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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华侨华人
创业发展洽谈会
在武汉举办
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武汉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第二十一届华侨华人创
业发展洽谈会（简称华创会）11
月 16 日在武汉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
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他肯定广大侨胞在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作出的巨大
贡献，
希望广大侨胞发扬爱国爱乡
的光荣传统，
积极投身我国重大战
略实施和中外友好合作交流。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
侨办主任潘岳在讲话中号召广大
侨胞永葆赤子情怀、做中华民族
大团结的坚定维护者，凝聚侨心
侨力、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有力
推动者，促进交流互鉴、做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者，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届华创会以“万侨同心、联
通世界”为主题，吸引 500 余名海
内外嘉宾参会。
（新华）

老挝总理：
将确保
在老中国公民和
华侨华人防疫需求
中国援助老挝新一批新冠疫
苗 11 月 17 日运抵万象机场。老
挝政府总理潘坎在交接仪式上
说，老方将确保在老中国公民和
华侨华人防疫需求。
潘坎说，
中方对老抗疫援助充
分体现了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
精神。中方对老援助疫苗不仅有
力保障老方实现今年全国 50%、
明年 80%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
也为老挝下一步开放人员入境、
恢复经贸往来、推动经济复苏打
下坚实基础。老挝党和政府将永
远铭记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无私
援助，
并将同样本着命运共同体精
神，
一如既往确保在老中国公民和
华侨华人的防疫需求。 （新华）

巴拿马明年起
将春节定为
全国性节日
巴拿马政府 11 月 12 日宣布，
从 2022 年起将中国农历新年定
为巴拿马全国性节日，并将春节
庆祝活动融入巴拿马的国际旅游
推介计划。
巴拿马国家旅游局长伊万·埃
斯基尔德森在新启用的巴拿马会展
中心举行记者会说，
目前巴方正与
中国驻巴使馆和拉美其他国家华
人社团就 2022 年春节庆祝活动推
广方式进行协商。预计庆祝活动
将带来超过1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巴拿马文化部长卡洛斯·阿
吉拉尔向新华社记者介绍说，华
人 抵 巴 可 以 追 溯 到 19 世 纪 中
叶。目前有超过 20 万华人居住
在巴拿马。华人的存在对巴民族
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将春节定
为巴拿马全国性节日，目的是让
巴拿马成为拉丁美洲所有华人家
庭的一个聚会点，让他们可以像
在中国那样过年。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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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历程昭示伟大复兴前景
锚定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
——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我驻外人员热议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海外
华侨华人、留学生和我驻外人员
纷纷表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的举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
远历史意义，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篇里程碑
式的重要文献，激励中华儿女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
奋斗。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蔚东表
示，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大
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
历史意义的会议，将产生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全面总结了中共百年历史
成就和宝贵经验，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华人华
侨联合会会长白义说，全面总结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让人们更深入了解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将
激励海外华侨华人继续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津巴布韦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会长王新举表示，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海外华侨华人感到无比骄傲
和自豪，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继续作出贡献。
突尼斯华人华侨协会执行
理事长黄聪说，十九届六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是对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全面总
结。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海外
工作生活的中国人民族自豪感
越来越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
命。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在减贫、抗击新
冠疫情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赢得
了世界广泛赞誉。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王俊晓表示，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取得了彪
炳史册的伟大成就。现在，中国
共产党正以乘风破浪的豪迈气
概，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行进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征程上。相信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明天必将更
加灿烂辉煌。
新西兰智库国际展望联合
会秘书长陈谦均说，十九届六中
全会的举行受到世界高度关注，
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为全人类深入思考
向哪里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提
供了方向和实践参照，也为广大
发展中国家寻求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带来启发。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华
助中心主任杨彩平说，十九届六
中全会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
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
议。会议总结历史，面向未来，
激励斗志，
催人奋进。
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
会长夏杨说，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
光辉历程，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作为
一名留学生，他将学习前辈们的
崇高精神，为报效祖国刻苦学
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不懈奋斗。
全芬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主席、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生
袁巩生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海外
留学生将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积
极宣传中国文化，坚定维护国家
利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继续奋斗。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总学联
主席、澳国立大学商学院学生詹
修宸表示，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决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海外留学
生将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刻苦
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相信在过去一百年赢
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赢得新的伟大胜利和荣
光。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中国
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说，十九
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具有里程碑
式的历史意义。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
斗、不懈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海外中资企业将继续
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化发展，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据新华）

海外仓助力西班牙“双十一”购物节
由阿里巴巴旗下跨境零售
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发起的“双
十一”购物节已渐渐被欧洲消费
者接受。在西班牙，随着越来越
多商家参与，
“双十一”大促正在
成为与“黑色星期五”类似的消
费者狂欢日。
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中午，
在距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70 公
里的瓜达拉哈拉市，近百名员工
正在菜鸟网络所设立的海外仓
中紧锣密鼓地工作着。会议室
里的屏幕上，当日的实时单量不
断刷新，已经达到近 3 万单。菜
鸟马德里海外仓负责人倪佩剑
说，
“ 双十一”期间，海外仓需要
处理的订单数是平时的十倍之
多。
为应对暴涨的单量，马德里
海外仓提前两周进行了人员培
训及物流耗材准备，并将员工排
成两个班次。倪佩剑估计，要从
11 月 11 日一直忙碌到 18 日，才
能完成“双十一”期间所有订单
的出货工作。
新冠疫情暴发后，西班牙的
电商行业快速发展。针对这一
现象，速卖通联合菜鸟对当地海
外仓的运营能力进行扩展。今
年，马德里海外仓面积从 5000
多平方米扩大至超过 30000 平
方 米 ，备 货 量 增 加 了 200% 以
上。今年截至目前速卖通的订
单量累计达 200 万单，较 2020 年
全年增长 60%。菜鸟预计，今年
“双十一”期间海外仓订单比去
年同期增长超五成。

11 月 11 日，
工作人员在西班牙瓜达拉哈拉市的菜鸟网络所设立的海外仓中工作
海外仓的存在不仅为中国
商家出海提供了便利，也大大提
高了包裹投递时效。菜鸟欧洲
海外仓运营负责人康惠明解释
说，如果商家备货在中国，即使
是空运，到达西班牙也需要 6 至
10 天；但通过海外仓备货，80%
的 订 单 能 在 24 小 时 内 完 成 投
递，95%以上能在三天内完成投
递，一些订单甚至可以实现“当
日达”。这样的速度为“双十一”

大促提供了有效的物流保证。
除在西班牙设立三家海外
仓外，菜鸟还在马德里建立了一
家全自动专业分拣的分拨中心，
今年 10 月已投入使用。公司在
西班牙的自提柜业务也在不断
扩大，目前已部署近 400 组自提
柜，计划明年 3 月底前达到 1000
组。
西班牙在速卖通全球市场
中位列前三。目前除线上业务

外，速卖通还在马德里、巴塞罗
那等城市开设了六家线下零售
店，这些线下店面在“双十一”当
天也组织了促销活动。
速卖通西法负责人王长辉
说，西班牙消费者网购最青睐
3C 数码、日用家居、运动健身、
户外等类型的产品。菜鸟海外
仓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母婴类
和美妆类商品近期也在热销。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