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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虽好，但需提防“翻车”
□时报评论员 张扬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直播带
货似乎成为消费主流，有专业统计发
现，
2020 年 2 月以来，
100 多种线下职业
都在直播里找到了新的可能，直播主
厨、
美妆、
菜农、
健身，
甚至直播卖房、
卖
车……疫情之下，万物皆可“播”，人人
都能“播”。不过，随着后疫情时代到
来，
直播带货也开始频频
“翻车”
。
最近，
有关企业界明星罗永浩直播
带货“翻车”的言论甚嚣尘上。罗永浩
从今年 4 月 1 日开始直播后，总共开播
15 场，
网上的数据显示，
带货量、
观看量
大幅下降。对此，罗永浩甚至称自掏
100 万元赔偿消费者，
树立直播新标杆。
其实，近期在直播带货中“翻车”
的不止罗永浩一个人。例如玛莎拉蒂
日前请来了一众美女主播来直播卖
货，这些漂亮的主播不仅对产品一无
所知，还竟然在直播间里耐心地回复
网友“有对象吗”等类似问题，被调侃
卖车直播成了相亲直播。近日，斗鱼
主播峰峰三号在为某运动品牌带货的
时候也遭受异议，部分用户发现收到
的鞋子存在瑕疵，随后不久峰峰三号
直播带货卖手表又一次“翻车”，有消
费者发现通过该主播买来的手表疑似
假货。拥有 781.6 万粉丝的朱一旦也
难 逃“ 翻 车 ”命 运 ，一 场 直 播 才 卖 了
117.4 万，这样的数字自然不能让人满
意。据网友爆料，王祖蓝曾有一场直

播，42 万的观看量，6 万的进店量，最后
举办的第 127 届广交会，用一种全新的
只卖出了 66 盒产品。
方式讲述了中国为稳定全球产业链、
最惨的“翻车”例子可能是抖音有
供应链的决心和贡献，形成一站式全
1601 万粉丝的喜剧演员许君聪了。为
天候网上会展新模式，为全球贸易注
了 5 月 13 日的直播带货，他不但精心
入新动能，也为中国外贸企业埋下了
准备，邀请 600 万粉丝的主播“@小莎
外贸方式、
外贸布局变革的种子。
莎”老师助播，还请来了近来大热的网
直播带货一直被看作“钱”景无
红大妈组合“@山支花”串场。许君聪
限，频繁“翻车”也是行业极速扩张中
非 常 用 心 ，但 仍 未 逃 过“ 翻 车 ”的 结
的短板所致，特别是大量的“新主播”
局。整场直播共获得 357.6 万流量，却
涌入这个行业，既有产品相关的货不
只卖了 68.8 万元的货，甚至还不如打
对板、劣质次品、售后维权难等乱象，
赏收入高。据说直播尚未结束，就有
也有部分主播存在着虚假宣传、介绍
一些商家排队要求退还“坑位费”，场 “不走心”、言语过分夸张等问题。尤
面一度十分尴尬。
其需要关注的是，直播带货一开始就
当然，网红、明星“翻车”，并不能
被打造成一个“利益场”，用户拿低价、
否定直播带货的显著成效。据商务部
主播抽佣金、品牌求曝光的三方共赢
透露的数据，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 400
局面，其实就是各方用金钱维系的一
万场，平均每天有 4.5 万场直播在卖
种合作关系，加之网红、明星直播时还
货。特殊时期下，直播电商呈现出两
有 数 十 万 元 乃 至 上 百 万 元 的“ 坑 位
点明显的特征，一是全民直播带货，从
费”，一旦一方利益诉求无法达到，
“翻
网红、明星、企业家，到小店主、售货
车”
就成为一种必然。
员、农民，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直播
因此，直播带货急需走良性发展
卖货；二是全品类，除了服装、化妆品、 之路，直播电商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
零食之外，包括农（副）产品、家居用
脑，始终坚持价值优先的经商之道，真
品、厨具、健身器材、3C 等新品类也迎
正为消费带来“增量”，在一定程度上
来爆发。
弥补特殊时期线下消费的不足，起到
同样，像广交会这样的大牌展会， 扩大内需、
促进消费的作用。
也顺应潮流走上直播带货之路。在 10
天时间里，有 2.6 万家企业活跃于数万
个直播间，24 小时不间断向全球展示
180 多万件商品……疫情之下，在网上

