391 家， 其中社会团体
1058 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 1307
家、基金会 10 家。 全市范围内，
被登记和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
会组织共 18 家， 认定为具备公
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有 2 家，
分别是珠海市红十字会和珠海
市慈善总会。 截至 2017 年底，珠
海市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
量高达 13.75 家，居全国前列。

激发慈善促进文化建设的
潜能

在论坛现场， 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缪
力、 基金会中心网执行副理事
长兼总裁程刚分别围绕“慈善
文化与城市发展的软实力 ”、
“中国基金会发展状况”做主题
报告。 随后的圆桌论坛则由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龄公
益慈善教育中心主任杨志伟主
持，五名嘉宾围绕“慈善如何助
力‘新珠海’城市发展”的议题
各抒己见。

“越文明的城市，应该越有
爱心。 一个宜居的城市是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能够融合。 ”北京师
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

学院校长吴清辉期待未来珠海
建立一种愉快的慈善文化。

此次论坛也是珠海慈善组
织的一次创新探索。 主办方珠
海市慈善总会与华发公益基金
会， 分别是传统慈善组织与新
兴慈善力量的代表， 两者通过
资源联合与经验共享， 在促进
珠海市文明建设和民生保障等
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 是珠海社会组织资源共享
的新起点， 也代表了未来慈善
事业的发展趋势。

据介绍，珠海市慈善总会是
珠海最早具备公募权的慈善组
织，成立 15 年来，广泛发动社会
力量成立了 80 多家慈善冠名基
金， 历年累计募集善款超过 3.3
亿元，荣获“中华慈善突出贡献
组织奖”、广东省“南粤慈善奖”

等荣誉。
作为珠海公益事业的新生

力量， 华发公益基金会是由华
发股份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发
起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成立
半年多以来就在文化教育、扶
贫济困、 助医助残等领域积极
贡献力量， 正成为珠海企业常
态化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新标
杆， 极大丰富和完善了珠海公
益生态链。

业内人士表示，珠海公益社
会组织的发展为城市文明的进
步助力，为城市增添了温馨的色
彩，并希望珠海慈善论坛能一直
延续下去，打造成珠海对内联合
本土组织、对外链接慈善资源的
窗口，为推动珠海“二次创业”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据《慈善公益报》）

2018 珠海慈善发展论坛召开
系该市首个高规格慈善论坛

9 月 10 日教师节当天，阿里
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发出题为
《教师节快乐》的公开信宣布，一
年后的阿里巴巴 20 周年之际，
即 2019 年 9 月 10 日， 他将不再
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届时由现
任集团 CEO 张勇接任。

这是马云深思熟虑、认真准备
了 10年的计划。 10年前，阿里巴
巴创建合伙人机制，来解决规模公
司的创新力问题、 领导人传承问
题、未来担当力问题和文化传承问
题，以制度和人、文化的完美结合，
让公司得以健康持续发展。马云在
信中说：“我们相信只有建立一套
制度，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化，培养
和锻炼出一大批人才的接班人体
系， 才能解开企业传承发展的难
题。为此，这十年来，我们从未停止
过努力和实践。 ”

正是在新型合伙人机制的基
础上， 阿里巴巴形成了以使命价
值观驱动的独特文化和良将如潮
的接班人体系。马云因此认为，阿
里巴巴已经“有足够的自信和能
力”迎接董事局主席的交接，这也
标志着阿里巴巴完成了从依靠个
人特质变成依靠组织机制、 依靠

人才文化的企业制度升级。
马云在信中说，要继续传承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个
伟大的使命， 就需要更多马云、
数代阿里人去为之奋斗，“我们
创建的新型合伙人机制，我们独
特的文化和良将如潮的人才梯
队，为公司传承打下坚实的制度
基础”。

将在一年后接任董事局主
席的张勇，被马云称为合伙人机
制下人材梯队中的“杰出商业领
袖”。马云认为，在担任 CEO 的 3
年多中， 张勇以卓越的商业才
华、坚定沉着的领导力、超级计
算机一般的逻辑和思考能力，带
领阿里取得了长远发展，实现连
续 13 个季度持续健康高速增
长，已经证明自己是中国最出色
的 CEO；更因为他的战略格局和
组织文化传承上的担当，阿里巴
巴的接力火炬交给他和他领导
的团队，是马云与阿里巴巴合伙
人群体现在最正确的决定。

