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投资者：

当您打开这份上市招股书时，您

也许在考虑投资我们，参与我们未来

发展的旅程。我希望能在这封短短的

信里与您分享一些我们对未来的信念

和看法，以便您作出最终的选择。

我们基于生态系统的商业模式

阿里巴巴是一家真正相信并践行

使命驱动的公司。与其他高科技公司

有所不同，我们不是一家拓展技术边

界的科技公司， 而是一家通过持续推

动技术进步，不断拓展商业边界的企

业。我们不是靠某几项技术创新，或者

几个神奇创始人造就的公司，而是一

个由成千上万相信未来，相信互联网

能让商业社会更公平、更开放、更透明

的参与者们，共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热情建立起来的一个生态系

统———正如今天你们所看到的。

阿里巴巴的使命决定了公司不会

成为一家商业帝国。我们坚信只有打

造一个开放、协同、繁荣的商业生态系

统，令生态系统的成员有能力充分参

与其中，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到我们的

客户，也就是小微企业和消费者。作为

这一生态系统的运营者和服务者，我

们倾注了我们所有的心血、时间和精

力，用以保障和推动这个生态系统系

统及其参与者更加蓬勃发展。我们取

得成功的唯一方法是让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合作伙伴成功。

假如您购买了我们的股票， 您也

会成为我们生态系统里的一部分。在

全力保障您的利益的同时， 我们也会

希望并请您和我们一起努力确保生态

系统更加持久健康的发展。

我们解决问题的优先级

我在很多场合上指出， 阿里巴巴

信奉“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的经营管理思想。 很多投资者初次听

见这个观点可能很难理解。

我在这里向您表明： 阿里巴巴只

有坚持“客户第一”，为客户创造持久

的价值才可能为股东创造价值。 在新

经济时代， 让客户满意的最主要因素

是公司员工，没有富有才华的员工，给

客户创造价值就是一句空话。 没有满

意的员工队伍就不可能有满意的客

户，也绝对不可能有满意的股东。

我们非常尊重和感恩投资者用自

己的钱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我们

的投资者不仅仅能获得财务上的回

报， 更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完善社会的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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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时间证明， 我们的