近日，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教育系统
举办了“园丁杯”篮球
赛，化隆县教育系统共
36 支代表队参赛。经
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最
终群科中心学校、新区
中学、化隆县第二小学
分别获小学男子组、中
学男子组、女子组第一
名。通过比赛，加强了
教职工之间的沟通与
交流，也进一步增强了
教职工之间的凝聚力。
时报记者 邓婷 摄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郭海英）近年
来，海东市平安区不断强化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健全区、乡、村三级传染病应急
防控网络，逐步建立制度完备、队伍健全、监测
及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据了解，平安区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原则，成立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领导
小组，制定完善应急工作会议、备勤值班、应急
物资储备、保管与调拨等一系列卫生应急工作
制度，构建横向由县级领导牵头、各成员单位
积极响应，纵向以疾控中心为龙头，辐射区、乡
（镇）、村三级医疗机构的传染病监测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目前，平安区共有
医疗卫生机构 186 个，其中，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13 个，村卫生室 115 个，民营医院 4 个，其他医
疗机构 54 个。
同时，平安区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响应迅速、高效处置、平战结合”的
原则，分别组建了医学救援、突发急性传染病
防控等 5 大类专业队伍，区疾控中心组建了以
应急处置技术指导组、流行病调查队、消毒队、
检诊队等为基础的卫生应急处置队伍，进一步
强化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区中医医院、疾控中
心定期举行传染病应急处置演练和培训，强化
基层卫生应急能力。2019 年，平安区疾控中心
会同海东市疾控中心在全省综合卫生应急演
练中荣获三等奖。
此外，平安区还建立了全区食源性疾病监
测网络、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
报告网络，及时处理重大传染病疫情预警信
息。严格执行 24 小时无缝隙值班、领导带班制
度，
确保发生传染病疫情能及时响应。目前，
全
区共配置急救车 3 辆，应急处置车 2 辆，药库常
备应急药品价值 10 余万元，
预设应急床位 8 张。

乐都大力拆除楼体违规广告

循化 84 个村将有塑胶篮球场
时报讯（记者 王桂萍 通讯员 马
忠明）今年，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发展和改革局投入 2160 万元较少民族
专项资金，在该县 84 个村实施公共文
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每个村修建
一个标准化塑胶篮球场，并配备多种
健身器材。
循 化 县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篮 球 之
乡”。近年来，循化县积极发掘自身篮
球文化优势，抢抓国家扶持人口较少
民族发展政策机遇，实施了一大批与

平安补牢公共卫生“安全补丁”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深受群众喜欢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弘扬篮球文
化为突破口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最具代表性。
记者在积石镇大别列村看到，新
修建的塑胶篮球场已经投入使用，村
民忙里偷闲在篮球场打球赛，多彩的
文体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积石镇大别列村村主任马
生华说，以前没有篮球场的时候，村民
搞活动没有场所，非常不方便，而且村
里也很少举办活动。自从修建了塑胶
篮球场，不仅在色彩上深深吸引着村
民的视线，而且村里面的年轻人一有
空就到这里打篮球，极大地激发了大

家对篮球运动的兴趣，为以往宁静的
村庄增添了几分热闹。据了解，截至
目前，循化县已建成 56 个标准化塑胶
篮球场。
在大力加强农村文化体育设施建
设的同时，循化县发改局还投入 1400
余万元，启动实施了涉及全县 91 个村
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项目。依据各村
实际需求，按照“宜旱则旱、宜水则水”
的原则，为每个村修建 1 座农村公厕，
配备 2 台农村自卸式垃圾清运车，有效
解决了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工作中的老
大难问题，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村容村貌更加靓丽，美丽乡村逐步
变为现实。

时报讯（记者 张璐）近日，记者从海东市乐
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获悉，从 7 月份开始，
城管局按照城市建设标准，重点开展沿街建筑
外立面整治净化以及未经审批的户外广告、招
牌、临时性建筑物等拆除工作，为城市拆出空
间，
为群众拆出幸福。
长期以来，楼体广告牌、建筑物外立面各
色违规标识、标牌、临时性建筑物就像散落在
城市各个角落的“牛皮癣”，让城市形象大打折
扣。连日来，乐都区城管局集中力量对建成区
内的景都乐苑、滨河北路金足阁、奥森健生会
所楼体广告、中医院家属楼下违规门头、滨河
小区内彩钢房、滨河北路门窗广告等“一点多
牌”、设施陈旧、有安全隐患的门牌招牌，以及
影响城市建筑风貌的陈旧广告牌和临时性建
筑物集中进行了拆除，共出动执法人员 50 人
次、吊车 1 台。截至目前，共拆除楼体广告牌 5
处，临时性彩钢房 1 处，面积为 50 平方米，清理
门窗广告 100 余处。
下一步，乐都区城管局将全力以赴，加速
推进，做到应拆尽拆，绝不留死角，通过拆除达
到净化城市空间，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
位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