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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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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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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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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房地产

●国有土地转让合作建厂房出

售整栋整层标准厂房售万博

正弘凯宾城商铺13703860367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招聘

●长期招水电预埋安装工人

6--8千元包吃住15803897686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培训后保姆保洁13838195700

寻人启事

●杜先国，男，50岁，

身高：155cm，身
份证号：5110221
96803010875,于
2015年4月份在新密市走失，

至今联系不上！希望看到的朋

友联系17629734464定重谢

公告

●注销公告：南阳三维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注册号411391
000012980）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司，本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

●寻亲公告无名男约

50多岁聋哑人2018
年9月5日帝湖公安

分局护送来站求助

有知情者自登报15日之内

与郑州市救助管理站联系

0371-68953510

信息窗口

●鱼塘有水合作13937163371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声明

●耿云杰警官证（警号0131
06）丢失，声明作废。

●邓州市大正农机销售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138156982280XF）,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巩义市荣达石墨制品厂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三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391000012980）
营业执照正副本、财务章、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沃虹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
30012398001,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小飞水产品商

行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
3XJGDG30,声明作废。

●郑州市全日鲜生活便利店有

限公司丢失50份加盖公章的

空白发票，发票代码为04100
1800104，起始号码16633101，
终止号码16633150，声明作废。

●郑州市丰泽服饰有限公司遗

失郑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中原万达）装修押

金收据，票号：SG20141100
08，金额10000元、物业费保

证金收据，票号：SG2014100
984，金额4429元，声明作废。

●刘亚彬产权证号1301255356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声

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

以补发。

●河南豫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0MA40HLNQ
3N，声明作废。

●河南新捷新能源有限公司社

会信用代码：914100005749
89102L，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

开户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郑州

投资大厦支行，开户许可证号：

J4910022331805，声明作废。

●杨笑涵铜陵学院会计学专业

本科毕业证丢失，证书编号：

103831201805003905声明

作废。

●新郑市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河南莱荫数码喷绘有限

公司于2018年9月04日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

代码：4100182130，发票号码

：04341391，金额：5125元，特

此声明。

●张秋云河南大学历史专业专

科毕业证丢失，证书编号：

（92）169声明作废。

●郑州碧御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河南莱荫数码喷绘有限公司

于2018年9月04日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41
00182130，发票号码：043413
92,金额：9394.38元,特此声明。

●河南锦恩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河南莱荫数码喷绘有限公司

于2018年9月04日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3份，发票代码：0
41001800104，发票号码：298
21754，金额：7350元，发票代

码：041001800104，发票号码

：29821755，金额：4609元，发

票代码：041001800104，发票

号码：29821756，金额：7317元
特此声明。

教师节发布公开信，
明年此时将辞董事局主席

9月10日，阿里巴巴发布
官方消息，告知客户、阿里人及
其股东，马云已决定，明年9月
10日，他将与张勇交接集团主
席一职。并由即日起，全面配
合张勇，进入二人“过渡期”。
这是该公司创立19年后，创始
人马云所做的重要决策。

阿里巴巴发布的官宣主题
颇有愉悦感：“恭喜马老师，教
师节快乐。”除主题外，全文内
容则是马云的一封亲笔信。马
云在信中称，这是他深思熟虑
了10年的计划，今日怀着激动

的心情宣布这一消息。
虽然此前有关马云卸任的

传闻一度甚嚣尘上，但此次马
云亲自公开这一消息并宣布具
体卸任日期，仍然给公众带来
了一定冲击。但比起事件本
身，或许大家更为关注的是，马
云真的“退休”了吗？

辞职并非退休
做老师一直是马云的梦想

面对公众的疑问，阿里巴
巴回应称，马云并不是退休，他
仍然是阿里巴巴000001号员
工与合伙人。就在一周前于杭
州举行的XIN公益大会教育分

论坛上，马云透露了今后的打
算：“自己最后还是会回到老师
这一行，我做老师能得心应手，
而且也是性格决定的，我对很
多东西充满好奇和想象。”

除了马云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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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益和教师则将成为
日后马云工作和生活的主线。

创始人马云离开后
阿里巴巴将会如何发展？

令人好奇的是，如此庞大
的集团离开了创始人马云，将
会如何保持健康运转？

实际上，比起所有观众，马
云自身无疑是最为关注这个问
题的，因此他从2009年就开始
搭建“合伙人制度”与人才体
系，希望通过这些机制保障即
使自己有一天退下来，阿里也
能继续高歌猛进。在进入合伙
人时代后，阿里有节奏地开始
尝试交接，并从中积累经验。

事实上，阿里巴巴集团也
在此前进行过多次重要的人事
变动，并借此验证了这套“合伙
人制度”的可行性。如蚂蚁，菜
鸟、阿里云等板块，都已经完成
过至少一次的管理层交接，并
且这些交接已成为推动公司发
展的新动力，这都让马云颇为
欣慰和放心。

在阿里内部，合伙人制度
被称为内在动力机制，其构成

既不全是创始团队，也不是大
股东，而是一些对公司业务上
有重要贡献的员工。另外到
2019年，合伙人制度正好 10
年，这或许亦是马云选择在明
年交接权杖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颇引关注的问题
则是，接班人为什么是张勇？

这点在马云的公开信中已
经可以窥见端倪，他高度评价
张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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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3
个季度实现阿里巴巴业绩健康
持续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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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阿里巴巴合伙人现在最正确
的决定。

或许一般人对张勇的认知
度还不是很高，但由他首创的
天猫和“双11”购物节，则已成
为典型的商业现象。更有业内
人士评价张勇称，他重新设计
了淘宝的商业模式，奠定了阿
里巴巴从PC端向移动互联变
迁的最重要基础。

曾五次到访中原
马云称自己也有河南基因

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间，
马云曾先后五次到访河南，或

是参与大型会议论坛，或是带
动旗下公司与河南签约，可谓
与中原热土缘分不浅。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马
云在短短两个月内先后两次
到访河南，并评价称，河南发
展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是符
合潮流的、有远见的，特别是
建设航空港，是一个非常妙的
战略，这些与其公司的发展理
念高度一致。随后河南省政
府与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在郑州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仪式，马云则现场表示，愿
意与河南共同努力，将郑州打
造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物流中
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高度
融合的战略支点。

2017中国绿公司年会上，
马云再次现身郑州并表示：

“从历史上来讲，河南是中华
文明的祖宗，从地理来讲河南
是中心，中原是中土，中国的

‘中’讲的就是河南这个地
方。刚才同事马魏华说他是
河南人，其实我觉得我身上有
很大可能也有河南的基因。
现在我自己跟河南的关系很
好，如果从历史上来讲，如果
没有南宋时期20万的开封和
郑州人前往杭州，就不可能有
现在的我们。”

如今，他发起的“马云乡村
教师计划”也正在惠及河南基
层教师群体，据本报此前消息，
已有10名河南乡村教师入围
该计划2018年名单。

一年后卸任董事局主席，由张勇接棒 这个曾五访河南的传奇商人并不是要“退休”

马云在其公开信中称，明年教师节，阿里巴巴的权杖将正
式递交给现任CEO张勇，在教师节当日做出这个决定，是他
深思熟虑了10年的计划。卸任一事儿虽然尘埃落定，但马云
真的“退休”了吗？这个曾经五次到访河南的传奇人物，或许只
是想“换个姿态”，以“马老师”的身份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马云宣布“拂衣去”明年重回“马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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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见习记者 贾永标

在活动现场的马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