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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团团购火起来了
本报记者

陈大姐在北京一个社区内开水果店已
经十几年了，现在每当有顾客进店，她都

多种条件促进崛起

主动去加微信，然后把顾客拉入自己建立
的微信群。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在群里
开展类似“朋友圈集赞拿特价”“原产地
水果拼团”等活动，或者在朋友圈分享一
些自己美容养颜的“食补攻略”。

秀

除了社区拼团，社交零售方式也在不
断更新。据统计，目前主要方式包括：以
云集、环球捕手、贝店等为代表的平台分
销模式；以淘宝特价版、京东拼购、洋码
头“砍价团”、苏宁易购拼团等为代表的
平台“拼团”模式；以小红书、蘑菇街等
为代表的“平台+达人分享”模式；以什
么值得买为代表的内容导购类平台；以有
赞、点点客、微盟等为代表的服务商类工
具模式等。
“社交电商本质是营销方式创新，实
际还是平台和自营的电商模式。”电商分

增强内力是当务之急
社交新零售的发展，引来了大批投资
者，创业平台也持续增多。对于创业者来
说，增强内力是当务之急。
专家建议，社交新零售平台需尽快完
善供应链，打造出特色优势来增强市场竞
争力。同时试水新品类产品，逐步丰富品
类，扩大用户规模。在扩张区域上，可以选
择下沉二三线城市，另辟蹊径扩大规模。
当下社交新零售爆发的背后，很多传
统电商正在利用小程序打通社交与零售的
场景。“社交电商模式已经证明了其在获
取流量方面的巨大优势，传统电商平台已
遭遇流量上的瓶颈，加大传统流量获取的
投入可能也无法提高行业竞争力。传统电
商利用小程序方式入驻微信社交平台，应
该是有进一步打开社交媒体流量入口的考
虑。”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助理
分析师吕昊泽说。
对传统零售企业来说，向着社交新零
售转型也很重要。专家建议，传统零售企
业要改变传统思维，正确分析消费者和分
销商的真实需求，全面做好赋能支持；其
次是建立和完善与整体布局相匹配的运营
体系和团队。

王法治

北京的王先生最近买了几斤海鲜，和以往到超市购买不同，
这次他是和邻居一起在微信群里购买的。原来，前些天他看到小
区里一个住户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则生鲜团购信息，价格比市面
上便宜不少，还保证新鲜。看到很多邻居都报名购买，他也决定
买几斤试试。一天后，发起团购的住户就把一箱箱海鲜送到了他
家小区门口。之后，王先生和邻居们更喜欢在微信群里团购了，
一起买水果、订年货，不仅物美价廉，邻里关系也提升了不少。
这是近年来在中国一些地方火起来的一种零售方式——社交
新零售。即借助微信、微博、QQ、直播、短视频等社交工具，以
社交化关系建构零售模式、以集中运营降低成本的新型零售业
态。专家表示，零售需借助社交赋能，这是未来趋势，将成为电
商、实体零售业发展的突破口。

析人士李成东认为，社交电商能够崛起有
几个必要条件：一是电商发展进入瓶颈
期，运营成本日渐增长；二是移动社交媒
体技术驱动，及供应链和支付环节的完
善；三是时间碎片化和购物习惯的改变；
四是会员制和店主制的用户裂变模式，不
仅让流量获取成本低，还解决了用户留存
率及复购率的难题。
诚然，商品质量、运送时间、价格等
是积累顾客口碑的重要因素，但和传统团
购不同，很多社交新零售平台商品送到客
户手中至少经历采购、运输到仓库、仓储
保鲜、分拣配送等过程，物流链复杂且成
本高昂。而推销成本、人力支出等也会造
成较高的管理成本。

海外网

经过努力，她家的水果销量翻了好几
番，附近小区的住户都成了她的群友和顾
客。一家拼团电商委任她为社区“团
长”，她发起的团购从水果扩展到了粮油
米面等生活必需品。
这是当下在很多社区十分流行的零售
方式。有电商专家表示，不同于分销或者
拼团模式发起的微信群，基于社区的微信
群在建立之初就相互信任，“抬头不见低
头见”的邻里关系，使得推荐人必须对自
己推荐的商品负责，因此商品的推荐和分
享都会更高效。
正是基于线下真实的社交信任关系、
口碑传播的品牌效应以及团购规模化的成
本优势，众多新零售电商平台实现了快速
扩张。
社区拼团平台运营思路大体是，平
台在各社区招募“团长”，相当于虚拟发
货点和团购发起人。团长统计完订单
后，平台可以直接联系原产地直采发
货。顾客下单第二天，商品便从原产地
送往各城市仓库，由团长负责往各自小
区发货。顾客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小区
门口，就可以提货。这种方式极大降低
了商品价格和配送损耗，节约中间环节
如店铺租金成本等，也容易在顾客中积
累起口碑，实现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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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来了拼团“团长”

