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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博思软件杯”2021全国围棋锦标赛
(女子团体)在福州开幕。据中国围棋协会副主
席华学明介绍，2021全国围棋锦标赛历经 6次
延期，终于在福州顺利落地举办。本次赛事吸
引了来自北京、福建、黑龙江、湖北、河北等 10
个省市的 12 支代表队共 36 名棋手参赛，并吸

引了韩国崔精九段、日本仲邑堇
二段等国外女棋手。中国棋手
以面棋方式在福州比赛，外援棋
手则网络对局。

全国围棋锦标赛(女子团体)
是每年固定的赛事之一，事关联
赛升降级，女子团体前两名升入
女子围甲，最受社会关注和各省
市、运动员重视，吸引了韩国众
多高手，特别是世界级的顶尖女
棋手作为外援加盟，在职业围棋
赛事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意义。本次赛事共 7轮，12支
围乙队伍的前 2 名将晋升 2022
年度的女子围甲比赛。

据悉，博思软件队是福建本
土唯一一支女子围乙队，在2020

女子围乙赛上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此次参
赛不仅派出了杭小童、高若环两位实力棋手，且
吸引了日本女棋手仲邑堇二段作为外援参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福建省围棋协
会、福州市体育局主办，由福建省围棋文化推广
中心承办，福州市围棋协会协办。 张斌 陈坚

8月9日，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
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3.8万平方米的
展厅内，来自 200 多家跨境电商的进出
口商品，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购买。

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贸易机制的
逐步完善、国际物流网络的持续疏通，
跨境电商渠道加快拓宽，越来越多的市
场主体正通过这一渠道实现“买全球、
卖全球”。

站在时代风口迎接新模式
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跨境电商综

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备案企业超过 3
万家。跨境电商大幅降低国际贸易专
业化门槛，一大批“不会做、做不起、不
能做”的小微主体成为新型贸易的经营
者。站在时代风口，他们一方面保留传
统经营模式，一方面迎接新模式洗礼。

伊朗小伙子胡文宇（其中文名）是
波斯印象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的销售
经理。他说，公司主营业务是把伊朗的
地毯、挂毯、手工艺品等销往中国，“以
前主要是在抖音、微信和快手上销售，
这是第一次到河南参加全球跨境电商
大会，希望通过展会结识更多新客户。”

与胡文宇年龄相仿的河南省周口
市鹿邑县盛颜堂化妆用具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振杰，向记者展示了公司生产的
化妆刷。

“原来公司产品出口或通过贸易公
司，或直接出口。现在，通过速卖通、阿
里巴巴国际站、亚马逊等互联网销售渠
道，公司发掘了一批新客户。现在公司

年生产化妆刷 100 万套左右，出口创汇
超500万美元。”李振杰说。

跨境电商新趋势呼之欲出
“唐宫小姐姐！唐宫小姐姐！”伴随着

人群里发出的惊呼，一位外国男士和“唐
宫小姐姐”同框的画面映入参会者眼帘。

在河南云海丝路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的直播现场，一中一外两名主播正通
过TikTok向海外受众介绍河南博物院
的文创产品。

公司创始人张淼介绍说，公司去年
3月刚成立，主要做河南文化出海，现有
主播千余人，“平常整场的GMV（商品交
易总额）在几百英镑到几千英镑，今天
的销量比以往增加了很多。”

跨境+直播、跨境+医药、跨境+数
字化、跨境+智能化……第六届全球跨
境电商大会上，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
式、新渠道悉数亮相。

跨境医药展区是本届大会的一大
亮点。据一家参展药企负责人介绍，消
费者在全球汇平台下单支付后 2分钟，
药品即可完成通关，随后通过快递邮寄
到指定地点，最快可“次日达”。

在国际物流展区，参展企业涉及物
流技术与装备、新能源技术与车辆、综
合物流服务、多式联运等，涵盖国际物
流、跨境物流、物流管理技术、物流机器
人等物流行业的新理念、新产品、新技
术、新模式，一站式展示仓、运、配物流
全产业链，充分展现国际物流标准化、
规范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风采。

跨境电商：前景可期 问题待解
海关数据显示，2016-2020年，我国

跨境电商规模增长近10倍，有力支撑了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在 9
日的开幕式上，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电子
商务领域取得的成果及对世界的贡
献。他说：“近年来，中国的电子商务产
业实现飞速发展，2020年中国在线零售
贸易额约占全球的50%。中国电子商务
产业的繁荣发展，也为世界其他地区提
供了众多合作机会，约有 42%的中国网
购者曾从国外购买商品或者服务。”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跨境电商能
够取得如此成绩，主要得益于跨境电
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与产业融合持
续深入，出海渠道日益多元，跨境物流
供应链持续延展，产业政策红利不断
释放，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跨境电商政
策框架和制度体系，为全球数字贸易
发展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提供了
有益借鉴。

在全球疫情反复、传统外贸下滑的
大背景下，跨境电商也经历了物流运费
暴涨、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供应链断
链危机等事件。

国务院参事汤敏指出，目前全球跨
境电商面临着地缘政治冲击、经济衰
退、产业链转移、跨境电商商业模式变
化等问题的挑战，跨境电商成功的秘诀
在于数字化转型和优势转型，要抓住小
众细分市场，不断改革与创新。

