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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为电商“带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短视频
用户规模达到 6.48 亿，占全体网民的
78.2%，短视频类应用使用时长占移
动应用使用总时长的8.2%。

甘友琴的成名，正是得益于短
视频的快速发展。原本，甘友琴只
想做个“安安静静”的“网红”，但
她没想到，通过短视频做电商，让

她成了千万销售额的企业主。
“以前果农都是用最传统的方法销

售。白天摘果，大半夜就要到批发市
场去卖。现在我可以帮助大家用‘短
视频+流量’卖出去，村民不用熬
夜，卖得还比以前快。”甘友琴说。

短视频与电商的融合，正在引领
新的消费方向。如今，阿里巴巴、抖
音、快手、拼多多等短视频和电商平
台纷纷推出“边看边买”等模式，利
用短视频“带货”、变现。有业内人士

指出，作为最通用的内容载体，以短
视频为代表的可视化商业链接将成为
趋势。

新脑洞改变行业“玩法”

不只是在电商领域。一段时间
来，内容更为垂直化的短视频正在与
其他业态加速融合发展，并拓展到旅
游、消费等诸多领域，利用新技术、
新“脑洞”改变了很多行业的“玩
法”，产生了不菲的商业价值。

例如，一些景区、城市选择与短视
频应用合作，用更加新颖便捷的形式进
行全民互动和推广，助力城市文化形象
的定位和传播，由此催生了很多网红城
市、网红景点。数据显示，2018年抖音
平台上城市相关视频超 7900 万条、播
放量超2200亿、用户点赞超70亿次。

“短视频+知识”也是短视频跨界
的热门领域之一。由于短视频科普更
生动、更直观，符合知识碎片化传播
的偏好和需求，已经成为目前最具活
力的科普业态，打破了知识传播和理
解的壁垒。今年 3 月，抖音发起了名
为“DOU知计划”的全民短视频科普
行动。截至今年 6 月份，抖音累计发
布泛知识类内容超过 644 万个，累计
播放量近6600亿次。

未来“短视频+”成为常态

日前，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网络视
频研究中心与抖音短视频共同发布的

《短视频与社会创新研究报告》 指出，
短视频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个体微创新
被看见、被记录、被分享、被认同，
这种普惠的共享共创，高效聚合了范

围更大、程度更深的群体创新，从而
助力了社会整体创新。

短视频的融合发展为何逐渐成为
常态？有专家指出，一方面，短视频
作为更加符合移动互联网用户触媒习
惯的视频内容形式，在内容和功能上
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基
于各类互联网平台的产品功能、用户
群体以及短视频内嵌需求的差异性，
也给予了“短视频+”不同的滋生土
壤。各行各业想要在短视频领域分一
杯羹，就要不断尝试“短视频+”的
玩法，并以此促进传播形态创新和多
种业态融合。

未来，短视频融合的发力点在哪
里？首先，多场景渗透将帮助短视频
继续享用流量红利，未来短视频的流
量增量将主要来自旅游、健身等与生
活方式相关的细分场景。其次短视频
将进一步创新盈利模式。为了获取更
多流量变现手段，短视频可以探索更
多的融合模式。

中国网络视频研究中心副主任王
晓红认为，未来“短视频+”将成为
常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跨界融合
愈发显著。随着相关政策规范体系更
加完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将逐渐被广泛应用，基于短视
频的共享共创将继续向跨界化、场景
化、协同化、专业化等迭代演进。

“我的钱到底去哪儿了”

不久前，在哈尔滨读大学的王斌收到银
行卡扣款信息，显示已向某网贷平台支付
299元人民币，在此期间，他并没有输入支
付密码，也未在扣款前收到任何提示。值得
注意的是，王斌在下载了与之相关的 App

（应用程序）、注册并填写完银行卡号与电话
号码等个人信息之后，发现软件使用前要先
收取费用。出于谨慎，王斌并未使用该网贷
平台并随即卸载。令人意外的是，两天后，
王斌仍然收到了平台的扣款信息。

这种遭遇并非个例。笔者在梳理相关情
况后发现，投诉平台上与之相关情况的投诉
已过万件，大部分投诉内容与之相仿：下载网
贷App、注册、填写个人信息、扣款。由于还未
使用过网贷借款功能，不少用户对被扣款的
原因疑惑不解。

据统计，存在“不知情便扣款”情况的网
贷 App至少有 10余款。网友表示，平台扣款
数额从 98 元到 299 元不等，扣款理由也是五
花八门，“个人信息评估推荐服务”占多数，但
不少用户并不知自己已使用过此项信息评估
服务。

