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7年“双十一” 购物节的大幕
已经落下， 各电商平台陆续披露当日
交易数据。 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双
十一” 交易量、 交易金额同比上升。
“双十一” ———由中国电商造出来的网
络购物节演变成了一场全球商业盛宴。

2017年11月12日0点0分，2017天
猫“双11”全球狂欢节的成交额在数据
大屏定格：1682亿元， 全球消费者通过
支付宝完成的支付总笔数达到14.8亿
笔，比去年增长41%。

其中阿里巴巴旗下全球速卖通（国

际版淘宝，面向海外网购群体）从北京
时间11日下午4时开始，仅过了3小时50
分， 该平台的支付订单数突破1000万
单。 在科技和大数据驱动下，“双十一”
购物节这一中国现象引发全球共振。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生产了丰富
的商品，电商平台是连接世界贸易的重
要方式之一。” 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总
经理沈涤凡认为，许多国家的消费者可
以在速卖通上享受和中国消费者一样
丰富的商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健表示，

中国电商平台全球化的布局正一步步
深入。“全球买、全球卖这种全球范围内
的商品流动能更大程度激活和唤醒全
球消费市场，对全球零售业是非常大的
利好，也为中国制造提供更多机会。”

与此同时， 大批国际品牌也瞄准
“双十一”，因为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的
地位举足轻重，而中国经济稳定带来百
姓的消费能力也让全球商家眼红。根据
此前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全世界超过
14万品牌投入1500万种货品将参与天
猫“双十一”的全球狂欢。

从奢侈品到日常用品，从服装到食
品，从北欧冰原到地中海阳光，中国电
商炮制的“双十一”业已成为各类海外
品牌在中国市场的“T台秀”。

法国护肤品牌萃植美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国外的品牌来说，“双十一”的巨
大成功影响到他们。 该公司在一个月前
就开展了一系列导购造势，“双十一”对
企业的销售业绩增长有很大影响， 从线
上来说，业绩可以增长5至10倍。

泰国Napattiga董事长韩智康说，
“中国的市场很大， 电商这一渠道让我
们的产品有机会直接与中国消费者见
面，这比我们常用的传统贸易形式更有
效，中间费用也相对低。”

从“独乐乐”到“众乐乐”，“双十一”
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的
影响力提高而在全世界走红。在全球商
业市场并不景气的情况下，“双十一”这
个“中国制造”的商业盛宴已成为全球
商业市场难得的购物狂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电商交易额

再创新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截至

11日24时，受到网友追捧的“双十一”
网购节落幕， 天猫商城11日全天成交
额再次刷新纪录达到1682亿元， 京东
商城累计下单金额超过1271亿元，苏
宁易购全渠道销售迎来163%的增长。

“双十一”我国电商交易额再创新高。
据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介绍，

天猫商城无线成交占比高达90%；产
生的物流订单量达到8.12亿单； 参与

“双十一” 的全球网民覆盖了225个国
家和地区。

据京东商城数据统计显示，11日
当天的订单已有85%实现当日生产出
库，其中，全国仓库发货量、生鲜仓库
发货量、 中小件仓库生产订单量均大
幅超过去年“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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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马尼拉11月12日电 当地时
间11月12日下午，应东盟轮值主席国菲
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乘专机抵达马尼拉，出席12日至14
日在这里举行的第 20次中国-东盟
（10+1）领导人会议、第20次东盟与中日
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2届东亚峰
会，并在与会后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等政府高
级官员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鉴华、驻
东盟大使徐步等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东盟成立50周
年、10+3合作启动20周年。 当前本地区保
持稳定、合作、发展，在乍暖还寒的全球经
济中是稳定增长极，也给复杂多变的世界
形势注入稳定力量。中方愿同各方在东盟

发展的新起点上规划未来，团结合作，打造
更紧密的周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指出，当前中菲关系保持健康稳
定发展态势，符合两国和地区人民的共同利
益与期待。我愿同菲方领导人就进一步巩固
友好交换意见，在双方发展需求契合的领域
深化合作，为中菲长期睦邻友好夯实基础。

出席会议期间，李克强将同东盟国家

领导人共同庆祝东盟成立50周年，出席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并
同与会部分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访问菲律宾期间，李克强将同杜特尔
特总统举行会谈、 见证双方合作文件签
署、共见记者并出席双边合作项目奠基和
开工仪式。李克强还将会见菲参议长皮门
特尔和众议长阿尔瓦雷斯等政要。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
讲话启示⑥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最非凡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
坚持，不是久经磨难，而是永葆初心。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大就要有大的样
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话语，既是豪迈的
宣示， 也是深沉的鞭策。 从5年前同中外记者见面谆谆告诫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到这次语重心长强调“大就要有大的
样子”，始终贯穿不忘初心的情怀，饱含不负使命的决心。

