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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正在深刻地改变商业运行方式。

如今的“直播带货”，已经不仅仅是
农土特产、口红、面膜等小件商品的带货
了，而是扩展到了家具、汽车甚至房子。
随着直播带货的规模日渐扩大，夸大宣
传、数据注水、售后欠缺等问题也开始浮
出水面。有多位消费者反映货不对板等
问题。“我在直播中买到的红心流油鸭
蛋，远没有视频中看到的好，价格甚至比
实体店还贵。”消费者田丹说。

“直播带货”为什么会火？2019年店
铺年销售额超过 2 亿元，被淘宝网评为

“最有商业价值型主播”的“淘女郎demi”
认为，主播的颜值和口才是不可缺少的

因素，但回归商业的本质，专业和服
务才是胜出的关键。

省网络营销协会常务副会长叶
进说，要让“直播带货”健康发展，仅

靠主播、商家的自觉不可能走
得太远，必须严格监管。要制
定出科学合理的“游戏规则”，
明确网站、主播、商家等各方主
体的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③5

从最开始的公益直播带动奉献爱心，再到农产品直播助推

扶贫，直至百业直播带火消费，直播已成为新的零售和流量入口。

今年以来，疫情催生“无接触购物”，让直播带货更为火

爆。受“直播达人”带货现象的影响，一批线下实体经济的相关

人员也相继拥入直播间，摇身一变成为新晋主播。一个共识毋

庸置疑：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撬动市场回暖的“硬核”操作。

“疫情防控期间，没法外出逛商场，
身边不少朋友推荐刷‘直播间’，我尝试
后发现还真不错，渐渐就喜欢上这种新
型购物方式。”郑州一家公司的职员李诗
娴说。

除了传统的导购群体外，“新农人”群
体也开始接触直播这一全新的带货方
式。荥阳的“农民二黑哥”在直播间展示
了蜂蜜的收集、柿子醋的制作过程，将因
疫情滞销的农产品最远卖到了新疆。更
有新晋的重量级“直播达人”——潢川县
县长兰恩民，他教 20多万围观网友剥虾
壳、挑虾肉，1小时“带货”战绩不亚于知
名“网红”主播。网友们纷纷点赞：“县长
紧跟潮流为人民服务。”

看起来，“直播带货”的模式与电视
购物有几分相似，但是，为什么越来越
多消费者更愿意盯着“直播间”？“直播
带货备受追捧，在于其强烈的参与感和
体验感，能让人产生信任和购买欲。”李
诗娴说。

为迎合顾客消费新习惯，
不少线下实体商户转战“直播
间”。在公司精心装修的直播
间里，郑州大卫城某品牌的美
妆导购员伊宁，打开手机进行
直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没想到我会
在网上当主播，感觉挺奇妙的。”伊宁笑
言。

化身为主播的“伊宁们”不仅介绍商
品，还会与顾客分享最近的日常生活。
运动专柜导购穿着品牌服饰在街心花园
玩滑板，同款服饰线上热销；婴幼专柜导
购边在家带娃边直播卖货，积攒了不少
粉丝；服装专柜导购在讲解搭配的间隙
制作瘦身餐，在线观看人数轻松过万。

“直播导购‘一人对多人’的带货能力远
超想象。”某品牌服饰的河南区经理刘昊
阳说，一次直播产生的销售额，最高时相
当于门店一周的业绩。

“直播带货的火爆是新消费时代的标
志性事件，未来，实体店铺和网上直播间会
逐渐融合。”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
清认为，从线上说，直播带货可以更直观地
介绍商品，与网友互动，大大增强用户黏
性。从线下说，近些年，网上店铺和实体店
铺的价格沟壑已经逐渐填平，未来实体店
铺会向体验店转型，吸引线上积攒的用户
到线下享有更优质的购买服务。

