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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价上涨让我们钢铁企
业职工看到了市场复苏的希
望。”一家两代人都就职于安
阳钢铁的老刘感慨道。

此轮钢铁行情的飞涨，让
两年多来一直处于“生存保卫
战”紧绷状态的我省最大的钢
铁集团——安阳钢铁有喘息
的机会，并看到了盈利的希望。

“今年一季度安钢生产经
营逐步向好，３月份实现盈
利，预计４月份盈利情况更
好。现在市场形势逐步好转，
又到了有产量就有效益的状
态，所以生产稳定顺行、稳产
高产是当前最突出的任务。”

安钢高层在4月18日举行的
生产调度会上强调。

据安钢销售人员介绍，近
来吨钢利润一直在提高，已经
回归到2014年的水平，而钢
铁行业的去库存去年年底就
已经完成，目前的钢铁产能处
于紧平衡阶段。现在需求端
如此火爆，所以现在钢厂都满
负荷生产，市场供给端后期会
有所恢复。

他还表示,去年能够坚持
存活下来的钢铁企业，有的已
经开始盈利，未来出问题的概
率不大，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还没有改变。

近来一则“某基金公司邀
请网红沈梦瑶为其路演站台”
的消息在圈子里流传，有人调
侃，装怪卖萌的网红们开始进
军“高大上”的金融圈了。

这则看似“网红+资本”的
案例，不禁又让人联想起被估
值 1.2 亿元获得 1200万元投
资的Papi酱，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穷学生演绎了“秒变白富
美”的网红传奇。那么，网红

在当代中国真的如此值钱？
网红经济会像经济泡沫那样
被戳破还是能够持续盈利?

“网红带来的实际消费是
客观存在的，经过网红推广，
电商公司不需要再到淘宝上
买流量了，签上几个网红，自
带流量和粉丝销量便会大
增。”省内电商专家张先生举
例说，在淘宝开店的网红张大
奕，其微博粉丝数达400多万，

其店铺的年销售额在千万元
以上。

国泰君安分析师陈筱认
为，网红的大放异彩源于“口
红效应”。所谓“口红效应”，
是指在经济不景气时口红却
热卖的有趣经济现象，其中一
种解释是，虽然经济低迷，但
人们仍然会有强烈的消费欲
望，所以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
的商品。口红作为一种“廉价

网红正在扮演媒介角色，连接消费者和商家，但如果没有深厚底蕴，也可能只是过眼烟云

“网红经济”被收紧缰绳
□本报记者 傅豪

核心提示 | 4月18日，
有着“2016 年中国第一网
红”称号的papi酱，被广电
总局勒令从各大视频平台下
架整改，要求其去除粗口低
俗内容，符合网络视听行业
的节目审核通则后，才能重
新上线。

从一个月前获得1200
万元投资秒变“白富美”，到
被勒令下架整改，剧情虽然
急转直下，但papi酱再次刷
爆朋友圈的影响力，让所有
人聚焦时下最热词——“网
红经济”。

网红主播的谋生之道

移动互联时代里，通过直
播APP，成为“网络红人”越来
越容易。同时，由网红变现的
商业模式也正越来越清晰，催
生的网红经济和网红生态，让
网红成为现实社会中再普通不
过的一种职业。

通过朋友介绍，在未来路
和郑汴路交叉口附近一栋居
民楼里，记者第一次在真实场
景中见到了传说中的网络主
播小韩。

31岁的小韩是外地人，离
异后带着4岁的儿子在郑州生
活，酷爱泡在网上的她机缘巧
合接触到网络主播行业。

小韩租住的是一套三室一
厅，客厅有些许凌乱，茶几上散

落着各种零食，在其中一个卧
室的电脑桌上放着一台电脑、
一个摄像头、一个话筒，旁边简
易的衣架上还挂着各式行头，
这里便是小韩工作的地方。

小韩告诉记者，工作时，
她都会让室友带着儿子在客
厅或者出门。如果是晚上开
工，她有时也会早早哄孩子睡
觉再开始工作。

“镜头前聊聊天，唱唱歌，
不用出门就把钱挣了，其实也
不错，少的时候一个月挣八九
千元，多的时候能挣一两万
元。”小韩说，在视频秀场里，
主播们歌唱、跳舞、卖萌吸引
粉丝，有的粉丝为了和网红主
播互动，经常会豪掷千金献上

玫瑰花、跑车和别墅等虚拟礼
物，而这些礼物都对应了价格
不等的虚拟货币，视频主播们
就是从这些消费中抽成挣钱。

其实网红赚钱的方法还
有很多。据小韩介绍，随着一
些手机直播平台的兴起，有的
主播已从电脑的视频秀场转
到手机直播秀场，背景也不再
是单一的卧室，客厅、厨房、户
外等随时随地直播表演，除了
唱歌、聊天，还直播吃饭、运动
等生活中的各种细节，粉丝们
也通过手机APP、微信等，与
他们互动得更为紧密，有的主
播手中聚集大量粉丝后便变
身成微商，卖衣服、卖化妆品
也赚了不少钱。

网络社群的多渠道商业变现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红存
在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从销
售自我到连接商业，商业价值
的挖掘有的放矢，便于变现和
增值。