服务协议暗藏扣款名目

还未借款，为何已经被收取了费用？
“个人信息评估推荐服务”可以在用户不知
情的情况下收费吗？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所谓需要收费的
“个人信息评估推荐服务”，多隐藏在用户刚
注册时填写的服务协议里。事实上，用户在

注册过程中，会有需要自行勾选的服务协
议，“我已阅读并同意 《代扣服务协议》 ”

“登录即代表您同意《用户服务协议》”“我
已阅读并同意《评估推荐服务协议》”……
收费的信息评估推荐服务就在其中，利用不
少用户很少会认真阅读注册时相关协议的心
理，就这样“拿走”了用户的钱。

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注册时“不知不
觉”地就“开通”了免密支付。从注册到
自行勾选服务协议再到开通免密支付，一
个再寻常不过的注册场景，实际上却陷阱
重重。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表示，网贷平台对于关键性条款没有
给予明确提示，而是隐藏于条约中，这本
身就侵害了用户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这样的约定理应无效。在用户并未产生贷
款业务、网贷平台也没有提供任何服务的
情况下，平台“五花八门”的收款是不成
立的。

擦亮双眼选择正规平台

朱巍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与网贷
App进行合作前，也应对其互联网金融服务
的资质进行考核，确认其是正规平台后再与

其合作。若网贷平台缺乏资质或相关证明，
第三方支付平台还要跟它们合作，就需要承
担连带责任。

近期，网贷行业清退步伐不断加快，
上海、四川、深圳等地相继公布了网贷机
构清退名单。监管引导机构良性退出，有
利于化解行业风险，加快行业出清，净化
市场环境。前不久，北京也公示了第二批
15 家网贷“黑名单”。一直以来，一些不
良网贷平台引发的问题屡见不鲜，乱象丛
生，侵害了用户权益。监管部门及时出
手，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无疑是
强有力的信号。一些不良甚至非法网贷平
台不仅侵害了消费者正当权益，有些较为
极端的案例甚至对用户的正常工作、学
习、家庭生活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危害之
大实在不可小觑。

对于网贷平台使用者来说，如何能够准
确识别“套路”，避免个人利益受损？业内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市场上存在的许多网贷
App 是不合规的，“套路”层出不穷，也给
识别和判断造成了不小难度。用户要擦亮眼
睛，尽量不要使用许多不知名的网贷 App，
也不要通过这类产品来理财。与此同时，要
注意注册协议中所涉及的相关隐私问题，努
力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害。

海外网法国8月27日电 （鲁佳 龙剑武） 第三届中法
跨境电商峰会将于10月15日在巴黎隆重开幕。本届峰会由
中国 （杭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人民日报海外
网、杭州海外联谊会、欧洲杭州联谊总会总商会主办，淘
宝全球购协办，中国驻法国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法国中
国工商会、法国商务投资署、法国巴黎工商会指导。

峰会期间，20多位中法政府及相关指导单位的领导与
专家、60 家中国采购商、150 家欧洲品牌商、300 家中欧
业内供应链各环节解决方案提供商将共襄盛事，与会方囊
括跨境支付、通讯与 IT、物流、公关、会展企业、进出口
公司、创业园区以及民间商贸组织等跨境电商业务生态系
统的各类企业，预计将有逾 1500 名行业精英齐聚峰会现
场，进行资源对接。

峰会汇聚全球优秀跨境电商践行者，将邀请包括淘宝
全球购、天猫国际、阿里速卖通、网易考拉、物产通、佳
成国际、贝贝等众多行业代表和在杭州孕育成长起来的独
角兽创始人齐聚巴黎，分享在该领域的案例和经验。峰会
也将邀请法国邮政、亚马逊、FNAC、巴黎春天、巴诗威、
欧洲谷、LVMH 等法方知名供应链企业代表参会，围绕依
托跨境电商重构贸易链、在数字贸易下带动制造升级、促
进中国品牌国际化等话题进行深度交流。

本届峰会由主题论坛和展位展示组成，理论层面与落
地对接充分结合。峰会还将设分会场，由中法知名“行业
关键意见领袖”（KOL） 组合呈现直播带货环节，宣传“中
国制造”。现场将预设40家品牌快闪展台，邀请350名买手
现场“走播”，向欧洲品牌展示中国互联网购物的吸引力。

据悉，中法跨境电商峰会于2017年10月在法国巴黎首
次召开，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峰会旨在搭建平台，帮助
中欧跨境电商企业在新时代抓住新机遇、发现新商机，共
同打造互利共赢的中法跨境电子商务生态圈，展望共筑

“网上丝绸之路”的美好愿景。主办方表示，有意参会的业
内人士可通过france@haiwainet.cn与峰会组委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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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短视频帮助家乡脱贫，这波操作非常“溜”。来自广西钦州

