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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谭天忠 (TIDJANE THIAM) 及艾玛·沃特森 (EMMA WATSON)
加入开云集团董事会

开云集团股东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了 3 月 12 日董事会会议上提出的议
案，任命柳青女士、谭天忠 (Tidjane Thiam) 先生及艾玛·沃特森 (Emma Watson) 女士为董事
会新成员。
艾玛·沃特森还获委任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同时谭天忠被委任为审计委员会主席。
这三位知名人士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将和集团形成优势互补，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质量。开云
集团将受益于他们在集团战略方向的贡献。
开云集团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弗朗索瓦-亨利·皮诺 (François-Henri Pinault) 表示：“我很高兴
柳青、谭天忠及艾玛·沃特森能够加入开云集团董事会。他们各自的知识和能力及多元化的背
景和视野，将成为开云集团董事会的宝贵财富。集体智慧来自多元化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经历所
产生的丰富性，这对我们集团的未来至关重要。我很自豪能为团队添加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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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柳青
作为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与滴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维一起，带领滴滴成长为全球规模领先的多元移
动交通与生活服务平台，服务亚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的5.5亿用户，年运送人次超过100亿。柳青致
力于推动新兴科技界与政府、公共机构和汽车行业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城市服务、环境和就业方面的
挑战。柳青还倡导在科技和共享经济领域赋能女性，并发起成立了中国互联网界第一个关注女性职业发
展的项目“滴滴女性联盟”。2016年至2019年，柳青连续四次上榜《财富》“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女
性”。2019年，她上榜《亚洲金融》“亚太创新领袖”。2017年，她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影响力
百人榜”，并被亚洲协会评选为“亚洲创变者”。2016年，她登上《快公司》“全球创新百人榜”。
柳青在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取得计算机学士和硕士学位，并获颁纽约大学商学博士荣誉学位。柳青
是彭博全球工商论坛顾问委员会创始成员、亚洲协会董事会成员。

谭天忠
谭天忠 (Tidjane Thiam) 于 2015 年 7 月至 2020 年 2 月任职瑞士信贷集团 (Credit Suisse Group AG) 首
席执行官。2020 年 4 月，非洲联盟主席 Cyril Ramaphosa 总统任命谭天忠为非洲联盟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问题专项特使。
谭天忠曾在私营和公共部门担任要职，策划了多个刺激企业和经济增长的项目。
瑞士信贷集团为期三年的重组计划持续取得进展， 谭天忠因此被《欧洲货币》(Euromoney) 评为
“2018 年年度银行家”。在他的领导下，瑞士信贷集团在 2019 年创下自 2010 年以来最高利润。
2009 年至 2015 年，谭天忠担任保诚集团 (Prudential plc) 首席执行官期间，公司市值增长了两倍至 600
亿美元。2012 年至 2014 年，他被选为英国保险协会 (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 董事会主席。在
此之前，他曾在 2002 年至 2007 年期间担任英杰华集团 (Aviva) 的多个领导职位，其中包括英杰华欧洲
业务首席执行官和执行董事。
1994 年至 1999 年，谭天忠在科特迪瓦担任内阁部长、国家技术研究和发展局执行总裁，并代表科特迪
瓦出席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他领导了其中一个规模最大、最成功的新兴市场私有化
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1997 年，他被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选为“明日世界领袖”
(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并在 1999 年获选为世界经济论坛“梦幻内阁” (dream cabinet) 成员。
在职业生涯早期，谭天忠曾于麦肯锡 (McKinsey) 工作 10 年，并成为公司合伙人。谭天忠是 30 国集团
(G30) 的成员之一。2019 年，他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成员，并
在 2020 年 5 月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财务委员会委员。2014 年至 2019 年，他在 21 世纪福克斯公司
(21st Century Fox) 担任董事。
2011 年，谭天忠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Chevalier of the French Legion of Honour)。2010 年，
他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影响力百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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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忠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École Polytechnique) 和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ines de Paris)，并获得了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此外，
他拥有华威大学 (University of Warwick) 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mma Watson
艾玛·沃特森 (Emma Watson)，英国女演员和社会活动家。她以系列小说改编电影《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拉开职业生涯序幕，并因“赫敏·格兰杰”一角一炮而红。在电影上映二十年后的今天，
她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演员和最知名的活动家之一。
她的电影作品包括《壁花少年》(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珠光宝气》(The Bling Ring)、
《诺亚方舟》(Noah) 和迪士尼出品的《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最近一部由她主演的
电影作品为葛丽泰·葛韦格 (Greta Gerwig) 导演的《小妇人》(Little Women)。
2014年5月，艾玛·沃特森获得了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的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她获任命
为联合国妇女署全球亲善大使并发起了旨在让男性参与促进性别平等的“HeForShe”倡议运动。她
为该运动所做的贡献使她在2015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影响力百人榜”。
2016年，艾玛·沃特森创办了“我们共同的书架”(Our Shared Shelf) ——一个女权主义读书会。
艾玛·沃特森也是TIME’S UP运动的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她将TIME’S UP带到英国，并在2018年英国
电影学院奖 (BAFTAs) 上协助启动这一运动，她还建立了一个由行业数百名女性组成的网络。
艾玛·沃特森还出资一百万英镑成立了英国正义与平等基金会 (UK Justice and Equality Fund)。该基金
会由罗莎慈善基金 (Rosa) 管理，旨在通过向这一领域的专家组织提供资源，打击骚扰、虐待和有罪
不罚的现象。她还与英国电影学院 (BFI)、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 (BAFTA)、英国咨询调解仲裁处
(ACAS) 和其他领先的机构共同发布了在全行业通用、有关防治骚扰和欺凌的指导方针。2019年，法
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邀请她加入七国集团性别平等咨询委员会 (G7 Gender Equality
Advisory Council)。
艾玛·沃特森是倡导可持续时尚的先锋，也是手机应用程序“Good On You”的支持者。消费者可以通
过这个应用程序查看服装品牌的可持续发展评级。2018年，她受邀担任《VOGUE》澳大利亚版的客
座编辑，探讨她对于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消费的看法。

关于开云集团
作为全球高端精品集团，开云汇聚一系列知名的时装、皮具、珠宝及腕表品牌：古驰 (Gucci)、Saint
Laurent、Bottega Veneta、Balenciaga、亚历山大·麦昆 (Alexander McQueen)、布里奥尼 (Brioni)、
宝诗龙 (Boucheron)、宝曼兰朵 (Pomellato)、都都 (Dodo)、Qeelin、雅典表 (Ulysse Nardin)、GP芝
柏表 (Girard-Perregaux) 以及开云眼镜。开云以想象和创意作为其核心策略，致力驱动旗下品牌大胆
创新，挑战极限，同时以可持续及负责任的商业模式，共同打造奢侈品行业的美好明天。这一理念也
与集团信条“开创想象”相呼应。开云的2019年收入为159亿欧元，并拥有约38,000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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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云集团董事会
董事会由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经验丰富的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企业战略、财务、治理、保险、经济、
社会和环境责任、零售、工业、会计、管理，以及监督商业和金融机构等。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
每届任期为四年，可以连任。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以制定和评估集团的战略方向、目标和
业绩，并落实工作。在董事会当中，独立董事人数占比为60%。董事会通过高频率的会议、成员的定
期出席，以及各专门委员会提供的协助，持续高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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