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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爆到冷静从火爆到冷静
直播带货离直播带货离““童叟无欺童叟无欺””有多远有多远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

要问刚刚过去的2020年什
么最火，直播带货必榜上有名。

2020年，直播带货成为经
济领域的新风口，网红、明星纷
纷入驻直播间，为经济复苏带
来了强劲动力。然而，当直播
带货成为风口，问题也浮出水
面——行业鱼龙混杂，造假、刷
单、退货率高……一系列的“翻
车”行为，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在新的一年里，直播带货
能否真正“童叟无欺”？消费者
又该如何避免跌入直播带货消
费陷阱？

经济效益显著 名人纷纷下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
降，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严重受
阻，直播带货却弯道超车，汽车、
家电、口红……任何能想象到
的商品都在直播间被“买买买”，
成为提振经济的“解药”。越来
越多的平台和名人涌入进来，头
部主播展现的“吸睛”和“吸金”
效应尤为明显，在他们的卖力吆
喝下，直播带货彻底“出圈”。

2020年 4月1日，经过一
周的提前预热，罗永浩以带货
主播的身份入驻抖音，最终拿
下了1.1亿元成交额；同年5月
14日，刘涛以聚划算首席优选
官身份开启了自己的首场淘宝
直播带货，推荐了近50款好物，
补货20余次，共带货1.48亿元。

经济效益明显，越来越多
的明星加入了这场直播风口。
2020年5月17日，主持人汪涵
在淘宝首秀，5个多小时就卖出
了1.5亿元；2020年6月11日，
演员张庭在抖音创下一晚成交
2.5亿元的佳绩；2020年7月15
日，歌手胡海泉第一次在抖音上
试水电商直播，创造了2056万
元的成绩……

为了各行业能够迅速摆脱
疫情带来的阴影，央视主持人
也纷纷下场，投身直播带货的

热潮。2020年4月6日，央视
主持人朱广权连线淘宝头部
主播李佳琦，以“为湖北拼单”
的主题展开了一场公益直播，
吸引了 1091 万人观看，带货
销售额超过了 4014 万元。
2020年5月1日，主持人撒贝
宁、康辉、尼格买提和朱广权
亮相国美央视直播专场，创下
了5亿元销售额的佳绩。

在直播过程中，主播会不
时为直播间的网友提供专属优
惠券，紧张刺激的拼抢活动吸
引了人们的眼球和手指。家住
北京的王女士告诉记者，直播带
货的形式可以带来线下购物的
体验感，如果遇到比较有趣的主
播，商品价格也有较大优惠，自
己会毫不犹豫地“买买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年1至11月份，全国网上
零售额105374亿元，同比增长
11.5%，在线消费新热点不断涌
现，直播带货成为电商发展的
新引擎。

翻车不断 回归冷静

网络直播营销业态的火
爆，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丰富的
消费体验，但直播带货的翻车
频率也在逐步上升，暴露出诸
多问题，让火爆的直播热情渐
渐冷静下来。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的《直播电商购物者消费者满
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有
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
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其中“夸
大其词”“假货太多”“鱼龙混
杂”“货不对板”成为消费者的
集中吐槽的问题。

2020年11月，有消费者质
疑网红辛巴团队所售燕窝“是
糖水而非燕窝”，引爆了直播带
货打假热潮。最终，市场监管
部门对辛巴方罚款90万元，对
燕窝销售方融昱公司罚款200
万元，快手封停辛巴个人账号
60天，对其他涉事主播处以不

同程度的封停。
除了产品“名不副实”，带

货不及预期也让明星在直播中
非常尴尬。根据相关媒体报
道，不少商家都被明星直播带
货“坑”了——小沈阳直播卖白
酒，下单20多单，退货16单；
叶一茜直播卖茶具，在线人数
90万，仅售出不到2000元；吴
晓波的“新国货首发”专场，一
款奶粉只售出了15罐……

此外，直播带货同样逃不
过刷单、数据造假的“魔爪”。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双11”消
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中直接
点名了汪涵、李佳琦和李雪琴，
其中李雪琴参与的一场直播带
货涉嫌机器刷量数据造假。

资深互联网直播部门工作
人员严某向记者透露，某些直播
为了做出好看的数据，以此吸引
更好的合作商，不惜造假刷单，
后台实际人数仅有几百，却能显
示出上万人。“相对而言，大品牌
的直播还是很严谨的，直播只是
销售渠道之一，因而产品品质有
保障。消费者尽量不要贪便宜，
也希望主播们能够实事求是，促
进行业健康发展。”他说。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刷单炒
信”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一是
利益驱使，二是很难发现，三是
成本低廉。目前，虽然《电子商
务法》等多部法律涉及刷单炒
信行为，但在法律处理依据方
面还不够明确，现实中主要依
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处
罚，威慑力不足。

