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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发展，要看中国人民得到了什么收
获，更要看中国人民付出了什么辛劳；要看中国
取得了什么成就，更要看中国为世界作出了什么
贡献。这才是全面的看法。

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
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
款 4000 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 5000
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 3000个，举办 11000多期
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
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 1.7
万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1.2 万亿美

元，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年均在 30%以上。这些数字，在世界上都
是名列前茅的。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
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

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
提供了持续强大的推动。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
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减贫事
业的巨大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
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
了重要动力。

中国人民深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艰辛，对
各国人民取得的发展成就都点赞，都为他们祝
福，都希望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不会犯“红眼
病”，不会抱怨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了巨大机
遇和丰厚回报。中国人民
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
乘 中 国 发 展 的 “ 快 车 ”、

“便车”。
——摘自习近平在世界经

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2017年1月17日）

2009 年的一天，在浙江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办公
室里，几个人正在讨论，怎么让刚成立的品牌更有名气。

有人提议，可以搞个促销的节日。选哪天呢？又有
人提议，选在 11 月 11 日“光棍节”这天，“光棍们没事
干，可以到网上买点东西。”

到了11月11日晚上，这几个人又聚在一起，一边吃
火锅，一边猜测当天的交易额。结果，所有人都猜错
了。没人敢猜 5200 万元这个数字。更不可能有人猜到，
到了第9年，也就是2017年，“双11”销售额高达1682亿
元。

时任淘宝网首席财务官、现任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
行官的张勇正是那次办公室讨论的发起者。“今年是天猫

‘双11’的第10年，当年我们创造的一个小节日，如今被
称为商业界的‘奥运会’。”张勇说。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双11”已经变成了全
球最大的购物节，成了中国消费者力量的一个象征。

11月2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前夕，韩
国《亚细亚经济》发文称，进博会之后就是“双11”，全
球又将为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而惊叹。

3000倍的增长
2009年11月11日0点0分3秒，家住山西河津的闫军

刚在淘宝上充值了话费，0点0分17秒完成了支付，意外
地成为了打开“双11”大门的第一人。

这一年，中国网上购物的人数刚刚突破1亿，参与天
猫“双 11”的品牌也只有 27 个。即便这样，首个“双
11”的销售额还是高达5200万元。

“双11”这个网络促销节，开始在网民中传播开来。
到了 2010 年，有 2000 万人将商品提前加入购物车

中，等待着“双 11”零点的到来。张斯凡就是其中一
位，他早早设定了闹钟，在“双11”启动前30分钟就端
坐在了电脑前。

这一年，张斯凡和 2000 万网民急促地敲击鼠标后，
天猫“双 11”的销售额一跃飙升至 9.36 亿元，支付宝全
天成功交易1261万笔，平均每分钟成功交易1万笔。

天猫“双 11”的巨大成功，引来其他电商的加入，
京东、亚马逊、苏宁易购等纷纷入局，推出大量折扣商
品和网购新玩法，使每年11月11日成为电商大战的主战
场和网民的狂欢日。

2017年，淘宝、天猫“双 11”交易额 1682亿元，相
比 9年前增长了 3000 多倍；全国全网销售额超过 2500 亿
元。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狂欢的背后是一场考验。
在距离2010年“双11”结束仅剩30秒时，支付宝核

心账务系统突然传来警报。管理数据库的技术人员大
喊：“所有人立刻关掉非关键应用！”随后，技术人员飞
速写下一行行代码，在成功释放出资源时，离数据库崩
溃仅剩4秒。

从那时起，人们意识到，“双11”需要技术的同步发
展与创新。

支付宝开始搭建云计算技术架构，推动支付系统服
务升级。2017年，仅“双 11”一天，全球消费者通过支
付宝完成的支付总数就高达 14.8 亿笔。而今年“双 11”，
支付宝还将提供9个境外本地钱包。

物流也在“双11”的一次次考验中不断改进。
据统计，从2013年到2017年，天猫“双11”期间单

日物流订单量从1.52亿攀升到8.12亿，而配送1亿个包裹
的时间却从9天下降到了2.8天。今年“双11”，菜鸟智能
物流骨干网包括了全球3000万平方米的仓库、300万物流
人、超20万物流车和逾50架次货运包机；圆通则投入近
40套自动化分拣设备；申通投入使用超过14个新建及改
扩建的转运中心，新增日均快件处理能力1000万件……

“双 11”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大协作。正如张勇所言，
“双11”是集中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数字经济力量、展示数
字创新成果的一天。

巨大的中国市场
“你们怎么都没有人在？得赶紧挂个横幅！”2009 年

11月11日的凌晨，正在睡梦中的范萍萍，被天猫客服的
电话叫醒。

回想起参与第一次“双 11”的情景，罗莱家纺天猫
店负责人范萍萍说，“我们当时还不清楚‘双11’是怎么
回事，提前备好货后，就正常下班了，当晚都没人值
班。”

范萍萍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场线上促销，当天的营
业额达到三四十万元，与线下的大型活动不相上下。“我
们当时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参与的，没有太多期待，结
果令人惊喜！”范萍萍回忆道，“2012 年集团开始重视

‘双 11’，我们提前半年多就开始备货、策划营销亮点。
那一年，我们在天猫‘双 11’中的销售额一下子涨到
9600万元，在家纺行业中排名第一。”

