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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从商业到慈善
张一鸣的国际化尝试

� � 5 月第二周，字节跳动(今日
头条母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一
鸣向盖茨基金会 (即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 捐赠 1000 万美
元的消息突然成为热点。

《公益时报 》记者就此向盖
茨基金会求证，却发现张一鸣的
1000 万美元并没有捐赠给盖茨
基金会。 那么，张一鸣的 1000 万
美元究竟是捐到了哪里？ 为什么
会被说成是捐赠给了盖茨基金
会呢？

此前，并没有向国外进行过
大额捐赠的张一鸣又为什么要
在今年实施这一捐赠呢？

1000 万美元究竟捐给了谁

在互联网上爆出张一鸣捐
赠 1000 万美元的消息之前，张
一鸣、字节跳动、盖茨基金会均
没有就此对外进行官方发布。

唯一能查到的消息来源是
福布斯 5 月 11 日发布的一则消
息： 字节跳动创始人兼 CEO 张
一鸣，向盖茨基金会发起的项目

“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 捐赠了
1000 万美元，用于新冠肺炎治疗
药物研发。

这是否意味着张一鸣向盖
茨基金会捐赠了 1000 万美元
呢？ 并不能!

“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并
不是由盖茨基金会一家发起的，
而是由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
和万事达卡公司在今年 3 月共
同发起，三家合作伙伴承诺投入
1.25 亿美元的种子基金。

3 月 10 日， 盖茨基金会发
布的消息显示， 新冠肺炎治疗
加速器将由出资方联合运营，
充分利用各个机构和外部专家
的专长。

那么，张一鸣向“新冠肺炎
治疗加速器” 捐赠的 1000 万美
元究竟会捐到哪儿呢？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向盖
茨基金会求证，盖茨基金会工作
人员表示，张一鸣是向“盖茨慈
善伙伴”下设的抗击新冠肺炎公
益基金捐赠 1000 万美元， 用于
支持“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

值得注意的是，“盖茨慈善
伙伴”是一个在美国独立注册的
慈善机构，与盖茨基金会并不是
一回事。

成为盖茨慈善伙伴

那么，盖茨慈善伙伴是一个
什么样的机构呢？ 它和盖茨基金
会又是什么关系呢？

据盖茨慈善伙伴官网介绍，
盖茨慈善伙伴是一个公共慈善
机构，盖茨慈善伙伴收到的捐款
将根据盖茨基金会的规划目标
使用。

以新冠肺炎防疫为例，盖茨
基金会承诺向全球投入 2.5 亿美
元，另外 500 万美元用于支持西
雅图地区的工作。

盖茨慈善伙伴表示：“可以
通过向我们的抗击新冠肺炎公
益基金捐款来推进这项工作。 ”

张一鸣的 1000 万美元就是
捐到了盖茨慈善伙伴的抗击新
冠肺炎公益基金。

“您的捐款将迅速用于支持

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现有项目，在
这些项目中，额外的资金可以产
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盖茨慈善
伙伴在官网写道。

抗击新冠肺炎公益基金将
在四个关键领域开展工作：诊断
工具、治疗加速器、疫苗开发、保
护弱势群体。

与张一鸣作出同样选择支
持加速器的还有很多人。 3 月下
旬，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
伯格与其妻子成立的慈善机构
“陈·扎克伯格倡议”，宣布向“加
速器”捐赠 2500 万美元。 4 月上
旬， 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
尔创立的基金会宣布捐赠 2000
万美元。 5 月 1 日，著名歌手麦当
娜捐赠 100 万美元。

首笔境外大额捐赠

从公开信息来看，向盖茨慈
善伙伴捐赠的 1000 万美元，并
不是张一鸣唯一的大额捐赠，但
却是比较特殊的一笔捐赠。

2019 年，张一鸣在母校南开
大学设立“南开大学创新基金”，
作为创新基金发起人，张一鸣向
该基金捐赠 1 亿元。

今年疫情期间，张一鸣再次
做出大额捐赠。

2020 年 1 月 25 日， 字节跳
动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2
亿元，发起设立“医务人道救助
基金”， 面向抗击疫情的一线医
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

2 月 20 日，字节跳动宣布追
加捐赠 5000 万元， 基金总额提
高至 2.5 亿元。 2 月 27 日，“医务
人道救助基金”新增捐款 1.41 亿
元，其中包括张一鸣的个人捐赠
1 亿元。

从这一角度来看，向盖茨慈
善伙伴捐赠的 1000 万美元可以
视作对新冠肺炎防疫工作进行
支持从国内到国际的延续。

但值得关注的是，从公开披
露的信息来看，这是张一鸣目前
为止唯一一笔大额境外捐赠。 而
在此之前，张一鸣和盖茨、盖茨

基金会、盖茨慈善伙伴也几乎没
有同框出现的时候。

从参与境外疫情防控的角
度来看，这一选择与其他互联网
公司不一样。 马云和阿里巴巴、
腾讯等更多是采购防疫物资向
境外捐赠———更多是自己作为
主体实施项目，而不是加入别人
的项目。

字节跳动的国际化需求

与张一鸣的首次境外捐赠
相比，字节跳动的国际化则要早
一点，并且在今年开始提速。

3 月 12 日，字节跳动在 8 周
年之际， 宣布组织架构全面升
级。 张一鸣在全员信中表示：“作
为字节跳动全球 CEO，接下来我
会花更多时间精力在欧美和其
它市场。 ”

按照张一鸣在全员信中提
到的数据，字节跳动已经是一个
在 30 个国家，180 多个城市，有
超过 6 万名员工的公司。

4 月份 ， 分析平台 Sensor
Tower 报告称， 字节跳动国际化
的重要产品 TikTok 在全球范围
内的下载次数已超 20 亿次。 这
一表现可以说远超国内互联网
公司产品的国际化水平。

但问题同样存在，TikTok 需
要面对的各国的监管压力并不
小。 在印度、印尼、美国等多个国
家，TikTok 因儿童保护、 隐私保
护等问题受到调查。

“随着业务的变大，外部效
应也不断扩大，社会也对我们有
了更多期待。 ”张一鸣表示，“我
们在全球多个国家有业务有用
户，要更认真思考和外部世界的
关系，对外部世界的贡献”。

基于这一认识，张一鸣在全
员信中将“研究科技公司如何创
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列为自己从
公司日常运营中腾出精力来重
点关注的几个事情之一。

他表示：“科技公司如果能
不断提升认知改进方法，其杠杆
就会越来越大，头部公司在经济
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对人们生活
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受
到监管关注。 ”

“我会和更多的同事以及外
部交流，一方面更好地了解世界
当下的问题，一方面探讨如何在
公司内建立更好的机制去承担
更多社会责任。 ”张一鸣强调。

张一鸣早期曾说过“媒体是
要有价值观的， 它要教育人、输
出主张，这个我们不提倡。 因为
我们不是媒体，我们更关注信息
的吞吐量和信息的多元。 ”

两相对比， 改变如此之大，
但并不难理解———字节跳动的
业务增长和发展需求造成了这
样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出发，或
许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张一
鸣 1000 万美元的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