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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中国电商平台将 11 月 11
日定义为“购物狂欢节”，进行打折促销
活动。由此，每年的11月11日成为中国
消费者的网购福利日。近几年，随着“双
11”的规模与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一购
物节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外商的关注。

“双11”购物节能够发展到如此规
模，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和世界网络大国的身份完美结合的产
物。其中，建构在网络技术之上的电
商，更是在管理、物流、品牌建设等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双 11”购物节的影响力不
断提升，越来越多外商开始投入大量
精力备战“双11”，以期在这场消费盛
会中分得一杯羹。中国市场的巨大潜

力是“双 11”购物节吸引外商的重要
因素。当今的中国市场具有以下特
质：规模大，这源于近 14亿人口的需
求；多层次，随着人民收入水平不断
提高，国内消费不断升级，消费也在
向多层次快速演进；多元化，很多个
性化、小众化的产品销售也不错，为
商户的多样化经营提供了巨大空间。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双11”购物
节在中国经济发展乃至国际贸易中承
担的角色也有了改变。以最近几年的
销售规模看，“双11”购物节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作为衡量国内消费结构、消
费水平和前景预测的一个重要指标。
同时，“双11”购物节对于促进国际贸
易尤其是中国的进口贸易具有积极作
用，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品牌。

10年来，“双11”购物节的规模呈现
出持续扩张的态势。不过，正如经济运
行有周期，购物节体现出来的大众消费
热潮也不可能无限扩张。因此，接下来，

“双 11”购物节的扩张速度会有一定调
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网络基础设施
的升级以及电商经营能力的提升，消费
者购物的便利性和精准性还会提升。

“双11”作为不可替代的购物狂欢节，未
来发展前景依然明朗。

为保证“双 11”购物节的影响力
与效益，电商平台与政府都应采取一
定措施。电商平台要避免恶性竞争，
不能完全依赖低价，更不能虚构原
价，采取先涨价后降价的方式进行虚
假促销。电商平台要从产品和服务的
质量上下功夫，打造令消费者和商家

信赖的平台，实现三方共赢。另外，
电商平台也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
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树立良好社
会风气的重要贡献者。政府要做好监督
和服务工作，保障电商平台合法经营，
公平竞争，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同时，
保障消费者权益，让消费者真正买到安
全可靠、货真价实的商品。

（沈丹玲采访整理）

上图：随着“双 11”网购高峰的
临近，连日来，在安徽省阜阳市青年
电子商务产业园内，一批入驻的电商
企业抓紧时间腾仓扩容，备足各自的
网销主打产品。图为员工正忙着根据
网购订单配货。

王 彪摄 （人民图片）

“全球最大的采购供应平台”

“众所瞩目的是，今年进博会的采购商规模超过 50
万，境外采购商超过7000人，是全球最大的采购供应平
台。”与诸多外媒一样，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禁不住赞叹第
二届进博会规模空前。

《纽约时报》 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家公司
派出了代表，或在上海巨大的会展中心开设了展位。

《华尔街日报》 等主流媒体均注意到，参展的美国企业
达到192家，居各参展国首位。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的报道指出，今年美国企业对进博会的积极性相当
高，参展美企的数量高于去年，美国公司仍然热衷于在
中国开发商机。

与去年相比，欧洲国家今年参与的热情更高，参展
规模也更大。据中国商务部消息，在本届进博会国家展
的 64个参展国中，来自欧洲的国家多达 17个，参展国
家数量仅次于亚洲。法国、意大利、捷克、希腊等4个
欧盟国家还是今年的主宾国。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今年以主宾国身份亮相进博
会，与中国在农业、旅游、文化等方面签订多项协议。

德国新闻电视台报道称，参加本届进博会的德国企
业超过100家。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和外贸大国，德
国在第二届进博会上的展位面积位居所有参展国 （地
区） 的第三位。

据希腊雅典通讯社消息，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亲率
由 68 家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参加本届进博会。本次参展
的希腊企业涵盖了能源、旅游、航运、建筑、制药和农
产品等领域。

