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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打折购物盛会”

今年“双11”购物节来临之前，美国艾睿铂咨询公司
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提前“剧透”了中国消费者的高涨热
情：96%的受访者打算参与今年“双 11”活动，39%的受
访者将在今年增加支出。

11 月 11 日当天，随着一个个创造纪录的数字接踵而
至，各大外媒纷纷惊叹中国的消费热度。

“22.5亿个订单”，德国《明镜周刊》网站报道称，截至11
月11日晚11时，仅天猫“双11”活动的物流订单就突破22.5
亿个订单，相当于2010年中国全年快递量的总和。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CNN）引述阿里巴巴的统计数据称，截至11月
11日0时30分，天猫“双11”销售额已达到3723亿元人民币，
打破去年“双11”全天创下的纪录。最终，今年“双11”各大电
商成交额突破7747亿元，与往年相比实现大幅增长。

除了惊人的数字，走到第 12 个年头的“双 11”在今
年呈现出诸多“新花样”，也为外媒所津津乐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刊文指出，为了迎合中国消费
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今年的“双11”购物节在11月1日至
3日就已掀起一场网上销售热潮。美联社也注意到，中国
电商平台延长了今年“双11”购物节的时间，希望以此提
振销售，帮助商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在拉长战线的同时，今年“双11”购物节中还出现了
形式更为丰富的促销活动。美国《福布斯》报道称，众多
中国电商纷纷采取多阶段、多样化的促销战略，进一步拉
动了民众的消费热情。预售和直播等模式的推广，也成为
促进交易增长的重要动力。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刊文指出，直播已经成为
“双11”购物节的关键一环。一些今年首次参加中国“双
11”购物节的美国公司也选择通过直播来推销商品。

“不只是促销：‘双 11’正在中国引入新的购物体
验”，美国全球市场研究公司官网以此为题刊文称，而今
的“双11”不再只是一场打折购物盛会，参加该活动的数
字巨头开始利用直播、新产品发布和新颖技术，提升消费
者参与度和购物体验。外媒认为，中国消费者对科技创新
的接受速度比西方要快得多。科技改变生活，这是对中国
人生活方式转变的最好诠释。

“消费意愿走强的标志”

对外媒而言，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节之所以值得
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为观察中国经济提供了一扇重要
窗户，不断刷新的交易额背后是中国强劲的消费潜力和澎
湃的市场活力。

如CNN所言，今年的“双11”购物节较之以往又多
了一层新的含义，巨大的销售额体现出中国经济正在摆脱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逐步走向复苏。各大电商平台出色
的销售业绩展现了中国消费者强大的购买力，也反映出中
国政府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科学有效。

“‘双11’将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表明中国整体市场
的健康程度。”美国市场观察网站引述分析人士观点称：

“目前中国市场似乎在高歌猛进。”
10月下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捷报让疫情阴霾下

的世界信心大振：中国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9%，前三
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不到一个月，中国“双11”购物
节交出的优异“成绩单”再次让世界看到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的成色。

路透社指出，今年的“双11”购物节可被视为中国消费
者消费意愿走强的标志。这场购物盛宴彰显出中国从疫情
阴影当中走出来后，其消费与经济重振的潜力是巨大的。

在彭博社看来，“双 11”购物节是截至目前中国后疫
情时期经济复苏的“最好晴雨表”，不仅预示着中国消费
者的回归，还是中国经济的好兆头，为消费支出促进中国
经济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10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外媒认为，由于全球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仍将
受疫情影响，增加国内消费将是中国经济更加自立的关
键。今年“双11”购物节的销售暴涨表明，中国人数达4
亿的中产阶级已做好了消费准备。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称，以“双11”购物节为契机，中
国正在进入新消费时代。《印度教徒报》认为，“双11”网
上购物的繁荣景象显示出中国努力把国内消费提升为经济

增长驱动器的关键。
“中国的许多商家已在疫情期间转向网上销售，一些

新零售模式已蓬勃发展。”新加坡 《海峡时报》 引述评级
机构惠誉国际的判断称：“在更快线下复苏和线上购物节
共同提振消费者支出的支撑下，中国的消费和零售市场很
可能将在强劲 （的第四季度） 中走完这一年。”

“全球供应链动了起来”

