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坤表示赵坤表示，，与所有的与所有的

新生事物一样新生事物一样，，刚刚发展刚刚发展

一两年的直播带货呈现出一两年的直播带货呈现出

快速扩张期的特征快速扩张期的特征，，行业行业

确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确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有待规范发展有待规范发展。。

从直播带货的表现来从直播带货的表现来

看看，，在这一新生事物扩张在这一新生事物扩张

时期时期，，对所有抢跑者而对所有抢跑者而

言言，，大家一边在攻城略大家一边在攻城略

地地，，一边也在不断试错一边也在不断试错，，

整体呈现出疯狂与翻车并整体呈现出疯狂与翻车并

存的局面存的局面。。

即使是直播带货当红即使是直播带货当红

翘楚薇娅翘楚薇娅，，也有在直播购也有在直播购

房时乏人成交的尴尬房时乏人成交的尴尬；；而而

在在 44 月月 2424 日日，，董明珠在抖董明珠在抖

音首次直播时音首次直播时，，由于全程由于全程

画面卡顿画面卡顿，，导致首秀翻导致首秀翻

车车，，数据显示数据显示，，最终销售最终销售

额只有额只有2323..2525万元万元。。

““整体来看整体来看，，直播带货直播带货

对于网络购物而言对于网络购物而言，，目前目前

其渗透率并不高其渗透率并不高，，而从其而从其

发展态势来看发展态势来看，，未来直播未来直播

带货经济的成长空间还是带货经济的成长空间还是

比较大的比较大的”，”，陈涛表示陈涛表示，，随随

着发展逐步趋于成熟着发展逐步趋于成熟，，行行

业也会加速自我净化业也会加速自我净化，，尤尤

其是随着更多的网红其是随着更多的网红、、名名

人加入到直播中来人加入到直播中来，，行业行业

的竞争压力会增大的竞争压力会增大，，行业行业

也会加速洗牌也会加速洗牌，，市场会自市场会自

我平衡我平衡。。比如有些网红的比如有些网红的

佣金率过高佣金率过高，，最终会遭到最终会遭到

企业主的抵触企业主的抵触，，其所能配其所能配

置的资源必然将打折扣置的资源必然将打折扣；；

另外另外，，如果带货产品质量如果带货产品质量

不佳不佳，，最终会遭到消费者最终会遭到消费者

的抛弃的抛弃。。

不过不过，，陈涛认为陈涛认为，，鉴鉴

于直播经济快速发展和乱于直播经济快速发展和乱

象突出的问题象突出的问题，，从政策面从政策面

来看来看，，如果能有更全面的如果能有更全面的

行业规则和相关法规来进行业规则和相关法规来进

行监管行监管，，从而保证通过直从而保证通过直

播带货为消费者提供更优播带货为消费者提供更优

质质、、更高性价比的产品的更高性价比的产品的

话话，，那将有利于增加消费那将有利于增加消费

者的信心者的信心。。

从长远来看从长远来看，，其实也其实也

有利于行业的发展有利于行业的发展，，避免避免

行业过早凋零行业过早凋零。。

近日近日，，中国商业联合中国商业联合

会对外公布会对外公布，，要求由下属要求由下属

中国商联媒购委牵头起草中国商联媒购委牵头起草

制订制订 《《视频直播购物运营视频直播购物运营

和服务基本规范和服务基本规范》》 和和 《《网网

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

指南指南》》等两项标准等两项标准。。

““网络主播网络主播、、内容发布内容发布

平台平台、、产品供应企业等相产品供应企业等相

关参与者均缺乏明确的管关参与者均缺乏明确的管

理标准和监管机制理标准和监管机制，，相关相关

行业行业、、产业链条的规范化产业链条的规范化

和标准化缺乏依据和标准化缺乏依据”，”，中国中国

商联媒购委副秘书长商联媒购委副秘书长、、标标

准工作组组长孙之升指准工作组组长孙之升指

出出，，如何规范直播购物的如何规范直播购物的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保护消费者保护消费者