彭训文

近年来，随着移动短视频
爆发式发展，网络诈骗有了新
花样。相关举报平台提供的数
据显示，近期由用户举报的短
视频“刷赞”欺诈事件时有发
生，不法分子利用网民的虚荣
心理，谎称可通过技术或人工
手段进行“刷赞”“刷评论”等
服务，进而诈骗用户钱财。
短视频诈骗，听起来有些
不可思议，但翻看案例就会发
现上当受骗的人还真不少。有
的人用视频内容吸引用户加好
友，冒充微商骗钱；有的人在
视频平台发布“红包返利”的
活动信息，一旦得手就玩消
失；还有的人以“免费领取苹
果手机”为借口套取用户信
息，索要“快递费”“手续费”
“所得税”…… 《中国移动互联
网 2018 半年大报告》 显示，短
视频行业用户规模目前已突破 5
亿；与此同时，85%的短视频用
户年龄在 24 岁以下，这些“95
后”或“00 后”，好奇心强、社
会经验少，甚至还存在一些贪
小便宜的侥幸心理。庞大的用
户规模加上匮乏的防诈骗意
识，短视频自然成为不法分子
绝佳的牟利途径。
如此严峻形势，需要监管
部门、平台运营商和用户共同抵制。当前短视
频市场鱼龙混杂，大量资本和广告不断涌入，
对监管部门来说，必须切实肩负起审核信息和
保护用户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的
监管。对平台运营商来说，一方面可以从技术
层面加强对视频内容的审核力度，比如人工智
能审核、关键词屏蔽、指纹识别对比、视频标
签添加等手段守好入口关；另一方面，平台也
应完善举报投诉机制，比如在醒目位置设立投
诉举报标志，方便用户及时举报投诉。对广大
用户来说，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轻信短
视频平台上带有营销、汇款等性质的视频，更
不要轻易向对方转账，若发现被骗应立即报案。
除此之外，国家还可以从立法层面进行一
些完善。比如，参考已经全面推行的火车票实
名制，完善对短视频平台的实名制注册，既及
时有效地对短视频发布者进行监督，对不法分
子进行打击，也可以减少平台内容乱象等问题。
总之，铲除网络诈骗的滋生土壤、保障人
们的财产安全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需要
顶层设计，也需要有效落实。只有社会各方同
心协力、协同发力，才能真正营造风清气正的
互联网空间。

警惕短视频诈骗﹃套路﹄

流量牵引传播力 社交产生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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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游实名制不是“空架子”
本报记者

本·希尔博曼：

热爱收藏的创业者
海外网

网游实名制实施一年多以来，引起了广泛关注。不论是成年
人还是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中，都要使用真实信息进行注册，
方能继续游戏。这一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措施也引起了如冒
用、购买成人身份证等问题。如何将网游实名制落到实处，修复
漏洞？本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庄靖扬

本·希尔博曼在爱荷华州长大，在那里，他花了很多时间收集昆
虫和邮票。如今，作为著名图片分享网站 Pinterest （拼趣） 的联合创
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他帮助数百万人收集和发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希尔博曼并非技术出身，他是从耶鲁大学的政治科学专业毕业
后才开始对技术感兴趣的。在创建 Pinterest 之前，他在谷歌担任产品
专家，协助设计、测试和推出新的展示广告产品。在那里，他开始
有了“干大事”的想法。他在脑海中不断地构建产品和想法，却始
终没有机会告诉他人，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工程背景。于是，希尔博
曼辞去了谷歌的工作，一心要创立自己的事业。他联系了大学同学
保罗·西亚拉，两人开始研究开发 iPhone 应用程序，可惜的是，他们
开发的数个应用都以失败告终。就在那时，希尔博曼萌生出了创建
Pinterest 的想法。“收藏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
说，“但互联网上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分享人们收藏爱好的一面。”
于是，2009 年 11 月，他和保罗·西亚拉以及埃文·夏普租了间狭小的
公寓，开始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Pinterest 早期的用户基数很小，参与度也很低。Pinterest 推出 4
个月后，只有几千名用户。相比之下，Instagram （照片墙） 在相同
的时间内已经拥有大约 100 万用户。希尔博曼说，把自己的失败告诉
别人太尴尬了，所以他和西亚拉继续修补和改进网站。事实证明，
努力是有回报的。9 个月后，Pinterest 的用户增长到了 1 万人。随着
2011 年 3 月 iOS 应用的推出，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加入。2011 年 8
月，《时代》 杂志将 Pinterest 列为“2011 年 50 大最佳网站”之一。从
那时起，Pinterest 开始快速成长，很快月度活跃用户便超过了 1 亿。
尽管 Pinterest 每天吸引着数百万的用户，但希尔博曼并不是一个
典型的科技界人士。他的性格温和谦虚，待人礼貌真诚。他往往对
自己取得的成就保持沉默，不喜欢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时，他
和埃文·夏普都非常尊重用户的见解，为了收集用户的第一手反馈，
这两位联合创始人经常离开他们在旧金山的总部，与来自世界各地
的“pinners”（钉客） 一对一地会面。
希尔博曼并没有将 Pinterest 描述成一个社交网站，而更愿意把它
看做是一个专注于个人想象力的“视觉发现引擎”。他努力让 Pinterest 成为一个人们可以发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的地方，然后，让他们在
屏幕之外把这些灵感表现出来。

