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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自1999年在馬雲先生的公寓創業以來，我們的創始人及管理層一直秉承合夥精
神。我們將企業文化視為邁向成功、服務客戶、培養員工及為股東創造長遠價值的根
本。2010年7月，為了維持這一合夥精神，並確保我們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的延續，
我們決定正式成立合夥組織，「湖畔帕特納」，命名來源於馬雲先生和其他創始人創立
本公司時所在的湖畔花園住宅小區。這一合夥組織也稱為「阿里巴巴合夥」。

我們相信，合夥人制度有助於更好地管理業務，合夥人平等共事能夠促進管理層
之間的相互協作，克服官僚主義和等級制度。阿里巴巴合夥目前共有38名成員，合夥
人的人數並不固定，可能隨著新合夥人的當選、現有合夥人退休及因其他原因離開而
不斷變化。

阿里巴巴合夥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機構，通過每年引入新的合夥人為自身注入活
力，不斷推動團隊追求卓越、創新和可持續發展。市場上的雙重股權結構，是指通過
設置具有更高表決權的股份類別，將控制權集中在少數創始人手中。阿里巴巴合夥人
制度不同於雙重股權結構，它旨在實現一群管理層合夥人的共同願景。儘管創始人不
可避免地會在將來退休，創始人打造的企業文化也能通過這種合夥人制度得以傳承。

根據合夥人制度，所有合夥人表決都建立在一人一票的基礎上。

合夥人制度受合夥協議約束，其運作原則、政策和程序根據我們業務的發展不斷
演變。該等原則、政策和程序詳述如下。

合夥人的提名和選舉

阿里巴巴合夥每年通過提名程序向下文所述的合夥委員會提名新合夥人候選人。
合夥委員會對提名進行評估後，決定是否向全體合夥人提交合夥人候選人提名。候選
人需要至少75%的全體合夥人批准方能當選合夥人。

有資格入選的合夥人候選人必須展現以下特質：

• 擁有正直誠信等高尚個人品格；

• 在阿里巴巴集團、我們的關聯方及╱或與我們存在重大關係的特定公司（如
螞蟻金服）連續工作不少於五年；

• 對阿里巴巴集團業務作出貢獻的業績記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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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文化傳承者」，顯示出持續致力於實現我們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
以及與之一致的特徵和行為。

我們相信，上文所述的阿里巴巴合夥新合夥人選舉的標準和流程，有助於強化合
夥人之間以及合夥人對客戶、員工和股東的責任擔當。為了確保合夥人與股東的利益
一致，我們要求每位合夥人在擔任合夥人期間必須保留相當數量的本公司股份。由於
成為合夥人候選人的條件之一是必須連續在我們或我們的關聯公司或關聯方工作不少
於五年，合夥人在當選時通常已經通過股權激勵和股份購買計劃等方式擁有或獲得了
相當數量的本公司股份。

合夥人的職責

合夥人的主要職責是體現和促進實現我們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我們期望合夥
人在公司內外向客戶、商業合作夥伴及數字經濟體的其他參與者傳播我們的使命、願
景和價值觀。

合夥委員會

合夥委員會由不少於五名合夥人（含合夥委員會長期成員）組成，目前成員包括馬
雲、蔡崇信、張勇、彭蕾、井賢棟及王堅。合夥委員會負責組織合夥人選舉事宜，以
及分配所有管理層合夥人年度現金獎金池的相關部分，其中支付給擔任我們高級管理
人員、董事以及合夥委員會成員的合夥人的任何金額，必須獲得我們的董事會薪酬委
員會批准。合夥委員會長期成員由一至兩名合夥人擔任，馬雲先生和蔡崇信先生擔任
首任合夥委員會長期成員。除合夥委員會長期成員外，合夥委員會成員的首屆任期為
三年，可以連任多屆。合夥委員會成員選舉每三年舉行一次。合夥委員會長期成員可
無須選舉而留任合夥委員會，直至不再擔任合夥人、退出合夥委員會，或因疾病或永
久喪失行為能力而無法履行其作為合夥委員會成員的職責。繼任的合夥委員會長期成
員由即將退休的合夥委員會長期成員指定，或由當時在任的另一個合夥委員會長期成
員指定（視情況而定）。每次選舉合夥委員會成員之前，由在任合夥委員會提名下屆合
夥委員會成員候選人，候選人數等於下屆合夥委員會成員人數加上三名額外的提名人
選，再減去留任的合夥委員會長期成員人數。每位合夥人投票選舉的提名人數量等於
下屆合夥委員會成員人數減去留任的合夥委員會長期成員人數。除獲得票數最少的三
名被提名人外，其他被提名人將入選合夥委員會。

董事提名和委任權

根據《公司章程》，阿里巴巴合夥擁有提名（或在有限情況下委任）董事會簡單多數
成員的專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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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合夥提名的每位董事人選，必須在年度股東大會上得到超過投票股東所
持表決權的二分之一同意方能當選。如果阿里巴巴合夥提名的董事人選未獲得股東選
舉，或在當選後因故離任董事，阿里巴巴合夥有權委任另一人士擔任空缺職位所屬組
別的臨時董事，直至下一屆預定年度股東大會召開為止。在下一屆預定年度股東大會
上，上述臨時董事或阿里巴巴合夥原提名董事人選的替代者（原提名人選除外）將參選
董事，其任期為原提名人選所屬董事組別的餘下任期。