这也是马云选择在教师节这
一天发出公开信的原因， 他以一
位老师的骄傲写道：“作为教师出
身的我，看到我们今天的团队、领

导群体、 以使命价值观驱动的独
特文化， 以及不断涌现出的一大
批以张勇为代表的杰出商业领袖
和专业人才，我深感自豪！ ”

马云并不是退休，他仍然是
阿里巴巴 000001 号员工与合伙
人。 正如信中所表示将“继续为
阿里巴巴合伙人组织机制做努
力和贡献”，毫无疑问，马云始终
是阿里巴巴经济体的凝聚者，始
终是阿里巴巴使命、愿景、价值
观最忠实的守护者和宣导者。

马云老师也并不会退休，他
同时还是乡村教师代言人、阿里
巴巴脱贫基金主席、马云公益基
金创始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
等职务，他在信中说：“我想回归
教育，做我热爱的事情会让我无
比兴奋和幸福。 ”教育、脱贫、环
保、公益，都是他长久以来已经
投身和将更加投入的事业。

全员信结尾部分的两句话
可视作马云此时的心情写照，对
自己，他说“世界那么大，趁我还
年轻”；对阿里巴巴，他说“阿里
从来不只属于马云，但马云会永
远属于阿里”。

教师节这天，马云公布筹谋 10年的传承计划

� � 阿里巴巴不是一个马云基于个人魅力领导的公司，而是有一套真正的“集体决策”机制，有一群有担
当、负责任的合伙人群体来治理的开放经济体

各位阿里巴巴的客户、 阿里人、
阿里巴巴的股东们：

今天是阿里巴巴 19 周年 。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大家宣布：
经董事会批准， 一年后的今天，
也就是 2019 年 9 月 10 日，阿里
巴巴 20 周年， 我将不再担任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阿
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将接任董
事局主席一职。 在 2019 年 9 月
10 日之后， 我将继续担任阿里
巴巴集团董事会成员，直至 2020
年阿里巴巴年度股东大会。

这是我深思熟虑、认真准备
了 10 年的计划。 这标志着阿里
巴巴完成了从依靠个人特质变
成依靠组织机制、依靠人才文化
的企业制度升级。

1999 年，和大家一起创办阿
里巴巴的时候，我们矢志建立一
家让中国和世界骄傲的公司，让
公司能够持久发展 102 年。 我们
知道谁都不可能陪伴公司 102
年 ， 我们相信只有建立一套制
度 ，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化 ，培养
和锻炼出一大批人才的接班人
体系，才能解开企业传承发展的
难题。 为此，这十年来，我们从未
停止过努力和实践。

我受的教育让我成为一名

教师，能够走到今天我非常幸运。
为公司未来负责也为自己负责，
应该让公司里更年轻、更有能力
和才华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继
续传承“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个伟大的使命。 我们帮助全世
界的中小企业、年轻人、妇女发展
的使命和愿景让我们激动不已，
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福
报和责任，真正相信并实现这样
的使命就需要更多马云、数代阿
里人去为之奋斗。

我们创建的合伙人机制创
造性地解决了规模公司的创新
力问题 、领导人传承问题 、未来
担当力问题和文化传承问题。 我
深信，今天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
和阿里巴巴所捍卫的文化，假以
时日， 将会越来越赢得客户、员
工和股东的支持和拥护。

关于我自己未来的发展，我
还有很多美好的梦想。 除了继续
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和为合伙
人组织机制做努力和贡献外，我
想回归教育，做我热爱的事情会
让我无比兴奋和幸福。 我可以向
大家承诺的是，阿里从来不只属
于马云，但马云会永远属于阿里。

马云
2018 年 9 月 10 日

以下为公开信节选：

� � 马云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教师是他最喜欢的职业。 未来，他也将
更多地回归他这一身份（本版图片由阿里巴巴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