实体店直播间渐趋融合

参与是最好的体验

直播带货

线上线下

专业服务是胜出的关键直播带货
带火消费

□本报记者 栾姗

新华社北京 4月 23日电 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高峰 23日介绍，据商务大数据
监测，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 400 万场，
100多位县长、市长走进直播间为当地产
品“代言”。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 1至 3月，全国
网络零售市场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宅经济”成为市场热点。商务大数
据监测显示，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 400
万场。家居用品、厨具、健身器材等受
到 消 费 者 青 睐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40%。

记者还了解到，由商务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与中国消费者协会
共同组织的第二届“双品网购节”将于 4
月 28日至 5月 10日举行。参与本次活
动的电商企业超过百家，活动将依托电
商消费大数据，联动生产加工企业，推出
质优价廉产品，引领产业新发展，促进供
需“双升级”。

一季度电商直播
超400万场

4 月 24 日，孟津县副县长鲁俊生（右）走进直播
间，出镜为农产品“站台”，推动当地农产品接入更广阔
的市场。⑨6 郑占波 吉时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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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萍

随着疫情的不断好转，在家“宅”了多日的人们纷
纷走出家门，到户外踏青赏花。然而，春季空气中的过
敏原也很多，游玩时需提高警惕，做好防护。

4月20日，河南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汤昱介绍：
“柳絮、花粉、尘螨都是引起过敏的‘元凶’，主要表现为
呼吸道、眼、鼻、皮肤等器官的病变，诱发或加重原有的
过敏性疾病，过敏性体质的人和身体防御功能还没有
发育完全的宝宝更容易中招。”

“如果出现四肢及面部瘙痒难忍，出现丘疹、荨麻
疹、湿疹等，要警惕过敏性皮炎；如果鼻痒、打喷嚏、流
涕、鼻子堵塞、呼吸不畅等，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汤
昱提醒，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结膜炎在这个季节也较
为常见。“过敏性哮喘表现为阵发性咳嗽、呼吸困难、突
发性哮喘发作并渐重等；过敏性结膜炎会出现眼睛发
痒、眼睑肿胀，并常伴有水样或脓性黏液分泌物出现。”

不论是预防病毒感染，还是预防过敏，现阶段外出
都需及时佩戴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即可起到防护花
粉、柳絮的作用。“有过敏史的人，尽量少去花草、树木
茂盛的地方；外出游玩最好戴上帽子和穿长袖的衣物，
还可以戴上眼镜，避免与花粉直接接触。”汤昱建议。

选择进行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很重要。一般来说，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是飞絮高发时段；清晨、入夜，或
是一场阵雨之后是花粉指数最低的时候。汤昱说：

“从户外回家后要及时淋浴，更换衣物、鞋子；尽量关
闭门窗，以防止花粉飞入。”③9

本报讯（记者 陈辉）4月 26日，记者从省通信管
理局获悉，我省通信部门扎实推进提速降费，去年以
来手机上网流量资费持续降低，带动流量消费加速升
级。今年一季度，全省手机上网流量为 21.6 亿 G，居
全国第3位，同比增长41.5%。

2019 年，全省手机上网流量资费较上年降低
35.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个百分点。手机上网流
量为68.5亿 G，居全国第4位，同比增长57.4%。手机
上网用户月户均流量为6.2G。今年一季度，全省手机
上网流量资费为4.7元/G，同比下降 27.9%，降幅居全
国第9位。手机上网用户月户均流量达到9G，同比增
长25.3%。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
分别为94.3部/百户、90.7部/百人，其中100M以上宽
带用户占比达到90%，居全国第7位，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4.7个百分点。③9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4月 25日，郑州黄河岸边南
裹头广场上，不少市民前来踏青游玩。大家欣喜地发
现：黄河岸边多了一条彩色的慢行路。这条路平坦整
洁，两边树木葱郁，颇有“颜值”，很多路段可以近观黄河。

该条沿黄观光道路东起黄河大堤惠源路口，经规
划中的海事观景点，西至武惠浮桥，全长 12.81公里。
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郑州市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起步区建设的第一条
高标准、高质量的生态景观慢行系统，按照“自然风
貌+田园风光+生态重构”的要求进行打造，目的是使
沿黄区域成为市民“慢生活、微度假”的理想目的地。