如果我們的董事會中由阿里巴巴合夥提名或委任的董事因任何原因少於簡單多數
時，包括由於先前由阿里巴巴合夥提名的董事不再擔任董事，或者由於阿里巴巴合夥
此前並未足額行使其提名或委任董事會簡單多數成員的權利，阿里巴巴合夥有權自行
決定向董事會委任必要人數的增補董事，而無須任何其他股東行動，以確保阿里巴巴
合夥提名或委任的董事構成董事會成員的簡單多數。

在確定參選的阿里巴巴合夥提名的董事人選時，合夥委員會將推薦人選交由全體
合夥人表決，獲得合夥人簡單多數投票的人選成為阿里巴巴合夥提名的董事候選人。
阿里巴巴合夥提名的董事候選人可以是阿里巴巴合夥的合夥人，也可以是與阿里巴巴
合夥無關聯但符合董事任職條件的其他人士。

阿里巴巴合夥提名或委任董事會簡單多數成員的權利，以阿里巴巴合夥受到我
們2014年9月首次公開發行完成時生效的合夥協議（可根據其條款不時修訂）約束為前
提。修改合夥協議中關於合夥宗旨或阿里巴巴合夥對董事會簡單多數成員的提名或委
任權的行使方式的規定，必須經過過半數非阿里巴巴合夥提名或委任、並且符合《紐
交所上市公司手冊》第303A條定義的獨立董事批准。上述與董事提名權利及程序相關
的規定已經包含在《公司章程》中。根據《公司章程》，修改阿里巴巴合夥的董事提名權
以及《公司章程》中的相關規定，必須經出席股東大會並投票的股東所持表決權不少於
95%表決（可親自或委派代表進行表決）通過。

我們的董事會目前由11名董事組成，其中五名董事由阿里巴巴合夥提名。根據其
上述董事提名及委任權，阿里巴巴合夥目前有權向我們的董事會提名或委任兩名增補
董事，從而使董事總人數增至13人。根據我們與軟銀和Altaba簽訂的表決協議，在軟
銀至少持有我們已發行在外股份15%的前提下，軟銀和Altaba同意在各年度股東大會上
將其持有的股份表決支持阿里巴巴合夥提名的董事人選。請參見「關聯交易－與軟銀和
Altaba的交易及協議－表決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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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合夥人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阿里巴巴合夥現任合夥人的姓名及其他信息如下表所示
（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

姓名 年齡 性別

加入

阿里巴巴

集團的年份

當前在阿里巴巴集團或

關聯公司的職位

蔡景現 42 男 2000 高級研究員
程立 44 男 2005 螞蟻金服首席技術官
戴珊 43 女 1999 批發交易市場總裁
樊路遠 46 男 2007 阿里巴巴數字媒體及娛樂事業群總裁
方永新 45 男 2000 釘釘資深總監
胡喜 38 男 2007 螞蟻金服副首席技術官
胡曉明 49 男 2005 螞蟻金服總裁
蔣凡 34 男 2013 淘寶總裁兼天貓總裁
蔣芳 45 女 1999 副首席人才官
蔣江偉 38 男 2008 研究員
井賢棟† 46 男 2007 螞蟻金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劉振飛 47 男 2006 高德地圖總裁
馬雲† 55 男 1999 董事
倪行軍 42 男 2003 螞蟻金服支付寶事業群總裁
彭蕾† 46 女 1999 螞蟻金服董事；支付寶中國董事長兼

總裁；Lazada董事長
彭翼捷 41 女 2000 螞蟻金服首席市場官
邵曉鋒 53 男 2005 集團秘書長
宋潔 41 女 2000 副總裁
Timothy A. STEINERT 59 男 2007 首席法務官兼公司秘書
孫利軍 42 男 2002 社會責任部總經理
童文紅 49 女 2000 首席人才官
蔡崇信† 55 男 1999 執行副主席
王堅† 57 男 2008 技術委員會主席
王磊 39 男 2003 本地生活服務公司總裁
王帥 45 男 2003 市場公關委員會主席
聞佳 43 女 2007 董事局辦公室副總裁
吳敏芝 44 女 2000 首席客戶服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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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性別

加入

阿里巴巴

集團的年份

當前在阿里巴巴集團或

關聯公司的職位

武衛 51 女 2007 首席財務官
吳泳銘 44 男 1999 阿里健康董事長
吳澤明 39 男 2004 新零售技術事業群總裁
俞思瑛 45 女 2005 副首席法務官
俞永福 43 男 2014 eWTP投資工作小組組長
曾松柏 53 男 2012 螞蟻金服人力資源部資深副總裁；

副首席人才官
張建鋒 46 男 2004 首席技術官兼阿里雲智能事業群總裁
張勇† 47 男 2007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張宇 49 女 2004 副總裁 

