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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是一家为小企业提供金融
服务和软件的公司，总部位于加拿
大。柯克·辛普森 （Kirk Simpson）
是 Wave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2019年，柯克被评为加拿大最
受尊敬的首席执行官之一。在他的
领导下，Wave获得多项领导力、文
化和创新奖。

在推出 Wave 之前，柯克拥有几
家科技公司，当时市场上还没有针对
小企业简单免费的金融软件。他亲
身体会到管理财务的痛苦，因此他想
用更好的方式来支持小企业主。“我

一直热衷于利用技术解决问题，这是
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
认为专注于重要领域的技术，可以成
为好事业的推动者。”柯克说。

2010 年，柯克与詹姆斯·罗彻
里 （James Lochrie） 共同推出金融
服务软件公司Wave，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企业家提供财务软件，帮助他
们管理自己的财务。不久后，Wave
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可以追踪收
入和支出、创建并发送专业发票和
扫描收据等，为客户带来极大便
利。Wave也通过为小企业管理财务
生活提供综合在线解决方案，取得
了巨大成功。

如今，Wave平台上的用户多达
数千万。柯克表示，他的愿景是将
公司打造成一个金融平台，帮助企
业家经营和发展他们的业务，就如

同 Wave 官网上写的那样——更好
的赚钱、转移和管理钱的方式。“我
们正在推进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
并将其整合到 Wave 战略计划中，
进一步帮助企业家改善现金流、节
省时间和金钱，从而更好地了解他
们的业务状况。”

Wave 于 2019 年被国际税务公
司H&R Block收购，成为加拿大第
11大科技公司。收购完成后，Wave
继续独立运营，公司现有的结构和
重点仍作保留。“这次收购使我们能
够从长远的角度来构建平台，用战
略性的眼光来考虑问题，为客户提
供更多的价值，不仅是在 Wave 平
台上，而且通过H&R Block为客户
提供真正明智的税务解决方案。”柯
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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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账号为牟利“知法犯法”

近期，多个网络账号炒作“标题党”文
章，散布虚假信息。对此，国家网信办日前
组织各地网信部门开展网络恶意营销账号专
项整治行动，已关停账号18576个。

在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任孟山
看来，这些不法分子往往是受利益驱使知法犯
法。所谓利益从何而来？任孟山介绍，首先是
网络营销账号通过博取更多粉丝关注，从而

“涨粉”到一定程度实现流量变现；第二是通过
插入跳转链接获得相应受益，这其中不仅包括
购物链接，有些还跳转到涉黄涉赌等违法内容
链接，吸引粉丝点开后实现恶意变现；第三是
收取他人费用针对其竞争对手编造谣言，或者
专门散布某些企业的不利甚至不实信息进行
故意敲诈，让对方主动联系自己谈判以收取所
谓“撤稿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
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郎平认为，恶意营销乱
象屡禁不绝的原因还在于其收益要远高于被
查处之后的成本，可能的收益要大于潜在风
险。“根据今年 3月施行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
治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制作、复制、
发布违法信息时，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
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整改、限制功能、暂停更新、
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但对于不法分子来说，
类似的处罚并不会伤筋动骨，在利益驱动下，
他们还会继续作恶。”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对隐藏在网络恶意
营销账号背后的运营主体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只有让他们感到风险难以承受，才能产
生威慑效应。”郎平说。

按照国家网信办统一部署，近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网信部门积极
作为，腾讯、新浪、今日头条、网易、趣头条等网站平台主动开展自查自
纠，排查平台内网络账号恶意营销问题。任孟山认为，网络信息内容服务
平台除了应及时对网络恶意营销账号采取封号等措施外，还可以加强甄别
技术手段，特别是利用大数据包括关键词过滤等，把恶意营销号精准筛选
出来。“只有为清朗网络空间构筑一道安全屏障，无论是噱头还是低俗甚至
涉黄的营销内容才能无处遁形，不法分子也将无从下手。”

