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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丁电商配送中心，“买全

国、卖全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今年
年初，这家企业与 200 多个主播合
作，为他们提供全品类货源。1800
平方米基地摆满了从全国各地组织
来的服装、鞋帽等各类商品。据负
责人介绍，他们提供给主播的货品
包括四季服装、时尚用品、日用百货
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所有货源
都是他们从全国各地采购而来，或
者直接从厂家订货，省去中间环节，
出货量特别大。

当地企业生产的四季服装产品
也搭乘电商直播的“快车”不断创造
新的销售佳绩。亨帝诗直播中心
70%的商品为自主生产，30%为异地
采购。该企业通过快手、抖音等网

络直播平台进行线上宣传、展示产
品。目前，亨帝诗已积累粉丝60余
万人，成为佟二堡电商产业新模式
的标杆企业。

佟二堡新市镇海宁皮革城直播
中心有四层大楼，各有功能分工，一
层为电商直播旗舰店，二至三层为
电商直播精品网红店，四层为网商
供货基地。目前已入驻商户55家，
24小时开展直播销售。该中心借助
佟二堡海宁皮革城的品牌效应、货
源供应、物流体系、服务配套等资
源，使入驻商户直播销售模式得到
快速发展。自5月初开始试运营以
来，该中心月销售额突破500万元。

灯塔市委常委、佟二堡新市镇管
委会副主任、佟二堡镇党委书记曲仁
刚告诉记者，去年底以来，佟二堡电商

产业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其经营规模
和增长速度在全国均位于前列。围绕
电商产业发展，现已有12家快递分公
司、12家物流货站入驻佟二堡，电商
直接从业人员超过8000人。全镇目
前已有十多家皮装裘皮生产企业开始
转型生产双面呢、颗粒绒等秋冬服装，
以皮装裘皮为主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
悄然变化，由电商引领的第三次转型
升级正在形成。

火热的电商经济让佟二堡电商
尝到线上销售的甜头，越来越多的
当地企业开始转型，纷纷加入到电
商产业发展中来。据悉，佟二堡目
前正在加速建设电子商务产业集聚
区，打造“东北电商城”，不断激发当
地特色产业活力，为县域经济发展
和乡村振兴助力。

佟二堡电商产业发展迸发强劲活力

美国荣鼎咨询公司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中国正在扩张的消费市场对
美国企业很有吸引力。尽管贸易紧张
局势加剧，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仍
在增长。2019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在
华投资68亿美元，比过去两年同期均
值高出 1.5%。其中很多投资项目为
持续数年的建设项目，凸显美国企业
对中国市场具有长期热情。

在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不断放
缓的当下，中国对很多面临本土市场
饱和的国际公司来说意味着新增长
点，中国因此成为美国企业长期投资
的重要目的地。

以咖啡消费市场为例，随着中国
消费者对咖啡的兴趣日趋浓厚，中国
正成为咖啡零售商日益重要的市场。
星巴克咖啡公司正是看准这一商机，

将更多经营重点转向中国。去年 5
月，星巴克咖啡公司宣布了一项跨度
为五个财年、专门针对中国内地市场
的增长计划，每年将在中国内地新增
门店 600 家。不久前，美国超市巨头
开市客中国内地首家门店迎来“开门
红”，让美国企业再次感受到中国消费
市场迸发的能量和蕴藏的巨大潜力。

在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外资

制造业投资项目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正在紧张地施工建设。

总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全球铝
材生产巨头诺贝丽斯公司近日宣布在
华拓展计划。该公司表示看好中国作
为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市场的发展前景，
以及中国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转型
升级的机遇。即便面临中美经贸摩擦，
该企业依然不改加大对华投资的初衷。

看准中国消费者购买力的美国珠

宝零售商蒂芙尼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将
部分限量款珠宝转移至北京和上海的
门店，以方便中国消费者购买。蒂芙
尼还正在升级其在中国的所有旗舰
店，凸显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并
未因中美经贸摩擦而降低。

对以营利为目标的企业来说，中国
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天然吸引力。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8月29日发布的
2019年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市场仍是
一个优先战略目标市场，97%的受访企
业表示今年在华盈利能力有所增强。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
格·艾伦表示，在华经营的大多数美国
企业都明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
将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记者 许 缘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日电

8月以来美单方升级经贸摩擦，相反的是——

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具有长期热情
核心
提示

8月以来，美方单方面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甚至发
出一些鼓动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杂音”。
但基于市场经济原理，中国这一投资热土和消费市场
并未遭受冷遇。相反，有很多美国企业正寻求与中国

建立更密切的经贸联系。

据新华社喀土穆9月1日电
（记者马意翀 郝兆建）记者9月1
日从中国第三批赴苏丹达尔富尔
维和直升机分队获悉，直升机分队
第二梯队60名官兵8月30日抵达
苏丹，与先期抵达的第一梯队 80
名官兵会和。至此，中国第三批赴