投资者包括软银， 雅虎任何一家长期

投资者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并且参

与了阿里巴巴为社会增加就业、 鼓励

创新、促进公平竞争、推动社会经济增

长模式转变的过程。

我在这里还会强调公司不会根据

我们收入和利润的短期波动而做决

定。 我们的战略决策会完全彻底贯彻

执行使命驱动的长期发展规划。 一切

人才，资本，技术、资源的运用将会用

来保障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

发展。 我们渴望的是长期的投资者而

不是短期股票炒作者。

我们的治理机制

为了确保公司长期健康的发展，

确保客户，员工，投资者和各方参与者

的长期利益， 阿里巴巴做任何决定都

需基于共识、协作和承担责任的原则，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正是这种运营思

想的体现。我们相信，这样跨领域合作

的机制能促进管理者们去除官僚主义

和等级制度，实现团队协作，从而更好

地提升公司业务。 要运营好一个阿里

巴巴这样的生态系统绝对不能依靠一

两个创始人或管理层， 我们必须借助

一个机制并选拔更多出类拔萃并有共

同信念的人。 合伙人保障的不是合伙

人的利益， 而是要用一套制度来保障

我们的使命感，价值观和文化。

为了建立一个健康、 可持续增长

的商业生态系统， 我们的公司章程授

权阿里巴巴合伙人在公司战略方向和

文化上有很强的发言权。 我们用长时

间的思考和实践，强烈的责任感，来建

立和完善这个架构， 我们对合伙人的

选择异常谨慎。 我希望各位能在招股

说明书中仔细阅读关于阿里巴巴合伙

人制度的描述， 以了解更多关于我们

对这个公司治理结构的独特性以及在

其背后我们关于管理的建设性思考。

各位尊敬的投资者， 阿里巴巴上

市以后， 我们每年的年报里都会有这

么一封由我们合伙人轮流写的信和大

家进行沟通汇报。 再次感谢您考虑投

资参与阿里巴巴的发展。 我和同事们

向大家保证， 我们一定会全心全意的

服务好阿里巴巴生态系统， 以及系统

内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利益。（本文为马

云致投资者的公开信，有删节）

阿里巴巴再次更新招股书， 表明

这一全球最大

IPO

正式进入了倒计

时。对于阿里巴巴来说，有一个有意思

的问题， 很有必要向华尔街做一番回

答：那就是何为“股东第三”？

马云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阿里巴巴信奉的是“客户第一，员工第

二，股东第三”的经营管理思想，而这

个口号显然不是华尔街乐意听到的。

因为在资本的眼中， 作为一家公众公

司，当然是首先需要对你的投资人、对

你的股东负责，而非客户和员工。

在致投资人的一封信中， 马云首

次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全面的回答：首

先， 这三者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统一

的， 为客户创造持久价值才有可能为

股东创造价值； 而要为客户创造持久

的价值，令客户满意，又有赖于员工，

没有满意的员工队伍就不可能有满意

的客户，三者利益相辅相成。

但是，马云依旧强调，公司不会根

据收入和利润的短期波动而做决定，

一切人才、资本、技术、资源的运用将

会用来保障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长期

健康发展，对应到投资人身上，也就是

说阿里期待的投资者是长期投资者，

而非短期股票炒作者。这里，马云还不

忘搬出雅虎软银， 借此证明长期投资

者确实能从阿里巴巴身上获得极为丰

厚的回报。

股东第三， 却并不意味着股东遭

殃，这是马云想要表达的核心。

在互联网界， 一个被广泛认可的

观点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如果说开始

以资本诉求为第一导向， 那往往就表

示它开始走向平庸了。 因为这个行业

迭代的速度太快， 它需要更强的创新

力和变革力， 而这些往往是需要付出

代价的。

所以不难发现， 大多数成功的互

联网企业都在初期找不到确定的盈利

模式，而是先满足客户需求，并将此做

到极致，然后才演化出商业模式。如果

一开始就陷入对于利润的追逐， 去满

足资本的需求， 那么反而难以笑到最

后， 其背后的资本也难以获得令人满

意的回报。扩展开来说，即使走过初创

期，这条金律也未必就作废了，即使大

如

BAT

（百度阿里和腾讯），也在移动

互联网和云计算崛起后， 面临着二度

创业的艰辛。正因为如此，股东第三的

口号虽然乍一听来难以令资本市场接

受，但细究一番，却未必不是华尔街喜

欢的口味。

越是成熟的资本市场， 越是注重

价值投资。在全球市场，美国对于互联

网公司的接受度是最高的， 甚至是连

续

8

年亏损的亚马逊也能一直受到股

民的拥戴。如果说，以资本诉求、以短

期利润为首要依归， 那亚马逊这样的

公司断然难以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存

活，遑论被追捧。再比如谷歌，市值超

过千亿美元，现金流充裕，却常年采取

不分红策略， 因为它需要把资金投入

到后续发展中，在谷歌看来，分红反而

是说明公司的现金缺乏投资渠道，业

务增长到了顶部。

而在马云看来， 最为重要的是让

阿里巴巴的生态系统长期健康发展，

因为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和立身之本

就在于让生态系统里的客户和伙伴们

得到收益。如果说，因为这个长期目标

要牺牲短期利益，做前期投入，那么阿

里巴巴宁愿遵从长期利益， 就好像云

计算这样，持续投入

5

年，却至今不是

阿里的利润主体。 这样的思路不仅跟

亚马逊、谷歌不谋而合，也应该是所有

具备远大抱负的企业共同的策略。

亚马逊和谷歌的例子， 充分说明

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成熟性， 也给马云

的理想主义提供了底气。 这可能也是

在港交所态度松动后， 阿里巴巴依然

坚定选择美国上市的一个原因吧。

（本文转引自中国企业家网《看公

司》栏目，该专栏作者为《中国企业家》

杂志社的一线记者编辑。 中国企业家

网

www.iceo.com.cn

）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 省钱又轻

松呢？ 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面的城市

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业贷款机构表

示，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前往品信金融了

解， 也可以拨打便民金融热线86203336咨

询。同时，笔者与品信金融总经理杨总探讨

了贷款难等焦点话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 抵押放大

150%

杨总表示， 品信金融致力打造首个成

都市利息低，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款平台。

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 客户凭全款房

当天就能拿到钱，并享受银行利息。针对银

行的要求各不相同， 品信金融根据最新的

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银

行贷款利率低至5厘。 品种有随借随还、先

息后本、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年

限高达30年，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150%。而

且一抵多贷，额度更高，放款更快。距成功

贷款只有三步：联系品信金融、申请办理、

成功放款，让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也可办理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者购买

了商业保险就可以办理贷款。免抵押，及时

审批，当天放款，享受超低银行利息。”业

务主管罗勤说，在实际业务中，个别客户因

为征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银行

不能正常贷款。 品信金融会根据客户的实

际情况， 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

贷款方案。 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凭借

合同房或者是车辆登记证也能办理低利息

银行贷款，而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最

快当天就能到账。

快速借款，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 全款车、 合同房、 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申请