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接
受采访时指出，网红经济是粉
丝经济的延伸，本质上不是IT
产业而是内容产业，移动互联
网时代个人品牌靠出格的内容
吸引足够多的用户眼球。过
去，消费者获知一个品牌的渠
道是广告，而在网红时代，消费
者获知品牌可以通过网红的口
口相传。网红在扮演媒介的作
用，连接消费者和商业。网红
经济的所有变现模式都是从用
户出发，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
套较为完整的产业模式——

“内容+社群+商业”。
混迹郑州的资深大V老

赵，微博粉丝和微信粉丝达十
几万。采访中老赵向记者道

出多年大V生涯的生意经。
老赵经营了一家不大不

小的传媒公司，经常会拍摄一
些小视屏、网络短剧等，当然
视频传播途径最多的是网络，
经多年经营，老赵与优酷、土
豆等国内知名视频网站都建
立了不错的合作关系。

除了视频网站，老赵也通
过自己的微信、微博、自媒体
等进行传播，通过制造传播噱
头、制造热门的网络事件博得
关注，捧红旗下的网红以及使
其微信、微博或者自媒体平台
快速增粉，形成一个个网络社
群，而这些网络社群就是老赵
这些个大V商业变现的砝码，
变现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老赵告诉记者，前几年以
某水果命名的歌伴舞的网络
爆红，传播过程中他们这些大
V功不可没。不仅是知名大V
通过各自的网络社群进行推

广，各地的网络推手还组织不
同人群学跳学唱该表演放到
网上，帮助歌曲迅速蹿红。而
这些网络大V或者网络推手
都会因此获得不菲的报酬。

“新一代的粉丝能量、规
模非常容易考量，信息也很公
开透明，网红、大V聚集的粉
丝和用户众多且容易整合，有
类似的推广活动就会有经纪
人来联系，网红、大V就可以
得到相应的报酬。”老赵表示。

事实上，网红或者大V已
是一只脚踏进了娱乐圈，由于
粉丝数量众多，可对电影进行
网络推广，老赵有幸参与一部
电影的众筹投资。意外的是，
该电影由于题材剑走偏锋、笑
料百出以及前期推广的铺天盖
地，获得了奇高的票房，后来成
为中国电影史上小成本高回报
的典范，老赵也因为当初的些
许投资获得了几倍的回报。

网红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吗?

钢价开启补涨模式
存活下来的钢铁企业，有的开始盈利，
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本报记者 傅豪

钢价上涨30% 创6年最大反弹幅度

近期，钢材市场可谓赚足
了眼球。在经历了3年多跌
跌不休的低迷行情后，钢价不
鸣则已，一鸣惊人，涨幅及增
速都令人咋舌。

“春节前每吨钢筋1900
多元，春节过后郑州市场上的
钢筋价格直线上升，每吨涨到
2400元左右，尤其是最近，日
涨百元稀松平常。”在郑州从
事钢材贸易的李先生称，这种
涨幅很多年都没有过。据统
计，2016年第一季度，钢价反
弹上涨累计已超过30%，涨
幅仅次于2009年 4～7月的
36%，此轮钢价上涨创下了六
年来最大反弹幅度。

4月18日，全国25个主

要市场 HRB400（20mm）螺
纹钢价格报2842元/吨，较上
一交易日价格又上涨32元/
吨。

无论是数据层面，还是市
场方面都显示，建筑钢材价格
开启了疯狂上涨模式。

在记者走访中，多数钢贸
商表示，进入3月之后，天气
转暖，建筑工程已全面释放需
求量，大型基建项目在本月也
纷纷进入开工期，采购建筑钢
材成为其必然的准备工作，

“需求增大，钢企低库存运作
下供应明显不足，从而推动了
钢价上涨,后期市场仍有一定
的涨价空间”。

市场回暖 钢企复产盈利

被估值1.2元的网红papi酱和罗永浩组合 资料图片

的非必要之物”，可以对消费
者起到一种“安慰”的作用。

陈筱指出，目前，中国经
济的放缓正引发“口红效应”，
文化娱乐将迎来大发展。预
计到2020年，中国艺人经纪
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千亿级
别，未来5年年均增长率将在
30%左右。

不过，网红经济的可持续
性也被一些财经专家质疑。
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认为，
网红经济目前停留在眼球经
济阶段，为了吸引眼球、增加
粉丝，一些网红不惜利用低
俗、粗鲁、不雅的话语、行为进
行展示。网红成为一种新的
经济现象，但过度无聊或因违
背道德而“走红”的人，在一定
程度上会受到社会主流价值

观的抵制而鲜有经济效益。
即使红极一时，也很快会被主
流价值观踢出“名利场”，Pa-
pi酱被广电总局勒令整改，
就是当前最鲜活的例子。

同时，网红的个人品牌往
往依赖其个人主义的完全发
挥，一旦被资本拿下后，受到
投资人左右和约束，或者出现
与投资者冲突等，网红者的优
势特长或受到影响，能否继续
红下去着实难说。

“过去的事实证明，网红
一般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就
个人而言，是否能够持久很难
说，没有更深厚的底蕴，极有
可能只是过眼烟云。而网红
经济这个现象或许会持续下
去，但其生命力确实有待继续
观察。”余丰慧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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