2009 年同样尝到“双 11”甜头的还有丹麦绫致时装
集团下属品牌杰克·琼斯，该品牌创下了单店最高销售
500万元的纪录。

绫致时装集团电子商务技术总监乔尼说，借着“双
11”的契机，绫致时装不断摸索，逐步实现了线上订单
线下发货，大大缩短整个准备周期以及消费者的收货周

期。
“双11”让海外品牌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商机，更多的

海外品牌开始通过电商进入中国。
为迎战今年“双 11”，澳洲大药房从 5 月就开始筹

备，6月订货备货，目前，800万件商品正待出仓。“我们
期待更健康的成长，希望中国消费者继续信任我们。”澳
洲大药房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詹惠惠满怀期待地说。

2015年9月，澳洲大药房和天猫国际签署协议，进入
中国市场。同年 11 月 1 日上线，成为当年天猫“双 11”
的销售黑马。

“当时在没有参与预售的情况下，我们成为首个销售
额破千万的商家！”回忆起2015年第一次参与“双11”的
情景，詹惠惠仍激动不已。“‘双11’当天中午，货差点
卖空了，真是完全没有想到！”

说起为何将目光投向中国市场，詹惠惠表示，“中国
市场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我们对中国市场
的看法很乐观，这也是我们近年来大力发展中国市场的
原因。”

詹惠惠的想法已是一种共识。美国 《华尔街日报》
网站曾报道称，“中国消费者的影响力有多强？‘双 11’
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10月 30日，中国国际商会、德勤、阿里研究院共同
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跨境电商等渠道的兴起，中国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渗透率 （指通过跨境电商购买进口商品
的人数占网购消费者人数的比率） 从 2014年的 1.6%迅速
攀升至2017年的10.2%，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进口电商消费
国。

11 月 2 日，来自印尼、丹麦、意大利、英国、西班
牙、加拿大6个国家的部分参与进博会的参展商在上海东
方明珠塔下组成了“全球献礼”体验馆。据参展商介
绍，很多商品通过天猫国际参与今年的“双11”。

2017年，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天猫“双
11”。今年，天猫18万个品牌、数十万款新品、20万家新
零售智慧门店准备加入“双11”购物狂欢。

今年“双 11”预售情况已反映出消费热度。数据显
示，天猫“双11”预售期间，近8万台新车被预定，相当
于 30 个 4S 店一年的销量，其中 90 台一口价 26.59 万元的
路虎极光售罄，商家紧急调拨库存；肯德基经典爆款吮
指原味鸡已售出近100万块；兰蔻、雅诗兰黛、欧莱雅等
8个美妆品牌预售额已破亿元大关……

属于全球的狂欢
如今，“双11”购物狂欢节早已不仅属于中国，而是

属于全世界。
在美国纽约，一家潮鞋零售门店张贴的一副中文对

联格外引人注目：上联“买买买”，下联“卖卖卖”，横
批“双 11 快乐”。这烘托出了全球购物狂欢节的热闹气
氛。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通过“国际版淘
宝”——全球速卖通，加入到了“双11”的狂欢中。

巴基斯坦的伊曼一直喜欢网购衣物。他在购物车
里塞满了衣服、鞋子、被子和手表，价格共计 3000 多
元。“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而且送货非常方便。”伊
曼说。

俄罗斯家庭主妇杨琳则打算网购一些东北大豆和江
西蜜橘。她期待着，今年“双 11”多采购一些生活用
品，并称在速卖通上，“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回想起2015年的“双11”，很多俄罗斯人恐怕不会忘
记，“双 11”当天，大量的交易让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外贸银行一度崩溃。为了拯救银行系统，速卖通不得不
主动限流。随后，俄罗斯的银行开始与中国电商平台合
作，优化当地支付体系。

2017 年，支付宝与俄罗斯银行、支付机构提前开展
了密集测试，确保支付系统整体运行平稳。据俄罗斯卫
星网报道，去年“双 11”当日，俄罗斯民众在中国网店
的消费额同比增长了4倍。

“双11”让不少国家的基础设施得以升级。
高美新从巴西圣保罗来到中国已经5年。她说，来中

国之前，巴西的网购还很不发达，主要原因是物流费用
高且速度慢，通常在两个城市间邮寄包裹需要 3周时间。
后来回国后，高美新惊奇地发现，很多巴西人开始网
购，而且是在中国网店购物。让当地网购提速的重要力
量正是中国电商平台。据速卖通相关负责人介绍，速卖
通帮助拉美地区的邮局改造硬件，实现机器化分捡，可
将物流耗时缩短10多天。

今年，通过速卖通购物的用户，有望最快在3天内收
到包裹，大促商品在 15天内签收。此外，菜鸟物流在俄
罗斯莫斯科、西班牙马德里、法国巴黎的海外仓均已开
始备战“双11”。菜鸟物流表示，欧洲一半市场可实现72
小时送达。

从“双11”中受益的还有全球各地的卖家。
“‘双11’拯救了我们！”曾因橡胶价格下跌而苦恼

的泰国橡胶种植者，因为中国消费者对泰国乳胶枕头的
偏爱，收入比以前提高了3到4倍。

一个小创意为何能变成全球狂欢节？在最近的一次
演讲中，张勇这样说道：在中国改革开放 40年的高速发
展中、在充满机遇的经济大环境中，我们才能一路走下
去，创造出不一样的“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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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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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

从小创意变成全球大节日
潘旭涛 高 虹 周芳霞

2017 年 11
月，在挪威首
都奥斯陆，各
种“双 11”促
销广告纷纷出
现。中国“双
11” 已 然 传 到
了万里之外的
北欧小国。

新华社记者
梁有昶摄

2016 年
11月7日，俄
罗斯莫斯科
大学学生奥
列格（左）和
亚历山大查
看“双 11”促
销 活 动 页
面。

（资料图片）

2014 年 11 月 ，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上 的 “ 双 11” 广
告。（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