专家：建立多方协同机制
共促规范发展

很多人会为喜爱或情怀买
单，这样的“看人不看货”能导
致人气上升、数据暴涨，使得占
尽流量优势的带货主播很容易
打造出诸多爆款。然而商品一
旦出现问题，情怀消失变为警

惕并远离，导致消费者不再信
任、主播丧失信誉。

从2020年上半年的火爆
到下半年的冷静，直播带货的
口碑大起大落也印证了行业亟
需规范化监管。对此，相关部门
及时发布了相关政策规定。

2020年11月6日，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
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
密切关注电商直播热点争议问
题，回应了社会对消费者权益保
障与规范电商直播秩序的需求。

2020年 11月 13日，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互联
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
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
二条第三款指出，直播营销平台
应当建立黑名单制度，将严重违
法违规的直播营销人员及因违
法犯罪或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的人员列入黑名单。

“要明确和压实平台的责
任。”陈音江认为，凡是为直播
商家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
撮合、信息发布服务的，尤其是
开通入驻功能的，必须履行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其
它情况主要根据平台是否参与
运营、分佣以及其对用户的控
制力等情形，判定其是否需要
履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
任。同时，要抓住明星、网红等

重点监管对象，让其承担与流
量相适应的责任。

“尽管直播带货有一定的
特殊性，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电
商销售模式，依然受到有关的法
律法规和行政规定的约束。关
键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
织牢监管网络，形成监管合力。”
陈音江表示，例如直播带货中的
刷单炒信行为，包含电商平台、
刷单平台、刷手、虚假物流平台
等多个主体，而且整个过程在网
上进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所
以不能仅靠市场监管部门。要
明确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能，同时
建立多方协同治理机制，确保监
管不留死角。

面对众多直播间，消费者
应当如何避雷？陈音江建议，
首先，要查看直播平台公示的
商家信息，查看其是否有营业
执照，不要听信主播的诱导进
行私下交易。其次，不要轻信
主播的产品功效宣传和超低价
承诺，要根据自身实际需要理
性消费。此外，要保存好直播
视频、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证
据，遇到问题及时联系商家和
平台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
成，可以向当地消协组织或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申请
仲裁或到法院提起诉讼，依法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月6日，在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新园乡宽敞沟村，大学生利用
专业优势直播带货为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 人民图片

■孙秋霞 许青青

记者日前走访发现，广州
二手房市场快速升温，以珠江
新城为代表的部分楼盘价格出
现攀升，且业主的议价空间收
窄。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月5日表示，近期该局开展房
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
行为。

过去一年来，广州二手房
市场有所回暖，房价环比涨幅
多次领跑全国。中国国家统计

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 11
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广
州二手房价涨幅全国第一，新
房价格涨幅全国第二。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
长谢逸枫接受中新社采访指
出，广州二手房之所以抢手，主
要是因为中心城区的一手房资
源比较紧缺，二手房相对较多，
而且广州二手房配套更加成
熟，价格也更便宜。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认为，广州、深圳等城市房价
涨幅处于前列，核心原因是粤港

澳大湾区的经济恢复相对较好，
投资属性相对较高，而执行各地
落地的调控政策力度还未抑制
住市场升温，区域内板块轮动。

近年来，广州降低人才落
户门槛，也给楼市加温。2020
年12月25日，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通知，毕业
院校为国家公布的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或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的青年人才在引进单位参加社
会保险即可入户。

谢逸枫指出，广州引进的

人才消化掉了一部分新房，另
外，广州的换房需求也很旺盛，
这些因素均导致广州二手房市
场升温。

值得一提的是，中原地产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7
日，全国已有11个城市卖地破
千亿元，上海、杭州、广州卖地收
入分别超过2000亿元。

“广州去年土地出让面积
创新高，2021年广州房价涨幅
可能有所回落，因为大量商品
房开始上市了，会把均价进一
步拉低。”谢逸枫说。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有自
媒体将部分小区业主群谈论集
体涨价的聊天记录上传到网
上。这些聊天记录截图显示，
广州中海花城湾业主抱团炒
楼，打算提高挂牌价，直接拉升
小区均价。

不仅仅是珠江新城，广州
天朗明居、汇悦台、金碧世纪花
园等小区也被曝出业主有“集
体涨价”嫌疑。对此，广州住建
部门呼吁，对于近期出现的房
地产市场有关炒作报道，请大
家理性研判，防止被误导。

广州二手房市场升温 政府出手严厉打击哄抬房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