据介绍，郑州市正以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标
准积极推进黄河滩地公园及沿黄慢行系统建设。黄
河滩地公园是黄河郑州段生态保护的核心区，是展
示黄河自然景观、生态保护水平的重要载体和窗口；
沿黄慢行系统既有景观道路作用，也是串联黄河历
史文化遗产的纽带，具有重要的引导性、框架性功
能。下一步，将分类完善路网规划，处理好外部引
流、内部车行和慢行系统三个层次的关系，打造以慢
行系统为主、内外通畅的沿黄路网体系。突出生态
景观这一主题，围绕黄河滩地的鲜明特征进行构思，
坚持最小干预，避免过度开发，充分展现自然性、原
生态，塑造好沿线景观。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林）4月 26日，记者从郑州市交
通运输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年底前郑州市计划开通
运营地铁3号线一期、4号线。

据介绍，地铁3号线是郑州中心城区一条西北至东
南走向的城市轨道交通骨干线路，一期工程西北起自
惠济区省体育中心站，途经惠济区、金水区、二七区、管
城回族区、郑东新区，东南至营岗站。地铁4号线呈倒

“L”形走向，西北起自惠济区老鸦陈站，途经金水区，东
南止于管城回族区郎庄站，途经郑东新区。今年年底
前，郑州市计划开通运营地铁3号线一期、4号线。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翟政表示，下一
步将不断完善“快、干、支、微”四级公交网络与轨道交
通的紧密衔接，实现航空、铁路、地铁、公交、出租的有
效接驳，打造各种运输方式“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
的综合交通体系。同时，继续探索推广银联云闪付、地
铁商易行APP等信息化技术在运输领域的应用，打造
让群众出行更便捷的高质量运输服务体系。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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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 干部代言 直播助农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胡少佳

“ 今 天 给 大 家 带 来 一 组 我 们 镇 平 的 特 色 产
品——想念面条，有牛肉烩面、热干面、牛肉拉面、刀
削面，好山好水出好面，欢迎直播间的宝宝们抢购！”
4月 25日，镇平县县长艾进德参加“全国 100位县长

‘文旅助农’直播大会”，走进直播间，倾情推荐镇平
土特产，打响本地品牌，吸引众多粉丝争相围观、点
赞、互动、抢购，短短 1小时，获赞近 7万。

这已经不是艾进德第一次走进直播间了，早在
2018年 9月，艾进德就联手网红主播薇娅推销镇平
县特产“荷叶茶”，短短半个小时销售额近 60万元，
创造了当地农产品单品线上销售的最高纪录。

今年受疫情影响，因运输困难，大量农产品滞
销。镇平县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疫情防控宣

传员，跟踪服务做好滞销农产品的促销员，从

县长、乡镇长到驻村第一书记纷纷带头响
应，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织密防范网，一手
抓农产品销售。

“我们侯集镇地处豫西南，蔬菜种植面
积常年保持在 2万亩以上，蔬菜种类多、品
质好，受疫情影响，大葱、蒜苗、花菜等时令
蔬菜滞销，在此呼吁各地商超、蔬菜批发商
户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您的援助之
手，帮助我们的菜农走出销售困境。”疫情防控
期间，该县侯集镇镇长王锋通过微信、抖音短视
频为侯集蔬菜代言，帮助菜农销售蔬菜。

镇长卖菜视频在网络平台发出后，被广泛传播，
网络阅读量达20万人次，短短两个小时，帮助菜农销
售2.5万公斤大葱，缓解了菜农的燃眉之急。

该县通过“我为家乡农产品做代言”的短视频
形式，为香菇、红薯、艾制品、面条、樱桃等特色农
产品代言，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解决农产品滞销
难题。③5

4 月 26 日，在林州市石
板岩镇郭家庄村，一名主播正
在直播介绍崖柏工艺品。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