“进博会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贸和商业平
台。”俄新社援引莫斯科市国际关系发展司副司长叶夫
根尼·德里泽的话称，“这一次，仅莫斯科市就选中了15
家创新公司参展，以期在多个领域展现高新科技产品。”

“中国是一个守信的国家”

在去年进博会期间举行的双边活动中，中国同有关
国家达成 98项合作事项。如今，23项已经办结，47项
取得积极进展，28项正在加紧推进。中国的守信令世界
印象深刻。

《俄罗斯报》 评论认为，中国重信守诺，以对外开
放的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自由贸易秩
序。文章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成为一个独特
的“风向标”，指明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方向。一年
前，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期间宣布了一系列扩大
对外开放的新措施。如今，从减少外国投资的负面清单
到通过外商投资法，从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再到科创板
试点注册等，所有承诺的措施均已在实践中得以充分
落实，由此吸引越来越多外国制造商积极寻求进入中
国市场的机会。

中国的守信赢得了回头客。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指出，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杰克·帕克表示，“从去年参加了进博
会的美国公司那里，我们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中
国通过去年的进博会所敲定的大量采购工作，都得到了
充分的执行。”“这些商业机会提升了美中贸易会成员参
与2019年进博会的兴趣。 ”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旨在
对外展示中国的开放性市场，他告诉世界领导人和商业
领袖们，中国将兑现承诺，向外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
北京一直在为优化在华外国企业的商业环境做努力。例
如，通过相关法案，中国将提前一年，于 2020 年取消
金融领域外资股比限制。新加坡 《联合早报》 则刊发

《中国说出来的话都是要算数的》 一文称，习近平主席
在进博会上强调，中国是一个守信的国家，过去一年
来，首届进博会上提出的开放措施已经基本落实。

“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前哨”

“坚持多边贸易”“削减贸易壁垒”等，成为路透
社、美联社、《纽约时报》 等各大媒体报道第二届进博
会的关键词。路透社注意到，中国强调各国应该努力打
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法新
社称，中国呼吁世界经济应坚持“拆墙而非筑墙”，与
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批评了单边主义行为。彭博社报
道称，中国重申将坚持扩大开放，维护世界贸易秩序。
西班牙埃菲社报道，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开幕式上表明
了中国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立场。

“开放”无疑是进博会上最响亮的声音。《俄罗斯
报》报道称，进博会不仅是一个展览，它还是中国改革
开放进入新阶段的象征。《读卖新闻》 特别指出，中国
正在向世界展示更加开放的姿态。

“进博会将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入中国市场
创造新机遇。”《哈萨克斯坦商业报》认为。

柬埔寨《高棉时报》刊文指出，第二届进博会是中
国主动开放市场的重要举措，必将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
入新动力。“第一届进博会加强了我们对中国营商环境和
政策的信心，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国内持续增长的市场需
求；第二届进博会则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推出和展示搭
建平台，这显示出中国实施自由贸易的决心和信心，并将
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国内消费水平。”

“进博会向世界发出信号，在全球贸易摩擦不断、
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将继
续开放市场。”《俄罗斯报》 这样评价第二届进博会，

“盘活国内经济的发动机，促进国际贸易的前哨。”

上图：11月6日，在进博会装备展区，一组正在进
行作业演示的焊接机器人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国际舆论热议第二届进博会

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本报记者 张 红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
举行，155个国家和地区及 26
个国际组织参加。“大江大河奔
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
的”“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
家都来看看”“中国将张开双
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
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的声音铿锵有力，作出的承诺振
奋人心。国际舆论认为，第二届
进博会为不稳定不确定的全球
经济注入活力与动力。

国 际 论 道国 际 论 道

“双11”十年 外商也想分杯羹
受访专家：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综合室主任 姚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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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商报》报道，去年“双11”，中国的电商平台赚得
盆满钵满。西方的著名购物节日望尘莫及。今年，中国人的狂
热购物数据有望再次实现突破。这表明，经济放缓和贸易摩擦
并没有给中国普通消费者的购物欲造成负担。报道还指出，许
多德国制造商和经销商尚未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据美国零售媒体《连锁时代》报道，中国的“双11”购物
节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盛会之一，美国的零售行业应该拥
抱中国的“双11”活动。报道指出，美国本土有大量了解“双
11”的中国游客、学生和华人，也开始有更多的商家接入中国
的移动支付。这意味着，美国本土有条件加入这一全世界的消
费盛会。