与刚刚落幕的第三届进博会一样，“双 11”购物节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庞大的购买力。这对于全球企业来说，意
味着难以抵抗的吸引力。

《福布斯》 杂志指出，“双 11”购物节正在走向全球
化，成为各国零售商踊跃参与的一场全球营销活动。韩国
KBS也称，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都在密切关注中
国内需市场复苏动向，并希望持续扩大在世界最大消费市
场中国的销售版图。

数据显示，今年有2600多个新品牌、120万款进口新
商品通过天猫国际首次参加“双11”购物节。11月1日至
11 日中午 12 时，天猫国际进口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
47.3%，其中180个海外品牌成交额过千万元。

BBC直言，“抓住中国市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海外
品牌的共识，它们纷纷全力奋战，不惜出动各种运力跨境
调货，在11月11日当天给消费者带来优惠。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看来，“双11”不仅是中国的节日，
更是世界的节日。当全球大部分地方还在疫情中苦苦挣
扎，欧美正处于第二波疫情高峰，中国成了全球唯一的主要
增长引擎。各国企业都指望中国消费者帮它们“回血”。

“中国几乎所有主要消费领域现在都已恢复增长。”美
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在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抑制美国
和欧洲需求的情况下，中国正支撑美国企业应对这一局
面，中国恢复常态对美企来说更加重要。

美国市场观察网指出，作为一年中最繁忙的网购节日
之一，“双11”购物节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将为疲软
的全球市场注入强心剂。随着中国人的购买力不断上升以
及上网人数日益增多，对谋求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和电子
商务领域获利的投资者而言，“双11”购物节凸显出诱人
的增长机遇。

“双 11”购物节是一个缩影。作为疫情之后全球唯一
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坚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复苏提
供了新动力。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近几个月来，在
欧洲各国企业努力摆脱国内持续经济拖累的同时，来自中
国的强劲需求推动了它们的发展。

《福布斯》杂志也称，由于中国市场消费需求旺盛，许多
海外品牌借力中国市场迎来转机，全球供应链“动”了起来。

超1500万种商品打折售卖 各大电商成交总额逾7000亿元

“双11”又让世界“惊掉下巴”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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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中国消费市场“火”得不行！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万商云集的火热盛况还在眼
前，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狂欢节又火爆登场。

美媒报道称，今年的“双11”购物节，中国各大
电商平台提供了超过1500万种商品打折售卖，这些
产品来自超过14万个品牌，其中包括6万多个国际
品牌。在全球疫情阴影仍未消退、世界经济面临不
确定性的当下，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网上购物嘉年
华如约而至，并使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再次创造刷
新纪录的成交额。如外媒所言，通过这场狂欢，全球
商家迎来“回血”机遇，世界经济获得复苏动力，国际
社会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兆头。

中国市场奔腾涌动的热潮，为疫情阴霾之下的
世界经济带来融融暖意。

国 际 论 道

京沪穗港入选最具创新性城市

近日，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列出了世界城市在
创新吸引力方面的新排名。中国的北京、上海、广
州及香港被列入世界上 36 座最具创新性的城市名
单。就境内世界创新中心的数量而言，中国仅次于
美国。综合排名方面，北京排名第 4，上海排名第
9，香港排在第13位，广州排在第27位。

此次排名使用一种综合方法来评估城市创新吸
引力，包括对技术发展、创意产业和城市环境的综
合分析。如果说北京在科学家、学者等人才上拥有
首都优势，那么上海则以全球企业科研中心的地位
而具有吸引力。全球 500 强和创新 1000 强公司在上
海开设了200多个科研分支机构。作为国际贸易和金
融之都之一的香港正逐步成为创意产业中心。当地
有 20多家获得世界领先工业设计奖的企业。广州具
有创新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其发达的基础设施及较为
便宜的办公场所租金。

——据《俄罗斯报》报道

中国载人深潜器潜至10909米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中国载人潜水器下潜至马
里亚纳海沟约 10909 米深处，打破了该国的深潜纪
录。这艘名为“奋斗者”号的潜水器一个月前从海南
出发，在11月10日上午成功坐底地球上最深的海沟。

