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二 责编：
哈欣 美编：
赵刚

6

聚焦

直
直
播
带
货
严
监
管
有
多
严
直播
播带
带货
货严
严监
监管
管有
有多
多严
严
正在风口上的直播带货有了“紧箍咒”——今日起 ，由国家 7 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
行）》正式实施。在“万物皆可播”的当下 ，消费者一直头疼的数据造假、商品伪劣、维权取证等难题 ，有了解决
途径。
本报记者 岳付玉 苏晓梅

直播带货有多火——
每天近 3 亿人看直播

直播带货，顾名思义，就是在网络上做直播
的同时卖货（商品或服务）。近两年来，逛实体
店的人减少了，宅在家里从手机等移动终端购物
的人多了。这种新颖的销售方式，在促进就业、
扩大内需、提振经济、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着积
极作用。

直播带货有多乱——
街头摆摊套路搬上网

直播带货江湖为何乱花迷眼？两个字，为
钱。直播方（某一方或几方）不惜以不合规甚至违

直播市场规模有多大？尼尔森（全球监测和
数据分析公司）去年底发布的《中国直播电商趋势
解读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直播电商规模有望
达到 9610 亿元。第三方艾媒咨询则预计，2021
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将达 12012 亿元。
商务部数据显示，仅 2020 年上半年，全网电
商直播就超过 1000 万场，观看人数超 500 亿。平
均每天有 2.7 亿人在观看 54794.5 场直播。
直播带货有多火？看看“头部主播”
（人气和
带货量最高的一部分主播）的战绩您就明白了。
“话题王”罗永浩此前欠下 6 亿元巨债，去年直播
了大半年，6 亿元还清了 4 亿元。过去一年里，老
罗总共卖出 1349 万件商品。
刚过去的 4 月份，全网直播带货的主播成交
金额排行榜显示：一个月内，薇娅卖出了 32.2 亿
元，李佳琦 17.9 亿元，雪梨 10.4 亿元，驴嫂 5.3 亿

法手段挣快钱、挣大钱，
不乱才怪。
寻根追源，如果您见识过街头巷尾的各种摆摊
吆喝戏码，您就能秒懂直播带货的各种桥段了。
街头摆摊的小商小户，用合法经营的商品填补
我们日常之所需。有时候，酒香也怕巷子深，他们
会以叫卖等形式、折扣等手段，引人购买。这样的
做法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可总有一些商贩为了抓
人眼球，会过度夸张、搞事情，比如发誓“挥泪大甩
卖”，又比如“老母亲或小孩看病急需钱、买了商品
等于帮了忙”……有时候为了营造紧俏气氛，他们
甚至找托。如此种种，这也是直播带货促销套路
的线下原始母版。

