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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年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国年轻一代,把线上销售与公共自行车、扫码支付和高速铁路
一起,誉为“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
。作为消费领域新技术革命的杰出成果,网购走出国门,以“跨境电商”
的身份,在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让我们发扬“亲、诚、惠、容”的中国气度,沿着“统
筹兼顾”的中国路径,让“互联互通”的中国方案造福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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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years ag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all countries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one belt, one road",
called online sales and public bicycles together with sweeping codes and high-speed railways as "great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 a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online shopping goes abroad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with the rol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Let's carry forward the Chinese spirit of "affinity, sincerity,
benefit and tolerance", follow the Chinese path of "overall consideration", and make the Chinese program of
"interconnection" benefit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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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境电商与“数字丝绸之路”
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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