的切身利益的切身利益，，制订系列完制订系列完

善的技术标准善的技术标准，，形成行政形成行政

单位依法处理的依据单位依法处理的依据，，已已

成为成为 《《标准标准》》 起草制订需起草制订需

要考虑的重点要考虑的重点。。

此外此外，，中国商联媒购中国商联媒购

委会长王文学指出委会长王文学指出，，下一下一

步步，，中国商联媒购委将加中国商联媒购委将加

大直播购物行业通报力大直播购物行业通报力

度度，，加大和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和相关职能部门

的联动力度的联动力度，，建立黑名单建立黑名单

制度和全民监督奖励制制度和全民监督奖励制

度度，，推动直播购物行业的推动直播购物行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健康有序发展。。

也许也许，，未来的互联网未来的互联网

上上，，会有更多的薇娅会有更多的薇娅、、李李

佳琦佳琦。。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刘德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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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直播间有了直播间，，618618还香吗还香吗？？
明星大腕扎堆618，谁是直播带货新王者？乱象怎么管？

乱象频出1
““直播带货本质上是一直播带货本质上是一

种眼球经济种眼球经济”，”，易观高级分易观高级分

析师陈涛在接受中国新闻析师陈涛在接受中国新闻

周刊采访时表示周刊采访时表示，，一方面一方面

网红网红、、明星明星、、知名企业家知名企业家

具备吸引眼球的名人效具备吸引眼球的名人效

应应，，另一方面另一方面，，直播中限直播中限

时低价时低价、、便宜抢好货也吸便宜抢好货也吸

引了众多网友围观引了众多网友围观、、抢购抢购。。

66 月月 1515 日日，，国家统计国家统计

局公布局公布，，11——55月月，，全国实全国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长长 1111..55%%，，增速比增速比 11——44 月月

加快加快22..99个百分点个百分点；；实物商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比 重 为品 零 售 总 额 比 重 为

2424..33%%，，比上年同期提高比上年同期提高

55..44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对此对此，，国家统计局新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付凌晖分析表闻发言人付凌晖分析表

示示，，当前当前，，数字经济持续数字经济持续

升温升温，“，“直播带货直播带货””等异常等异常

火热火热，，助力网上零售加快助力网上零售加快

发展发展，，前前 55 个月实物商品个月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增速继续加快网上零售额增速继续加快。。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在在44月之后月之后，，这是国家统这是国家统