趙穎 45 女 2005 全球化領導小組組長
鄭俊芳 46 女 2010 首席風險官兼首席平台治理官

† 合夥委員會成員。

獎金池

我們的董事會根據薪酬委員會的建議，批准我們管理層（2019財年由超過360位
成員組成）的年度現金獎金池，金額按我們的年度經調整稅前營業利潤的一定百分比計
算。在確定年度管理層現金獎金池總金額後，薪酬委員會首先確定分配給管理層中非
合夥人成員的獎金總額比例，剩餘部分作為管理層合夥人的獎金。合夥委員會將會決
定管理層中所有合夥人年度現金獎金的具體分配，而支付給合夥人中擔任我們的高級
管理人員、董事或合夥委員會成員的現金獎金，還需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批准。據我們
了解，合夥人對我們的業務及弘揚我們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作出的貢獻程度，是確
定其獎金分配的重要因素。經合夥委員會建議和薪酬委員會批准，分配給管理層合夥
人的年度現金獎金的其中一部分可延遲支付，延遲支付部分獎金的分配由合夥委員會
確定，其中支付給合夥人中擔任我們的高級管理人員、董事或合夥委員會成員的獎金
分配，同樣需經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批准。據我們了解，參與延付部分獎金分配（從延付
獎金中撥付的退休後款項除外）的前提是，合夥人繼續受聘於我們、我們的關聯方及╱
或與我們有重要關係的特定公司（如螞蟻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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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人的退休和免職

合夥人可選擇隨時從合夥退休。除長期合夥人外，所有其他合夥人必須在年滿60

周歲、或使其有資格擔任合夥人的聘用關係終止時退休。馬雲先生和蔡崇信先生擔任
長期合夥人，可持續擔任合夥人，直至年滿70周歲（這一年齡限制可由多數合夥人表決
延長）或退休、身故、喪失行為能力或被免去合夥人職位為止。任何合夥人（包括長期
合夥人在內），如果違反合夥協議中規定的標準，包括未能積極宣揚我們的使命、願景
和價值觀，或存在欺詐、嚴重不當行為或重大過失，可經在正式召開的合夥人會議出
席的簡單多數合夥人表決予以免職。與其他合夥人一樣，長期合夥人必須維持下文所
述適用於所有合夥人的持股水平。達到一定年齡和服務年限後退休的合夥人可由合夥
委員會指定為榮譽退休合夥人。榮譽退休合夥人不擔任合夥人，但可獲得年度現金獎
金延付部分的分配作為退休後款項。長期合夥人如果不再作為我們的員工，即使仍擔
任合夥人，也不再有資格獲得年度現金獎金池分配，但如果其擔任榮譽退休合夥人，
即仍可繼續獲得延付獎金池的分配。

限制性條款

根據《公司章程》，凡本公司發生控制權變更、合併或出售，就其持有的股份而
言，合夥人及我們的其他股東應當在上述交易中獲得同等對價。此外，《公司章程》
規定，阿里巴巴合夥不得將其董事提名權轉讓、或以其他方式轉授或授權給任何第三
方，但可選擇不全面行使董事提名權。另外，如上文所述，《公司章程》還規定，修改
阿里巴巴合夥協議中關於合夥宗旨或阿里巴巴合夥對我們多數董事的提名或委任權的
行使方式的規定，必須經過非阿里巴巴合夥委任、並且符合《紐交所上市公司手冊》第
303A條定義的獨立董事過半數批准。

阿里巴巴合夥協議的修訂

根據合夥協議，除普通合夥人可進行某些行政性修訂外，合夥協議的修訂必須在
不少於總數75%的合夥人出席的合夥人會議上、由不少於75%的參會合夥人批准。此
外，與阿里巴巴合夥的宗旨或行使其董事提名或委任權方式有關的修訂，須經非阿里
巴巴合夥提名或委任的我們的獨立董事過半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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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人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規定

每位合夥人應直接或通過其關聯方持有本公司股份。我們與每位合夥人均簽訂了
股份保留協議。這些協議規定，成為合夥人之日起最初三年內，每位合夥人必須至少
保留其在該三年期間起始日期（目前合夥人的起始日期從2014年1月到2019年1月不等）
所持有股權的60%（含已歸屬和尚未歸屬股權獎勵所對應的股份）。最初三年期間結束
後，只要其仍為合夥人，則每位合夥人必須至少保留其於最初三年期間起始日期所持
有股權的40%（含已歸屬和尚未歸屬股權獎勵所對應的股份）。任何與股份保留協議規
定的股份保留期規定不符的情形，必須經過本公司獨立董事過半數批准。

獨立於我們的「控股股東」

沒有任何股東或股東團體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合計佔我們已發行股份30%或以
上的表決權。但是，由於阿里巴巴合夥享有提名以及在有限情形下委任我們董事會簡
單多數的成員的專屬權利，所以就《香港上市規則》之目的而言，阿里巴巴合夥被視為
我們的控股股東。

阿里巴巴合夥並不從事業務經營，亦不向我們提供任何財務支持。除了其董事提
名和委任權外，阿里巴巴合夥並不介入我們的業務管理。基於此，我們的董事認為我
們有能力獨立於阿里巴巴合夥開展我們的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