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企业和个人贷

款垫资过桥，额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在

品信金融大厅， 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

女士，她面临300万元的资金缺口。通过朋

友介绍，李女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线：

86203336， 当天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通

过实地调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 品信金融

又追加了100万元贷款。

（文

/

张蒙）

阿里拟下周IPO�雅虎最高套现80亿美元

据测算，阿里巴巴的市场估值超过1500亿美元；马云将献售1275万股，最高可套现8.415亿美元

品信金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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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个贷———

银行贷款利息最低5厘

日前，笔者从成都锦城个贷中心获悉，一

些商业银行无款可放的情况有增无减。 怎样

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钱又轻松呢？想要融

资的读者可拨打个贷金融便民热线

86748844，免费享受私人订制融资方案咨询。

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银行利息

5

厘专享

该中心韩学表示受到余额宝模式的影

响， 个贷中心致力打造首个西部金融贷款

超市“个贷金融汇”———整合全川60多家

银行优势， 让普通老百姓贷款像购物一样

轻松。针对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个贷中心

根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

利率20%；银行贷款利率8折；最低5厘的贷

款利率。品种有随借随还、先息后本、到期

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年限高达30年，

住宅商铺放大150%。而且一抵双贷，通过

个贷中心VIP通道还可以办理10年先息后

本。随借随还：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

使用无任何利息：想借就借，快速到账；想

还就还，帮你省息；一次办理，反复使用，让

资金利用率最大化。

按揭房也能办贷款，手续简放款快

“只要你有按揭房，就能凭借月供办

理无抵押贷款放大100倍，放款快，额度高。

而且用车辆贷款利息还能低至3厘多，贷款

不足还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弥补。 而且单

独凭借个人工资也能贷款。” 个贷中心业

务主管刘湘介绍说。 个贷中心开通的VIP

通道凭借合同房也能办理利息5厘5的银行

贷款、而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方便快

捷最快当天就能到账。

应急贷款，当天到账

有全款房、 按揭房、 合同房、 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申请

应急贷款，速度快，半小时就能拿到钱，额

度高达100%，方式灵活。在个贷中心大厅，

笔者看到心急火燎赶来贷款的陈女士，原

来她以前信用记录不良，房子估价也不够。

四处碰壁时通过业内朋友介绍， 陈女士拨

通了个贷中心7×24小时一站式贷款便民

热线：86748844，当天中午就凭按揭合同房

贷到了80万元。

（文

/

张蒙）

个贷中心专栏

阿里巴巴的IPO进程终于有了明确时间表。

北京时间9月6日凌晨， 阿里再次更新招股书，首

次对外公布了招股定价区间为60~66美元。 以此

测算， 公司的市场估值在1542亿~1698亿美元左

右，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融资规模最大的IPO。

昨日（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从知情人

士处获悉，阿里初步定于9月18日定价，19日（下

周五）登陆纽交所交易。不过，如果路演顺利，也

不排除提前上市交易的可能。

根据招股书，马云将在IPO时献售1275万股，

有望套现8.415亿美元；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投公司） 在2012年9月以10亿美元入股

阿里后，该笔投资有望增值4倍至50亿美元，而这

也可能成为中投成立以来投资回报最高的项目。

公司合伙人增至30人

在新版招股书中， 阿里巴巴明确将新增3名

合伙人方永新、倪行军、蔡景现。

其中， 蔡景现是淘宝初创团队的3个开发工

程师之一，现任阿里云高级研究员；方永新加入

阿里已有14年，现任集团人力资源总监；而倪行

军是支付宝架构师， 加入阿里巴巴超过10年，现

在负责小微金服集团的行业产品部和业务架构

部，担任研究员。

随着新人的加入，阿里合伙人大名单也增加

至30人。“这3位合伙人是自然长出来的， 各自经

过差不多一年的考核.” 阿里巴巴首席人才官

（CPO）彭蕾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2009年起， 合伙人制度在阿里已经试行4