市灵山县三海镇苏屋塘村的甘友琴，网名“巧妇九妹”。十几年

前，她还是一名在外打工的农家妹，可自从两年前在家乡做起了

美食短视频，甘友琴便成了“网红”。做电商、促就业，如今的

“巧妇九妹”已经是拥有35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大V，每年为家乡

带来近千万元的收益。

“短视频+直播”“短视频+电商”“短视频+社交”……近年

来，短视频呈现出加速融合态势，“短视频+”的模式为各行各业

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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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注册便扣款，谁动了我的“钱袋子”？

网络贷款，层层套路何时休
孙亚慧 姜在辉

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许多

金融产品在网上随处可见，这

其中就包括网络借贷。不同于

传统的借贷方式，网络借贷客

观上有操作便捷、流程简单的

特点，然而，有些网贷平台却

风险暗藏。

近日，不少网友在某投诉

平台上反映，自己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收到来自网贷平台方的

扣款短信。未输入支付密码便

被扣款，有网友甚至表示自己

连扣款提示短信都没有收到。

上图：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的志愿者向当地葡萄种
植大户传授手机直播、拍摄技术，帮
助果农实现产品网上销售。

姚海翔摄（人民图片）

“无人律所”
让律师面对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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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闵行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内，上海
第一家“无人律所”正式向市民开放。

王亚东摄（人民图片）

今年 3 月 28 日，上海首家“无人律所”亮
相，法律咨询像 ATM 机取钱一样方便。最近，
在闵行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内，上海第一家

“无人律所”正式向广大市民开放，市民可亲身
感受“互联网+律师服务”带来的便捷，只需一
张身份证就可以享受所需法律服务。

“无人律所”是一个类似银行 ATM 取款机
的小房间，能够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咨询、线
下约见等事务，市民仅需简单几步操作，就能
与律师面对面交流。

据了解，“互联网·无人律所”是基于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运用而搭建的一个整合全
国律师资源的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该平台操作
系统内置高清触摸终端机、身份证读卡器、文件上
传设备、打印设备等综合配套设备，涵盖快速咨询、
材料共享、文书服务、约见律师、视频咨询等功能。

·广告··广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始终以“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己
任，旗下东阿新希望六和公司在山东省东阿县姚寨镇建
成的存栏 2.1万头种猪繁育基地项目，成为目前国内单
场EPC（工程总承包）最大的种猪繁育场之一。

经过180天的建设，东阿新希望六和公司种猪繁育
基地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

项目工程总量、建设难度、建设速度均排在国内同行业
前列。繁育场优选全程智能化养猪系统，采用智能化养
猪设备，可实现猪舍内环境的智能化自动调节，使猪舍
内温度、湿度、通风保持在适宜状态，给生猪创造舒适的
生长环境。同时，配套建设了专业化的固体废弃物处理
设施，所产生的污水经初沉、厌氧处理、气浮、混凝等多
个工序，将有机物转化为沼气再利用，固体废弃物则利
用好氧微生物有氧发酵原理，经无害化处理后作为原料
生产复合有机肥，真正实现种养结合、资源循环利用，有
助于解决环境问题。目前，繁育场正健康有序地运营。

种猪繁育基地全面投产后，可达到年提供种猪3万
头、优质仔猪 50 万头的生产能力。繁育场采用聚落式
发展模式，以精准扶贫项目、“公司+家庭农场”的产业
模式积极建设标准化、规模化合同生猪放养基地，带动
周边养猪户共同致富，提供就业岗位，辐射带动周边经
济发展。

2018年，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了发挥“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辐射与带动效应，助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与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招商团队对
接，经过实地考察，决定投资 5.3 亿元，建设占地面积
2016亩的东阿县姚寨镇种猪繁育场。

在建设项目的同时，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还把
自身发展经营与加快地方脱贫攻坚，助力实现全面小康
有机结合。为帮助东阿县姚寨镇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公
司积极配合姚寨镇整合扶贫专项资金516.85万元，建起
一处占地面积 32 亩的生猪育肥基地，姚寨镇每年的项
目收益部分用于贫困户分红，助力脱贫攻坚。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种猪繁育项目得到了
东阿县姚寨镇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姚寨镇表示，将全力
支持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加快建设，多点布局。新
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追加投资1.5亿元，分2—4
个区，建设占地面积500—600亩的大型生猪育肥基地，
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全产业链
发展框架。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邓成表示，公司将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该项目合作模式，以助力缓解全国生猪
缺口压力，稳定猪肉价格，保障市场供应。

数据来源：东阿县新希望六和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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