96年前那个诞生于上海石库门、党员总数不足60人的新生
政党，已发展壮大为一个拥有8900多万党员、领导13亿多人口
大国的世界第一大党。如果说，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宏伟事
业；那么，让一个党员人数比许多国家人口数量都多的大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更是世界级挑战。以世界大党的样子引领新
时代，以世界大国的胸襟奔向新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
励我们，中国共产党有创造奇迹的意志，有自我革命的决心。立
志大国大党，以身许党许国，重任在兹，舍我其谁？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何谓其大？在斯诺笔下，“坚忍卓
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党的样子是“兴国之光”，是大
抱负。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党
的样子如磐石之坚，是大担当。进入新时代，5年全面从严治
党，党的面貌“一年一个样，五年大变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书写了我们党的大贡献。“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党的十九大庄严阐述中
国所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展现我们党的大视野。“始终做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 铿锵誓言见证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大格局。“中国共
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不变信念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胸怀天下的大境界。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 如何成其大 ？ 打铁必须自身
硬。 “永远做人民公仆、 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 我们要认
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共产党人赋予的新内涵。“勇
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我们要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要求。面对党员
结构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如何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面
对新思想开启的新征程，怎样才能让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直面这些新课题，我们党才能经得起风浪考验，始终保持
一个大党的风范，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
个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殷殷勉励。我们是大国执政的
大党，党的样子不仅关系党的命运，而且关系国家的命运、人
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们党也将为迎接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新征程。愿复兴路
上的“强党方略”，为我们锻造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带领人
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载11月13日《人民日报》）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苏原平）
“体彩公益金·大众排球系列活动”大众排
球走进新闻出版界（长沙站）12日在省体
育局气排球馆落幕。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
管理中心主办， 为期两天。 省新闻广电
局、湖南广播电视台总台、省体育记者协

会、 红网等7支新闻媒体代表队参赛，体
验气排球运动带来的乐趣。

省体育局副巡视员、 省排球协会主
席曾伟介绍，气排球融健身、娱乐、竞技
于一体，可增强体质、愉悦身心，希望通
过推广、普及气排球运动，助推我省的全
民健身热潮。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员 钟意）11月12日， 随着一场火
热的城市定向深度体验活动在津市完
赛，“健康湖南·动起来”2017全民健身
大赛季首发站津市站也圆满落幕。

全民健身大赛季津市站持续了两
个月， 包含三项时下热门的全民健身
项目———电子竞技邀请赛、 3V3篮球
赛以及城市定向深度体验活动。 据了
解， 津市站电子竞技邀请赛有9支队伍
参加， 3V3篮球赛参与队伍多达32支，
收官活动城市定向则有500余名民众
奔跑其中。 三个活动各有特点， 满足
了不同人群对健身娱乐的需求， 受到
津市老百姓的点赞。

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总经理、 五环

集团董事长陈彬介绍： “在全民健身
的国家战略下， 在互联网思维的基础
上， 我们打造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健康湖南·动起来’ 全民健身大赛季
这一全新赛事IP。” 他表示， 举办全民
健身大赛季活动， 给了举办城市展示
的机会， 也让群众有了享受的舞台。

随着全民健身大赛季津市首发站
活动的落幕， 全民健身大赛季的会旗
传递到了活动第二站： 邵阳县人民政
府。 据了解， 全民健身大赛季邵阳站
将于11月下旬在邵阳县开幕。 从2018
年开始，“健康湖南·动起来” 全民健身
大赛季将以每年5站的规模巡回举办，
在三湘四水传递全民参与、 全民娱乐
的体育运动精神。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王
亮）“首届冬季奥运会在哪一年举行？
蛙泳的游泳姿势有下述哪些要求？”
2017长沙市全民健身知识大赛总决赛
今天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 10名
参赛选手面对面展开健身知识大比拼，
争夺最终的冠军。

本次大赛由长沙市体育局主办，
长沙市全民健身管理指导中心协办。
比赛以“全民健身、 体育训练、 奥运
常识” 为试题范围， 旨在普及大众体

育知识， 推动全民健身， 促进社会体
育事业的发展。

据介绍， 2017长沙市全民健身知
识大赛线上答题系统10月28日上线，
11月8日结束， 共吸引了来自全省各
行各业的5500余名健身爱好者参与，
最终线上答题取最好成绩前10名选手
晋级本次线下决赛。

线下总决赛答题分五关进行， 经
过近两小时的激烈比拼， 张广明笑到
最后， 获得终极大奖。

当天快件量同比增长31.5%

达3.31亿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家邮

政局监测数据显示，“双11”当天，主要电
商企业全天共产生快递物流订单8.5亿
件，同比增长29.4%；全天各邮政、快递企
业共处理3.31亿件，同比增长31.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说，今年的
“双11”依然保持消费旺势，出现国内国
际联动、城市农村互动的局面，快递业在

“双11”面临业务量和服务质量两方面的
巨大考验。预计“双11”期间，邮政全行业
将投入近300万人、3000万平方米场地、
9万辆干线运输车辆和90余架全货机，
行业能力储备较日常增加了3到5成。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33 4 6 2 9 0 9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6975501.0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09 2 6 2
排列 5 17309 2 6 2 1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全民健身大赛季津市站落幕
打造湖南本土全新赛事IP，未来每年举办5站

健身知识大比拼
长沙市全民健身知识大赛总决赛举行

� � � � 11月11日，中国高尔夫球“一姐”冯珊珊在2017蓝湾大师赛中将冠军收入囊中，
从而第九次夺得了LPGA冠军奖杯，同时登顶世界女子高坛第一宝座。冯珊珊也成为
中国大陆首位成就世界第一排名的高尔夫球手。 图为冯珊珊手捧冠军奖杯合影。

新华社发

大众排球走进新闻出版界

李克强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并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电商造全球商业盛宴

新华社发

“双十一”狂欢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曝光70余个恶意程序

多潜藏在诈骗短信中
据新华社天津11月12日电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通

过自主监测和样本交换形式共发现73个窃取用户个人信息
的恶意程序变种，感染用户近3万个。该类病毒通过短信进行
传播会私自窃取用户短信和通讯录，对用户信息安全造成严
重的安全威胁。恶意程序目前已攻击影响了黑龙江、江苏、安
徽、内蒙古、山东、浙江等地用户的手机，其中黑龙江感染用
户数量最多，达21284人。

冯珊珊加冕世界第一高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