这次深潜比中国 （载人潜水器） 上次潜入马里
亚纳海沟的深度深800多米，但以微弱差距未能打破
马里亚纳海沟深潜的世界纪录。美国海底探险家维
克多·维斯科沃声称他在 2019年 5月下潜至 35853英
尺 （约10928米） 的深海。

但中国进行深潜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科学研
究。该潜水器的总设计师叶聪表示，海底蕴藏丰富的资
源，高技术深潜装备能有助于绘制一张深海“藏宝图”。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发展国内运营技术能力

得益于庞大的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的广泛使用
和一流的物流基础设施，中国是全球交易技术的领导
者之一。2018年，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工作岗位占总就
业人数的 5%以上。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市
场。2017年，中国的在线市场几乎占到了全球在线零
售总额的一半。电商的增长似乎也促进了市场包容
性和地域融合，阿里巴巴“淘宝村”的成功就说明了这
一点。据阿里研究院估计，2019年6月之前的12个月
里，“淘宝村”帮助农村地区创造了近700万个就业岗
位，实现了逾7000亿元销售额。“淘宝村”的电子商务
促进了收入提高和更多妇女就业。2020年初疫情封
锁期间，它是农村地区的重要收入来源。

中国在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处理能力方面实力
很强，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云计算市场。

中国齐心协力发展国内的运营技术能力，有可
能在未来几年缩小与欧美的差距。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报道

海 外 声 音

图为 2020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室内展区中的
北京市顺义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生态示范区展位。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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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利用互联网，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灵
井镇霍庄村改变了以往小作坊、摆地摊的经营方
式，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网上开店。2016 年，霍庄村
被阿里研究院评为全国“淘宝村”。图为霍庄村村民
在整理外销的戏曲头饰。 牛书培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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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国家政府机
关报《俄罗斯报》报道，上海
合作组织（下文简称“上合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11月10日以
视频方式举行。会议通过
关于共同应对疫情、数字经
济领域合作、应对毒品威
胁、保障国际信息安全等在
内的多项声明。成员国强
调，发生疫情大流行的世界
已发生重大改变，各国要继
续发挥好地区协调和区域
治理的有效平台优势，促进
成员国间交流合作，强化地
区治理职能。

据哈通社报道，哈萨克
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上
合组织在抗疫期间展现了
协调努力方面的实力，“患
难见真情”体现了各成员国
之间的合作精神。

“上海精神”为多边合作贡献新思路

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在上合组
织框架内提出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

“人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这4个“共同体”倡议，是中国近年来倡
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具象化，也是在全球面
临共同挑战之时，中国对于“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
具体回答。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20

字“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一直坚守、倡导的原则，其核
心之处在于摒弃冷战思维，倡导多边主义。自 19 年前诞生之日起，
上合组织就是一个抛弃冷战思维、零和思维的产物。上合组织一直倡
导的“上海精神”，不仅体现在上合组织的合作框架内，成为各个成
员国之间处理双边关系、进行多边合作的重要原则，也反映了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对于冷战后国际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合组织合作抗疫的切实行动在复杂多
变的国际形势中显得尤为亮眼。首先，上合组织成员国多次反对将疫
情政治化、标签化，表明合作共同抗疫的政治立场。其次，上合组织
的主要成员国在病毒基因解析、科技合作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工作，相
互予以抗疫物资援助，在采取防疫措施，特别是防止疫情跨境扩散方
面，进行一系列政策配合。

后疫情时期，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卫生健康方
面，如何有效控制今冬疫情，尽可能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目
前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加强卫生健康领域的合
作，仍是上合组织面临的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安全方面，暴力恐
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在上合组织成员国
所在地区仍然没有得到彻底铲除。如何在应对全球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的同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仍然是各个成员国面临的重要议
题。发展方面，各成员国如何助力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复苏，纾解社
会问题，通过新合作路径，达到新发展阶段，仍需加强合作。

从这个意义上看，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4个“共同体”的重大倡
议，直面上合组织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4个“共同体”倡议可以
理解为“上海精神”在新国际形势下、具体领域内的进一步推广，是
中国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方向提出的建议，也是中国为目前动荡变革
国际社会不断完善全球治理提出的方案。（本报记者 高 乔整理）

■受访专家：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姜 毅

图为 7月，中国—上合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主题交流视频
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图为11月12日，在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学术交流中心，大屏幕显示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双11”成交额
超过4982亿元。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