李丽静 牛少杰

8 月初，欧洲地区迎来新一波热
浪。高温之下，多国能源短缺问题进一
步凸显。为应对挑战，欧洲许多国家纷
纷推出节能举措。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宣布，今年夏
天各部门要制订“能源节约计划”，以应
对电力不足问题。法国能源转型部部
长阿涅丝·帕尼耶—吕纳谢通过媒体宣
布了一些先行措施，包括商店“开空调
不敞门”，鼓励大型零售商降低光照强
度，夜间停止通风，遵守室内温度要求
等规定。法国政府还规定，在凌晨 1时
至 6 时，除车站、机场以外的公共场所
禁止使用广告牌照明。帕尼耶—吕纳
谢表示，法国的目标是未来两年内实现
在2019年基础上减少10%能耗的目标。

与此同时，德国柏林已开始关闭部
分建筑的夜景照明，汉诺威宣布关停所
有公共建筑的热水供应，奥格斯堡也关
闭了公共喷泉。西班牙政府则要求企
业、餐馆、博物馆等场所严格遵守室内
温度要求，夏季空调温度不得低于 27
摄氏度，冬季空调温度不得高于 19 摄
氏度，商店橱窗的照明必须在 22 时后
关闭，违者将面临 6 万欧元最低罚款。
希腊、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也都开始
推行类似的节能举措。

法国《费加罗报》分析称，极端天气
和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多国电价上涨、今
冬“电荒”风险增大。以法国为例，持续
数周的干旱高温天气导致不少河流水
温增加，限制了核电站冷却能力，再加
上法国电力集团旗下多家核电工厂处
于检修状态，发电量相较往年有所减
少，目前第四季度电力批发价已达到正
常时期的 10倍。此前法国三大能源公
司——道达尔能源公司、法国电力集
团、昂吉集团已联合呼吁民众减少能源
消耗，避免今冬出现能源短缺或能源价
格暴涨。为响应节约能源的号召，包括
家乐福、欧尚在内的多家大型商超共同
发表声明，将从 10月 15日开始减少电
力和天然气消耗。主要做法包括超市
关门即熄灭照明标志，备货期间将销售
区域的照明减半，调整室内温度等。在

能源节约新规下，法国的购物中心和商店等公共设施必
须遵守“开空调不敞门”的规定，否则将面临最高 750欧
元的罚款。

很多欧洲民众也已经开始采用电力公司给出的节
电建议和网上流行的小妙招，例如减少使用耗电量大的
家用电器，尽量多利用电炉和烤箱的余温，彻底关掉电
器避免待机状态费电，充分利用太阳能等。

为应对能源短缺问题，欧盟成员国日前达成协议，
在 2022年 8月 1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期间，根据各自选
择的措施，将天然气需求在过去 5年平均消费量的基础
上减少 15%。欧洲理事会同时强调，各国在制定节气措
施时应优先保证居民家庭、基本社会服务设施、关键性
机构、医疗机构和国防设施的用气需求。成员国可以鼓
励发电企业转换发电方式，唤起民众的节气意识，调整
供暖和制冷指标或采取其他市场化方式减少天然气用
量。负责能源事务的欧盟委员会委员卡德丽·西姆松表
示，主动减少天然气需求可以避免在为时已晚的时候仓
促或单方面做出决定。这将有助于以最有效的方式实
现节能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民众和企业的影响。

刘玲玲

8月9日，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村民在侗寨里晾晒稻谷。近日，广西柳州市三
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优质稻成熟，村民们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晾晒稻谷。骄阳下，侗寨里
随处可见丰收的“晒秋”图景。 黎寒池 摄

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

跨境电商加快拓宽中国贸易新通道

亚洲杯中国男排两连胜
9日在泰国佛统举行的2022年男排亚洲杯赛中，中国男排在先

失一局的情况下以3:1逆转击败巴林队，顺利晋级复赛。
首局中国队以领先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但巴林队随后将比分

追上。双方战至27平时，中国队接发球判断失误让对手直接得分，
下一个回合巴林队防下中国队进攻后再得一分，中国队以27:29丢
掉首局。

次局中国队利用对手频繁发球失误以及后半段多次拦网得分，
以25:19将比分扳平。第三局，中国队依然利用拦网确立领先优势，
以25:19再下一局。

第四局，巴林队提高了发球成功率，中国队几次将比分拉开都
被对手追上。局末时刻，中国队主攻张景胤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先
是单人拦网成功，将中国队领先优势扩大到 23:21；随后，他又在中
国队防守成功后扣球得分，为中国队拿到赛点；最后，又是张景胤扣
球得分将比分锁定在25:22，带领中国队以3:1获胜。

中国男排主教练吴胜赛后表示，中国队首局对巴林队的打法不
是很适应，后面逐渐适应后局面改善，但比赛中频繁出现挑战判罚
的情况对队员有影响，队员有时注意力不够集中，虽然比赛取胜，但
是依然存在问题。

本届亚洲杯赛是中国男排在世锦赛前的重要热身。吴胜表示，
与世界男排联赛不太一样，亚洲的对手速度更快，而高度则不突出，
对于中国队主要是如何跟住对手的速度。

根据赛制，取得两连胜后的中国队与巴林队携手进入复赛。按
照赛程安排，中国队随后将与巴基斯坦队和伊朗队交手，争夺四强
名额。林昊

体坛风云

历经6次延期

2021全国围棋锦标赛（女子团体）在福州开赛

图为参赛棋手正在比赛中。 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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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坊镇汴口村郭屋小组郭良庆持有的
林权证遗失，林权证号为瑞金市林证字
（2007）第161502037号，声明作废。

★李文杨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
失，证号：（2015）ZD04010016，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