之三，刷单。歌手杨坤去年 11 月 8 日直播带
货，遭到卖家报案。卖家委屈：
“杨坤直播结束时，
我们看到销售额超过 122 万，很高兴。但一起直
播的商家电话过来说，我们可能被刷单了，于是赶
紧看了后台的销售数据，特奇怪，当时心就凉了。
果然，第二天买家就开始纷纷退款，
真实销售额应
该只有 4 万元到 5 万元。”
之四，卖惨。3 月份，抖音对“卖惨带货、演戏
炒作”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公示。该公示列出了主
近两年来，各种现象级的直播带货“翻车”话
播卖惨的 N 种套路：
题就没断过。以至于有业内人士感叹：这个圈里
以
“调解感情纠纷”
为名卖惨式带货。如：
“这
盛产各种
“幺蛾子”。
位单亲妈妈之前经常遭受重男轻女公婆的冷落，
之一，卖假货。曾经轰动一时的辛巴带货糖
如今老公出轨拿走了房和车，只剩下这一屋货品，
水燕窝事件，很多人还记得吧。当时，
“打假专业
今天清仓甩卖，希望朋友们帮帮她”
……
户”王海曾在微博上发布“燕窝的真相：一个 50 克
编造离奇剧情博关注带货。
“ 丈夫去世 6 年，
鸡蛋约含唾液酸 1.5 克、蛋白质 6.4 克，售价 1 元人
打工途中又相逢”
……
民币左右；一盏 10 克的特级燕窝约含唾液酸 1
利用同情心
“表演”
带货。主播在直播间内撕扯
克、蛋白质 5 克，售价 180 元左右；一碗 100 克的
推搡
“不能再砍价了，
现在已经赔本几十万元，
这样降
辛巴燕窝糖水含唾液酸 0.014 克，含蛋白质 0，售
价我们团队就要解散了，我不能和你合伙做生意
价 17 元左右。
”
了”
。教乡村小女孩演戏
“卖惨”
，
甚至不惜给孩子滴
之二，刷数据。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去年“双
眼药水、
掐孩子，
让她哭得惨兮兮，
博取消费者同情。
11”前应邀参与某平台举办的一场直播带货活
“一方面，观看人数吹牛、销售数据注水等
动，因主办方直播数据造假上了中消协《
“双 11” ‘影响力’指标的造假，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而
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黑名单。据爆料，这场直
另一方面，恶意刷单、花式踢馆、虚假举报等同业
播结束时 311 万的观众里，只有大约 11 万
人是真实存在的，其他人数都是花钱刷
的，连李雪琴自己也不知道，评论区里甜
蜜地叫她“亲”、跟她热烈互动的“粉丝”，
绝大部分是机器人。

口口声声喊你
“亲”
——
原来它是机器人

元，罗永浩 4.4 亿元，时大漂亮 4.3 亿元。
之前一直不温不火的快手等平台，也因为直播带
货迅速雄起。圈内人士忍不住感叹，三四年前，你根
本想象不到一个做娱乐短视频和娱乐直播的平台，它
的招股书里最大的亮点居然是电商，居然是电商直播
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利润和成交数字，但这就真
实地发生了！
很多商家在低迷的市况下，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扑向了直播带货。很多怀揣致富甚至暴富梦想的人，
也全身心投向了这个充满梦幻和泡沫的星辰大海。
一派繁荣的同时，直播带货的乱象也井喷了：主
播涉黄、卖惨，商品假冒、伪劣，消费维权被平台、商
家、主播相互
“踢皮球”
……整个行业可谓鱼龙混杂。
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 12315 平台共受理
“直播”
类
投诉举报 2.55 万件，其中涉及“直播带货”的投诉占比
近八成，同比增长 357.74%。

较之传统的街头吆喝，网络平台上的叫卖，空间
被无限放大了。想引关注，主播（销售员）口才好显
然更讨巧。您看直播带货“四大天王”，薇娅、李佳
琦、辛巴、罗永浩，哪个不是口若悬河。您再看李雪
琴等脱口秀演员，也都被电商热捧。而那些被寄予
厚望的影视明星，反倒容易翻车（因没了台词剧本，
他们往往嘴皮子一般般，反应又慢）。
想卖得多，商品性价比高是王道。同样的货物，
最好是全网最低，最好是最紧俏，
最好是观看直播时
幸运抽奖抽到的……
如果没有这些“最好”咋办呢？那就炮制出“最
好”
来！于是，
光怪陆离的乱象出现了。

竞争也污染了直播生态。
”
中消协有关人士称。
记者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做直播刷量业务的负责
人透露，现在在线观看、弹幕互动，都可以通过机器软
件完成。比如，通过一些“翻量工具”，将左上角观看
人数、直播关注数、点赞数提升，从而帮助主播增加直
播间人气，以此得到平台更多的推荐量。最近还出现
了新的名为“群控、云控”的直播刷单方法，利用平台
的漏洞和“爬虫”软件，购置多台手机，可以不停刷观
看数，以提高人气。
“ 其实刷没刷，数据后台挺容易就
能发现，比如某主播的直播观看人数达到 20 万，但实
际进店转化数却不到 10 个人。”也就是说，您作为消费
者以为成千上万的人跟自己一起看一个直播、抢着下
单，其实真人可能就您一个！
很多消费者在被套路、被“割韭菜”之后，反过头
来去维权，却发现要么直播视频被删了，要么平台、商
家、厂家、主播之间相互推来推去，耗时耗力，维权成
本高，多数人只得自认倒霉。
去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
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中揭示：60.5%的消费者担心直
播带货的商品质量没有保障，44.8%的消费者担心售
后问题。37.3%的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问题，
但只有 13.6%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后进行投诉……夸大
其词、假货太多、货不对板、虚假宣传等负面印象已经
相当严重。
“让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更放心，
其实需要各方努力。主播提高专业素
质，平台加强监管能力，以及有关部门
继续努力。”互联网营销资深专家、前淘
宝直播运营负责人赵圆圆坦言。