莫被恶意营销“牵着走”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恶意营销花样百出，极易欺骗误导公众。以娱乐
圈为例，有些艺人明明实力平平，却凭借营销不断制造噱头，成为流量明
星，轻松拿到高片酬和好资源。而很多不明真相的粉丝，往往被网络恶意
营销账号牵着鼻子走，到处“煽风点火”。任孟山认为，普通人受自身认知
水平所限，对恶意营销行为了解不深，就很容易被误导。“对于网络恶意营
销账号，人们应该保持警惕，特别是对一些‘标题党’性质的网络恶意营
销账号甚至带有类似性质的文章，没有必要点开。”

“网络内容鱼龙混杂，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所看到的信息有被恶意操
控的可能，因此对于越是吸引眼球的内容越要谨慎，独立思考，不要盲
从。”郎平表示，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可能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和培
养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信息来源，为网民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竖立一
个灯塔。

任孟山认为，如今，拍一段视频、写几段文字的人都号称自己是“自
媒体从业者”，而不少人已经对此类现象日渐习以为常，这是很危险的。

“在自媒体泛滥的时代，每个人都要具备一定的信息辨识能力，对于信息的
真实度、可靠性以及是否涉及灰色内容等都要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对‘标
题党’和‘造谣党’形成一定的识别能力和‘免疫力’，不给恶意营销生存
的空间。”

促销花式噱头少了

刚参加工作的“90后”王宇前阵子看中了一
款时下流行的电子产品，但近2500元的售价让他
有些犹豫。“6·18”购物节期间，王宇在一家电商
企业浏览该商品时发现，可以通过分期付款形式
购买且免息。他算了算账：买这款产品分24期还
款，一个月还 100 多元，总体看很划算。于是他
在这家电商平台下了单。

为满足年轻人“一步到位”的消费追求，今
年“6·18”活动期间，一些电商平台推出全场免
息，如京东金融推出“24 期免息”、天猫推出

“分6期免付1期”、苏宁金融推出任性付分期免息
等活动，消费者只需每月花几十到几百元，就可
以轻松拥有一件高品质商品。

除了分期付款，让消费者在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后敢消费、愿消费，在财务压力和追求
品质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今年“6·18”活
动的一大特点。为此，今年各家电商推出高额
消费券、限时秒杀、百亿补贴等优惠活动时更
加注重消费者购物体验，花式噱头少了，直接
降价更有吸引力。

“6·18”活动期间，京东宣布提供超过2亿件
五折商品，包括电脑数码、家电、日用消费品，
甚至还有超千套房源低至五折起拍、6.18 元的体
检套餐、最低四折的旅游景点门票等。天猫与多
地政府、品牌一起发放 100 亿元消费券和补贴。
苏宁启动“千百万”爆款计划，包括备货 100 万
台苹果系列产品、1000万袋大米等。

陕西宣布买汽车、换家电、开网店均有优
惠，上海推出消费节庆活动“五五购物节”，河南
发布十条促消费举措……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促销
政策，为消费回暖持续加码。例如，6月6日启动
的“北京消费季”活动，宣布投放 122 亿元消费
券。智能产品专项消费券与电商平台“6·18”促
销价格叠加使用后，让很多产品价格大为降低。
在一家电商平台上，一款华为 P40 5G 手机标价
4158元，各项优惠后到手价格3748元，一共优惠
410元。

在各方推动下，今年“6·18”消费成绩单十
分亮眼。数据显示，天猫“6·18”活动期间累计

下单金额6982亿元，京东“6·18”全球年中购物
节累计下单金额2692亿元，拼多多平台订单量较
去年同期增长 119%，苏宁“6·18”超级秀 5个半
小时成交额破50亿元……彰显了中国内需市场旺
盛的生命力。

直播带货成新热点

北京用户争相购买湖北小龙虾，上海消费
者爱吃纽澜地烤肉，西安用户一边看黄金水蜜
桃直播一边下单，最快 30 分钟就可品尝到……
今年“6·18”期间，盒马鲜生在全国 12 个城市
开启的吃播活动人气十足。盒马直播负责人李
天珏表示，多地联动直播对带动各地特色农产
品销售效果明显，这是阿里巴巴数字农业助农
兴农的新模式。