计局今年第二次点名肯定计局今年第二次点名肯定

直播带货直播带货。。

陈涛表示陈涛表示，，今年由于今年由于

疫情的阻隔疫情的阻隔，，网上消费更网上消费更

受追捧受追捧，，从深层次来看从深层次来看，，

互联网突破了消费空间和互联网突破了消费空间和

时间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实现了消费实现了消费

场域的变化场域的变化。。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直播带货直播带货

已成为今年经济领域最大已成为今年经济领域最大

的名利场之一的名利场之一。。

艾瑞咨询电商研究部艾瑞咨询电商研究部

研究总监赵坤告诉研究总监赵坤告诉《《中国中国

新闻周刊新闻周刊》，》，直播带货实直播带货实

现了多赢的效果现了多赢的效果。。从网红从网红

明星效应的角度来看明星效应的角度来看，，直直

播形式打破了名人在媒体播形式打破了名人在媒体

传播链条中的被动性传播链条中的被动性，，使使

得人设更加丰满得人设更加丰满，，传播更传播更

加主动加主动，，在提升了明星曝在提升了明星曝

光价值的同时还进行了商光价值的同时还进行了商

业变现业变现；；从企业品牌的角从企业品牌的角

度来看度来看，，企业家直播和品企业家直播和品

牌影响力直接挂钩牌影响力直接挂钩，，这符这符

合低投入高品效的逻辑合低投入高品效的逻辑。。

然而然而，，直播带货有利直播带货有利

也有弊也有弊。。

““从对消费者影响的从对消费者影响的

角度来看角度来看，，直播带货主要直播带货主要

的弊端在于价格不透明的弊端在于价格不透明、、

产品质量问题频出产品质量问题频出。”。”陈陈

涛表示涛表示，，一方面一方面，，商家的商家的

降价降价、、价格补贴等措施往价格补贴等措施往

往有水分往有水分、、有猫腻有猫腻，，有时有时

候商家承诺全网最低价候商家承诺全网最低价，，

但过不了多久但过不了多久，，消费者却消费者却

发现更低的价格发现更低的价格；；另一方另一方

面面，，网上售卖的物品长期网上售卖的物品长期

存在着以次充好存在着以次充好、、良莠不良莠不

齐的现象齐的现象，，十分影响消费十分影响消费

者的体验者的体验。。

事实上事实上，，网红罗永浩网红罗永浩

直播带货时就因此翻车直播带货时就因此翻车。。

55月月1515日日，，罗永浩直播带罗永浩直播带

货卖花货卖花，，不过不过，，却被很多却被很多

网友指出网友指出，，产品质量把控产品质量把控

差差，，花已经蔫了并且发花已经蔫了并且发

黄黄。。在多位网友的留言在多位网友的留言

下下，，罗永浩最终发文道罗永浩最终发文道

今年的今年的 618618 电商大战电商大战

注定与往年不同注定与往年不同。。

各大电商平台各大电商平台、、各大各大

直播平台纷纷摩拳擦掌直播平台纷纷摩拳擦掌，，

在今年第一个购物消费高在今年第一个购物消费高

潮中更多地攻城略地潮中更多地攻城略地。。

20202020 年年，，直播带货无直播带货无

疑是最大的一个风口疑是最大的一个风口，，这这

也是今年电商大战的最大也是今年电商大战的最大

变数变数，，618618 电商大战已从电商大战已从

传统的传统的 44 大电商平台变成大电商平台变成

““44++22””模式模式 （（44 大电商平大电商平

台加上抖音台加上抖音、、快手两大直快手两大直

播平台播平台）。）。得直播带货的王得直播带货的王

者者，，几乎等同于抢跑引领几乎等同于抢跑引领

今年消费的大潮流今年消费的大潮流，，这已这已

逐渐成为行业共识逐渐成为行业共识。。

各路网红各路网红、、明星明星、、企企

业大腕业大腕、、地市领导等纷纷地市领导等纷纷

加入直播带货大战加入直播带货大战，，使今使今

年的年的 618618 上演擂台战上演擂台战、、好好

戏连连戏连连。。

传统的直播网红们如传统的直播网红们如

薇娅薇娅、、李佳琦在今年简直李佳琦在今年简直

红得发紫红得发紫，，一场直播下来一场直播下来

动辄成交数千万元乃至上动辄成交数千万元乃至上

亿亿，，成为各类企业和平台成为各类企业和平台

争抢的直播宠儿争抢的直播宠儿。。

大牌明星刘涛大牌明星刘涛、、杨幂杨幂

等也纷纷涌入直播带货大等也纷纷涌入直播带货大

潮中潮中。。刘涛日前宣布刘涛日前宣布，，正正

式加入阿里巴巴式加入阿里巴巴，，成为了成为了

聚划算官方优选官聚划算官方优选官，，花名花名

刘一刀刘一刀，，并且晒出了工牌并且晒出了工牌

与形象照与形象照。。

尤为不同的是尤为不同的是，，在今在今

年年 618618 电商大战期间电商大战期间，，还还

有多位知名企业家和众多有多位知名企业家和众多

企业主登上直播平台企业主登上直播平台，，通通

过直播带货过直播带货。。

直播兴起于直播兴起于 20162016 年年，，

但严格来讲但严格来讲，，20192019年是直年是直

播带货的元年播带货的元年。。不过不过，，尽尽

管薇娅管薇娅、、李佳琦等在李佳琦等在20192019

年的直播带货大潮中声名年的直播带货大潮中声名

鹊起鹊起，，却少有知名企业家却少有知名企业家

在这一年走上直播带货的在这一年走上直播带货的

舞台舞台。。

进入进入 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随随

着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着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