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官
兵全部抵达任务区，开始执行为期
一年的维和任务。

第三批维和直升机分队下设一
个飞行连、一个机务连和一个勤务
连，主要担负空中巡逻、战场侦察、
人员输送、伤员转运等15类任务。

中国第三批赴苏丹
维和直升机分队开始执行任务

据新华社多哈 9 月 2 日电
（记者杨元勇）美国政府阿富汗和
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
德1日说，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代
表日前在多哈举行的第九轮谈判
已结束，双方即将在有关阿富汗制
止暴力和阿富汗内部进行谈判方
面达成协议。

哈利勒扎德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说，美国和塔利班即将达成协
议，为阿富汗各派坐下来进行谈判
打开方便之门，以便在阿富汗实现
持久和平。他还透露，他将前往阿
富汗首都喀布尔进行磋商。

2001 年，美国遭受“9·11”恐
怖袭击后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被
美方认定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
班政权。

美国与塔利班即将达成协议

9月1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中国文化中心，白俄罗斯观众体验京剧
脸谱。

中国国家京剧院代表团1日在首都明斯克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京剧艺
术互动讲座。中国国家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吕昆山讲解了京剧起源与形
成、基本功、行当、表演程式等。此次讲座是白俄罗斯“中国文化日”框架
内的活动。 新华社发

中国国家京剧院在白俄罗斯
举办京剧艺术互动讲座

9月1日，在比利时蒙斯，各式战车参加巡游活动。
当日，比利时蒙斯举行战车巡游活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解

放比利时75周年。 新华社记者 王晓郡 摄

比利时庆祝解放75周年

9月1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敖德萨市，执法人员调查枪击事件案发
地点。美国得克萨斯州敖德萨市政府1日表示，8月31日该市发生的枪
击事件中平民遇难者人数上升至7人。 新华社发

美国得克萨斯州枪击事件
平民死亡人数升至7人

开学的日子
据新华社微特稿 利比亚首都的

黎波里唯一通航的米提加国际机场
1 日再度由于遇袭而关闭。联合国
利比亚支助特派团说，这是这座机
场今年 7 月底以来第 7 次遭遇“无差
别轰炸”。

米提加国际机场原是空军基地。
的黎波里国际机场 2014 年在内战中
受到破坏而关闭，米提加机场后来向
民用航空开放，成为首都地区唯一处
于运营状态的机场。

利比亚首都
机场遇袭关闭

据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本周将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会晤，以
期为领土争端寻找突破口。

安倍2日说，他4日至6日赴俄罗
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东方
经济论坛，期间将与普京会晤，希望与
俄方推进围绕“北方四岛”（俄称“南千
岛群岛”）的经济合作和日俄和平条约
缔结谈判。

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
上周说，普京和安倍将讨论双边合作
以及与“敏感问题、即和平条约”相关
的多项议题。

领土争端难解
安倍拟再会普京

据新华社微特稿 巴西总统雅伊
尔·博索纳罗8日将再次接受手术，以修
复先前多次腹部手术造成的切口开裂。

总统医生安东尼奥·路易斯·马塞
多1日为博索纳罗做日常检查时发现
一处切口疝。他告诉巴西G1新闻网
站记者，总统将在最大城市圣保罗的
维拉苏尔医院接受手术。

巴西总统
将再次接受腹部手术

●英国媒体9月2日报道，英国政
府正考虑往海湾派遣无人机，以配
合英国军舰执行所谓“护航任务”。

●据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9月
2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通报，热
带风暴“杨柳”自8月29日起影
响泰国，截至9月2日已造成3人
死亡、1人受伤，共有39857户家
庭受到影响。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9月2日表
示，印度“月船2号”探测器携带
的着陆器当天下午与轨道器成功
分离，开始朝月球表面飞行。这
意味着“月船2号”任务已进入最
后阶段。

●英国教育部9月2日宣布，将大
幅提高新入职中小学教师的薪酬
待遇，计划在2022至2023学年
之前把教师的平均起薪从每年2
万多英镑（1英镑约合1.21美元）
提高到3万英镑。

●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
9月1日签署一项法令，宣布将采
取一系列外汇管制措施以减少金
融市场波动。

●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泽9月2
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总理一职。

●近年来全球自闭症确诊率大幅
上升。据介绍，美国的自闭症确
诊率已从1966年的0.05%增至
目前的约2%，增幅近40倍。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①①：：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两
名学生手持鲜花参加开学典礼。

图②②：：9月2日，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一名老师安慰一名哭泣的一年级新
生。当日是俄罗斯学校新学期开学日。

图③③：：8月27日，在叙利亚大马
士革，两名女孩在集市购买学习用
品，准备迎接开学的日子。

图④④：：9月1日，在约旦安曼，一名
女孩来到一所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
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修建的学校上课。

又是一年开学季，世界各地的
学生们以各自的方式迎接开学的
日子。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2日表示，9月1日，
美国对华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中
第一批加征 15%关税措施正式实
施，中方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机制下提起诉讼。美方的征税

措施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
会晤共识，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中方将根据世贸组织相关
规则，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坚
决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贸易
秩序。

就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对3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产品征税措施，商务部发表谈话

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