今年“6·18”活动期间，直播带货成为热
点。数据显示，天猫“6·18”期间有13个直播间
累计成交过亿元，京东快手首场直播销售额达
14.2亿元。

不仅各大电商在“6·18”期间纷纷加大直播
营销力度，短视频平台如快手、抖音等也纷纷入
局。快手不仅举办“6·16”品质购物节，还与家
电企业美的合作开展网红孵化计划，首批 700 名
导购入驻快手。抖音也开启了 4 场“6·18”营销
城市巡演。

网经社 （电商门户）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曹磊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内容泛娱乐
化，对提升流量、降低获客成本等方面效果突出
的直播，成为电商平台角逐的重要战场。在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背景下，由于“6·18”促销活动
的推动，确实让直播带货走进了更多消费者。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各平台资源整合趋势更
为明显。近期，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宣布与
零售企业国美合作，苏宁易购与抖音达成深度合
作，各方通过整合供应链，实现抱团作战。一些
电商还投入涉及家电、生鲜、运动等品类的生产
线，让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进一步整合。

物流配送在今年“6·18”期间改善明显。京
东物流推出“城市群半日达”、全国88%行政区县
可实现 24 小时达，苏宁建设首个 5G 无人仓，菜
鸟物流推出小时达、半日达和当日达等服务，通

过新技术应用，带来了物流速度显著提升。菜鸟
物流数据显示，相较去年天猫“6·18”期间，快
递普遍提速超3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
微表示，网络购物节庆活动对于疫情之后消费的
引领、释放、回补以及创新，都有积极作用，通
过拉动生产制造、物流等更多行业发展，助力整
合产业链，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也会产生很好的
引领和带动作用。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
认为，今年“6·18”购物节意义特殊。短期看，
将进一步促进消费加速回暖；长期看，“6·18”期
间显现的新趋势、新亮点将转化为中国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

商品质量严把关

每年电商促销期间，产品质量和售后问题是
消费者关心的焦点。今年“6·18”期间直播带货
火爆异常，但不少消费者反映直播购物中存在夸
大、虚假宣传现象，一些商品质量不佳甚至是

“三无”产品。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 《直播电商购物

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有37.3%的消
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各种问题。伴随着“6·
18”活动热度提升，与直播带货相关的监管政策
也呼之欲出。

6月5日起，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启动为期半年
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探索
实施网络直播分级分类规范及网络直播带货管理
规则成为重点。6月8日，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通
知，起草制定 《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
范》 和 《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 等两
项标准，据悉这将是直播行业首部全国性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认为，应尽快建立以市场监管部门、商务部门
和网信管理部门为核心的跨部门监管模式，出
台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可建立黑名单制度、信
用评价制度和投诉监管制度，做到一次违规、
终身禁业，从而促进直播行业规范有序运行，
实现高质量发展。

各电商平台累计下单金额逾9600亿元

“6·18”助燃消费者热情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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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之后的首个大规模电商购

物节，今年的“6·18”被赋予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等重要价

值。满减、补贴、消费券、降价……在今年“6·18”年中购物节

带动下，各大电商企业纷纷推出促销政策，加上政府消费券、线

下商家优惠政策助推，人们的消费热情竞相释放，给中国消费领

域带来一股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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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明智的税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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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人们享

受信息便捷的同时，却频频被难辨真伪

的资讯所困扰。为遏制网络恶意营销

乱象，国家网信办近日组织各地采取多

种措施开展网络恶意营销账号专项整

治工作，加强打击力度。

6 月 18 日，工作人员在青岛首个直播电商基
地工作间推销产品。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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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海洋经济开
发区电商产业园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分拣、发送
快递包裹。 司 伟摄 （人民图片）

6 月 18 日，在安徽省阜阳青年电商产业园
内，一家电商企业员工在准备相关工作。

王 彪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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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扫码支付已成为流行的支付
方式。近日，由安徽意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每鲜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投入的一种无人智能生鲜柜率先在阜
阳市一些小区亮相，实现24小时无人售货，市民可通过手
机扫码开柜选取70多个种类的瓜果蔬菜。此设备的投入使
用不仅打通了菜篮子配送的“最后100米”，也让居民不出
小区就能购买到新鲜果蔬。

◀在小区里亮相的24小时无人智能生鲜柜。
王 彪摄 （人民图片）

无人智能生鲜柜亮相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