首次尝试直播带货首次尝试直播带货，，不仅不仅

一战功成一战功成，，成功带货成功带货 11 亿亿

多元多元，，而且营造了而且营造了““不丢不丢

人人、、有情怀有情怀””的格调的格调，，可可

谓名利双收谓名利双收。。这成为了直这成为了直

播带货史上标志性的事播带货史上标志性的事

件件，，也吸引了众多企业主也吸引了众多企业主

的目光的目光。。

随后随后，，格力电器董明格力电器董明

珠多次登场珠多次登场，，战果一次比战果一次比

一次好一次好，，从开始的直播带从开始的直播带

货几十万元到之后超过货几十万元到之后超过 11

亿元亿元。。今年今年 618618 当天当天，，董董

明珠投入了更大地力度参明珠投入了更大地力度参

与直播带货与直播带货。。

搜狐张朝阳搜狐张朝阳、、网易丁网易丁

磊磊、、当当李国庆……家电当当李国庆……家电

行业的多位大佬也纷纷现行业的多位大佬也纷纷现

身直播间身直播间，，加入直播大战加入直播大战

中中。。

直播带货风潮涌动直播带货风潮涌动。。

据商务部统计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一季今年一季

度度，，全国电商直播超过全国电商直播超过

400400 万场万场，，网络零售对消网络零售对消

费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费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

升升。。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地方，，为拉动为拉动

当地产品销售当地产品销售、、助力消助力消

费费，，当地政府负责人也参当地政府负责人也参

与到直播带货中来与到直播带货中来。。

这些夺目的元素都汇这些夺目的元素都汇

聚在了今年直播大战的舞聚在了今年直播大战的舞

台上台上，，并集中在并集中在 618618 电商电商

大战中短兵相接大战中短兵相接。。

618618 期间期间，，某知名电某知名电

商平台邀请了超过商平台邀请了超过 300300 名名

娱乐明星和娱乐明星和 600600 多名品牌多名品牌

方总裁进行直播带货方总裁进行直播带货，，掀掀

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明星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明星

开播潮开播潮。。

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

直播屏幕直播屏幕，，有网友戏言有网友戏言，，

““今年今年618618，，不怕银行账户不怕银行账户

不够用不够用，，不怕手指头不够不怕手指头不够

用用，，就怕眼球不够用就怕眼球不够用！”！”

歉歉，，并表示合作花店全额并表示合作花店全额

退款并再赔一份退款并再赔一份。。

赵坤表示赵坤表示，，从行业利从行业利

益格局来看益格局来看，，目前行业的目前行业的

分成机制分成机制、、网红收入机制网红收入机制

不清晰不规范不清晰不规范，，这势必会这势必会

影响行业链条上各类参与影响行业链条上各类参与

者的收益者的收益，，进而制约行业进而制约行业

的发展的发展。。

此外此外，，从实际情况来从实际情况来

看看，，行业的不规范行业的不规范，，尤其尤其

是数据造假等是数据造假等，，也让一些也让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浑水摸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浑水摸

鱼鱼。。

日前日前，，梦洁股份宣布梦洁股份宣布

让薇娅带货让薇娅带货，，结果股价结果股价 99

天收获天收获 88 个涨停个涨停，，市值大市值大

增增4040多亿元多亿元，，最终招致深最终招致深

圳交易所发函问询圳交易所发函问询。。梦洁梦洁

股份公布股份公布，，20202020年与薇娅年与薇娅

合作直播合作直播 33 次次，，销售金额销售金额

为为 812812..1212 万 元万 元 ，， 占 公 司占 公 司

2019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00..3131%%，，公司支付的费用为公司支付的费用为

213213..2424 万元万元，，这意味着薇这意味着薇

娅的提成占到销售额的娅的提成占到销售额的

2626%%。。一方面一方面，，梦洁股份梦洁股份

与薇娅合作的销售额并不与薇娅合作的销售额并不

高高，，但是支付给薇娅一方但是支付给薇娅一方

的提成却很高的提成却很高；；另一方另一方

面面，，该公司董事长前妻借该公司董事长前妻借

机卖股票超机卖股票超22亿元亿元。。

避免直播带货过早凋零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