何欣禹

实名注册 防止游戏沉迷
网游实名制，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物。2017 年 5
月 1 日，《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 实施。通知明确表示，网
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
实名注册，并保护用户注册信息，不得为使用
“游客模式”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内充值或者消费
服务。这一规定意味着，匿名玩网游已经成为
“过去时”，实名制成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
一个基本措施。
2018 年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 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为 8.02
亿，其中，19 岁以下网民达到 21.8%。另据数据显
示，未成年人 10 岁之前触网比例高达 72%，首次触
网年龄持续走低。
在青少年网民群体急剧增加的同时，未成年人
因沉迷网络游戏造成不良后果的新闻也屡见报端。
“10 岁小学生偷刷父亲银行卡充值网游”“少年沉迷
网游出走后回家偷钱”……针对这些现象，社会各
界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呼声日益增强，
网游实名制就此出台。
“网游实名制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落实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利用技术手段识别出未成年人，并对他
们的游戏行为进行合理引导。”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
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对本报记者说。

修复漏洞 告别成年人“马甲”
然而，提高注册门槛，是否就意味着实名制真
的“实名”了呢？
本报记者尝试登录了一些网络游戏，其中几
款需要与实名认证过的社交账号所绑定，而其他
游戏仅需要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即可完成实

名认证。“这是网络实名制目前存在的主要漏洞，
根据手机号码完成实名制验证可能会人证不合
一。”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对
本报记者说，“由于一个身份证号可以办理数个电
话号码，所以未成年人可以使用家长的手机号码
完成验证并继续游戏。”
许可同样表示，现在大部分游戏公司还是通过
自己的审核来完成实名认证，没有接入公安的权威
数据平台。“自己审核就容易出现人证不一的情况。
在实名制下，未成年人还是穿着成年人的‘马甲’。
有的小孩甚至会去购买他人的身份信息来完成这一
实名认证。”许可说。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业内游戏公司的注意，已
有游戏公司主动修复漏洞，将“实名制”落到实
处。2018 年 9 月，手机游戏 《王者荣耀》 接入公安
数据平台，并在此基础上以视频认证的方式进行
小规模人脸识别技术测试。2018 年 10 月，《王者荣
耀》 以北京等九地市为起点，正式启动游戏全部
用户的强制公安实名校验，未通过校验的游戏账
号将禁止登录。辅之以实名认证，不少网络游戏
公司都上线了防沉迷系统，对未成年人的在线游
戏时间予以限制。

完善制度 还需多方合作
目前，一些大型网络游戏公司正开始引入实名
制并逐步修复漏洞，在受访专家看来，要想落实网
游实名制，还有许多规则有待细化和创新，同时也
需要出台可操作的措施加以配合。
将账号与身份对应，是实名制的核心所在。朱
巍认为，网游实名制不能仅限于在注册时设门槛，
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如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大
数据检测等，充分发挥实名认证对于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游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建立统一的标准。有些游戏公司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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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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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实行了实名制，有些却没有，不能让‘劣币驱逐
良币’。”朱巍说。在他看来，网游实名制、防沉迷
系统不能仅依靠某一个游戏平台实行，应当建立跨
平台的认证体系。“小孩子在这个游戏上时间玩够
了，可以换到下一个游戏去玩，这样实名认证和防
沉迷系统就没有起到作用。”
在许可看来，如何让游戏公司积极履行保护未
成年人的义务是完善实名制的关键所在。他建议，
在接入公安机关的权威数据平台上，可以给予游戏
公司相关的政策优惠，以鼓励他们积极落实网游实
名制，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同时，游戏公司也应
当保护好用户信息安全，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
和数据管理办法。”
“网游实名制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对未成年
人提供基本的保护。”但许可认为，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游戏有多方面的原因。“真正做到防沉迷，还
应当通过教育、家庭和社会，不能简单寄希望于
身份认证和网络厂商的技术手段。同时，也要听
取孩子们的意见，他们也是做决定的一方。多方
良性互动，才能共同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的问题。”许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