年多，它给予了合伙人提名阿里大多数董事的权

限。 这可以确保管理层在少量持股的情况下，依

然能够控制董事会。马云去年9月曾解释，阿里的

合伙人制度有别于绝大部分现行的合伙人制度，

“我们建立的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为了“确

保阿里在未来的市场中更加灵活，更有竞争力”。

另据知情人士称，阿里计划让其雇员及其他

与阿里关系密切的人，在IPO交易中购买股票。该

计划允许雇员及其他人在公司股票公开交易前

以IPO价格购买股票。 通常只有专业投资者以及

有限的个人投资者才能以IPO价格购买股票，而

买入股票的个人投资者一般预计股票上市后股

价将会上涨。

中投入股两年收益增长约4倍

更新后的招股书显示， 此次阿里IPO预计将

发售1.23亿股美国存托股票（ADS），同时股东将

献售约1.97亿股美国存托股票。 其中， 马云将在

IPO时献售1275万股， 若以IPO定价区间最高价

66美元计算，马云将套现8.415亿美元，阿里董事

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将献售425万股， 两者合计

占阿里总股份数的0.7%。

有意思的是， 作为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日

本软银集团这次并不打算出售任何股份。该集团

在阿里上市前持有34.1%的股份， 上市后持股比

例将被稀释至32.4%。

按照约定， 雅虎将出售阿里总股份的4.9%，

这一比重也是所有股东中最高的。据悉，雅虎预

计将出售1.22亿股，合计最高套现80.3亿美元。而

当雅虎于2005年对阿里进行战略投资时，投资额

仅为10亿美元，现在光出售4.9%的股份就可套现

80亿美元，且对阿里的持股比例仍达到16.3%。过

去几年， 在谷歌和FACEBOOK等竞争对手冲击

下，雅虎的广告业务表现不佳，但本次套现金额

对公司来说可以说正是及时雨，可以帮助其进行

收购和对外扩张。

招股书还显示，中投公司通过旗下一家全资

子公司持有阿里巴巴2.7%的股份。在阿里IPO时，

公司将出售0.6%的股份。以定价上限66美元来计

算，中投公司将从中套现近10亿美元。此次出售

之后， 中投公司仍将持有阿里总股数的2.1%。在

2012年9月，中投公司以10亿美元入股阿里，如今

该笔投资已增值40亿美元至约50亿美元，收益增

长约4倍。

此外，银湖资本等阿里历史上引进的股东也

将出售一定比例的股票。李嘉诚（加拿大）基金

会原持有129万股阿里股份， 现拟出售其中32.26

万股，按66美元计套现金额约为2129万美元。

在投行人士看来， 相较于其他公司IPO时原

始股东的抛售情况， 阿里此次IPO原始股东套现

比例并不算高。

路演本周在纽约启幕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阿里

巴巴已于昨日在纽约启动上市路演，向投资者推

介股票。该公司将组建两个由银行家和高管组成

的团队，分头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投资者会面。

这场声势浩大的推介会预计在9月18日结

束。如果不出意外，阿里巴巴的股票将于当晚定

价，9月19日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交易。

由于阿里巴巴到来及市场资金量调整，中概

股中的电商公司日子并不好过。以今年5月上市的

聚 美 优

品为例，

该 股 曾

在8月15

日 创 下

37.99 美

元 的 历

史新高，

随 后 股

价 一 路

走低，至

9月 5日

收 盘 价

报 28.82

美元，半

月 来 下

跌24%。

北京时间9月6日凌晨，阿里巴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更新后的招股书文件，将公司的IPO定价区间设为60美元至66美元。按照这一定价区间，阿里

巴巴将在此次IPO中筹集192亿美元至211亿美元的资金，加上预留给承销商的股票，募资总金额最高可能达到243亿美元。据此测算，阿里巴巴市值有望达到

1542亿至1698亿美元左右，这也意味着该交易有望创下美股融资最高纪录。

在此次更新的招股书中，马云向投资者发出了一封公开信，重申经营管理“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理念，称渴望的不是短线炒家，而是长期投资

者。以一个即将在资本市场面对成千上万名投资人的企业家视角来看，马云这样的表态应当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不过，华尔街的大亨们会接受马云的这一说辞

吗？如果不把为股东赚钱看成第一目标，企业还能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吗？

编

者

按

我们渴望长期投资者

而非短期股票炒作者

马云：

制图 邹利

华尔街会认可马云“股东第三”理念吗？

投稿邮箱：

cdsbsypl@163.com

□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微软张亚勤离任

传将加入百度

微软公司8日宣布，微

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微软

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

因个人原因辞职， 目前公

司正在对微软亚太研发集

团主席的继任者人选、集

团的管理机制等事项进行

沟通和讨论， 并将于近期

对外公布。

而根据《南华早报》

昨日的报道， 张亚勤辞职

后将加入百度高管团队，

担任百度新业务总裁，直

接向李彦宏汇报。 分析认

为，对百度来说，在与对手

阿里巴巴、 腾讯的竞争日

益激烈的当前， 聘请这样

一位出众的科学家加入，

极可能会在技术创新方面

将百度带上一个新高度。

张亚勤于1999年加入

微软， 曾担任微软亚洲研

究院院长、 微软中国有限

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现负

责微软在亚太地区的科研

及产品开发工作。

张亚勤以 “使命达

成” 解释自己离开的原

因。有分析指出，张亚勤离

职或许也将给当前的微软

带来又一次打击。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新闻链接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陶力

杨可瞻

核心

提示

阿里IPO主要股东套现情况

注：上述套现金额均以定价上限

66

美元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