英国牛肉23年后重回中国餐桌

近日，在中国解除进口英国牛肉的禁令后，英国牛
肉将重新回到中国的菜单上。第一批牛肉将在圣诞节前
运抵中国。据估计，英国对华牛肉出口的价值在今后5年
将达到2.3亿英镑。

23年前，英国爆发疯牛病后，中国实施了对进口英
国牛肉的禁令。在最终批准解除禁令前，中国政府派检
疫人员奔赴英国的农场和加工厂，实地检测牛肉的安全
性。英国什罗普郡和北爱尔兰各有一家公司获得批准，
第一批牛肉将于数周内离开英国。

英国环境大臣特雷莎·维利尔斯说：“这一里程碑式事件
标志着朝向释放英国牛肉产业的全部潜能迈进一步。”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中国科技公司出招应对偷拍

对世界各地的女性而言，被偷拍都是侵犯个人隐私的
恼人行为。近日，为应对偷拍问题，中国的科技巨头推出了
一些新的手机功能，帮助用户检测隐藏的摄像机。

这些中国科技公司推出的隐私检测功能，都基于相
似的技术。大多数隐藏摄像头是遥控的，需要连接互联
网。用户在使用检测功能时，只要连接到无线网络，就
可以检测到隐藏的摄像头。这为用户的隐私保护、居住
安全提供了有效保障。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报道

海 外 声 音

中国赴日游客同比增长14.8%

在世界各国往返日本的飞机航班数量排行榜中，中
国时隔10年再次居于首位。如今每周往返中日两国不同
城市的航班数量已超过 1000 架次。中日两国今年 9 月达
成双边协议，放宽了日本对中资航空公司往返日本航班
的有关规定。

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吸引外国游客4000万人
次，来自中资航空公司的航班增量，将弥补近来韩国航
空公司在韩日关系恶化期间取消的一系列航班。

日本观光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中国赴日游
客达到740万人次，同比增长14.8%，约占日本同期接待
外国游客总人次的30%。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

近日，大连机场开通大连至日本仙台航线。图为大
连机场举行“过水门”仪式。

杨 毅摄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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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借力打造全球艺术中心

在上海一座新建的大型滨江博物馆内，法国巴黎蓬
皮杜艺术中心展示其出借的约100件艺术品。根据与上海
西岸美术馆达成的一项长期协议，未来5年，蓬皮杜艺术
中心将从其12万余件艺术收藏品中选取一部分，在上海
举行一系列展览。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为该项目揭幕后，西岸美术馆于
11月 8日对公众开放。自 1977年在巴黎开办以来，蓬皮
杜艺术中心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当代艺术机构之一。
与西岸美术馆的合作是蓬皮杜艺术中心在欧洲以外开展
的首个重大项目。该中心希望借此项目吸引更多中国游
客到巴黎参观其标志性的总部。此举既是这家法国博物
馆在吸引中国游客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上海
正努力将自身打造为全球艺术中心。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好莱坞愈发重视中国市场

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专家预计，中国将在 2020年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电影票房收入也将从2018年
的 99亿美元猛增至 2023年的 155亿美元。2018年第一季
度，中国电影票房收入首次超过美国。当年中国的票房
总收入仅仅落后于北美市场 （美国和加拿大）。

“在拍摄一个剧本之前，你必须谨慎考虑中国市场的
巨大规模。”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说，“一
部大片的票房有高达 70%或更多来自海外市场而非北美
市场，其中中国占了很大一部分。”

近年来，好莱坞和中国的合作亦是激增趋势。根据
《纽约时报》对电影票房的分析，1997年到2013年，在全
球票房最高的前 100 部影片中，中国只资助了其中的 12
部，但是这一数字在随后的5年间飙升至41部。

——据美国CNBC网站报道

图为《碟中谍6：全面瓦解》电影剧照，该系列电影
由派拉蒙电影公司制作，由中国公司投资并宣传。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