“强监管”，
给主播画出八条红线

在消费者期待的目光中，直播电商终于迎来了强监管
时代。上个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将网络直播营销“台前幕后”各类主体、
“线上线下”各项要
素统统纳入监管范围。
《办法》首先明确了主体及责任。谁直播、谁带货、谁运
营、谁管理，都给划出了道道。一旦出事，板子打谁头上相
对清晰了。
《办法》指出，
直播营销平台是指在网络直播营销
中提供直播服务的各类平台，包括互联网直播服务平台、互
联网音视频服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接着又把从事直
播营销活动的直播发布者，细分为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
销人员。要求其应当年满十六周岁。
对于直播间运营者、
直播营销人员，
《办法》则画出了八条红线：
(一)违反《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六条、第七
条规定的；
(二)发布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信息，欺骗、误导用户；
(三)营销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或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
(四)虚构或者篡改交易、关注度、浏览量、点赞量等数
据流量造假；
(五)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存在违法违规或高风险行
为，仍为其推广、引流；
(六)骚扰、诋毁、谩骂及恐吓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七)传销、诈骗、赌博、贩卖违禁品及管制物品等；
(八)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行为。
针对社会舆论广泛关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指出，
《办法》进行了多处强
化。
“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及时处理公众对于违法违规信息内
容、营销行为投诉举报。”
消费者通过直播间内链接、二维码
等方式跳转到其他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发生争议
时，相关直播营销平台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
提供必要的证据等支持。
天津市税务局相关人士还特别画了一句重点。他说，
这
个新规提到违规惩戒时有句话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有关部
门对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直播营销市场主体名单实施信息
共享，
依法开展联合惩戒。
”
联合惩戒，
还是很有震慑力的！

新规实施,
各方准备好了吗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实施在即，作为新规
发挥效用的对象，直播营销平台、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
人员反应如何？
记者了解到，其实在网络直播新规出台之初，直播运营
企业和主播圈内就人尽皆知了，但普遍反应并不强烈。
“因为很简单，直播带货的主要承载方在直播平台，
没有平台，公司有多少主播也带不了货。”专业人士张程
博说，
“ 新规实施第一时间是需要直播平台去配合，才能
真正执行下去。”
张程博是一家 MCN 机构——天津市莫负流年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旗下有 3800 多名主播。主要分为才
艺主播和带货主播两个类别。
“在将流量变现之前，最重要的是选品，产品首先要具
备对应目标客户群体、网红属性、品牌优势，同时还要具备
一定可操作的利润空间。”张程博告诉记者，
“ 产品能不能
卖，好不好卖，一定要符合市场逻辑。市场上确实存在乱
象，比如有的 MCN 公司承诺销量，直播带货时自己买货，
买完再退，商家白白出了额外的直播服务费；
或者是一味地
‘薄利多销’打乱本来的市场规范，看似消费者得到了最大
优惠，实则是供应商本身在苦苦支撑，
又或是直接打一些擦
边球，蒙蔽消费者，
本质上并没有解决如何卖货以及累积客
户群体的问题。
”
直播带货主要由平台、主播、公司货团队（选品）、供应
链四个模块组成，缺一不可，新规出台，需要链条上的各环
节都能切实落实，新规才算真正落地。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明令才能禁止，
直播带货新规虽然
对链条上的各方行为规范进行了明晰规定，但并没有明确
规定具体的罚则。因此，新规真正发挥实效还需要完善相
关实施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