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势复苏！
会展经济激活消费潜能

“办好一个展，搞活一座城。 ”会
展业所具有的 1:9 经济拉动效应及诸
多特性，在促进区域合作、经济往来、
消费潜力释放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
用。 为有效推进会展经济发展，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 各地纷纷布局推进会展
经济，相关工作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为
经济焕发新活力注入新动力。

如何筑起
灵活就业人员“安全墙”

近年来，快递、家政、网约车等行
业灵活就业人数高达 2 亿左右。 但与
此同时，他们的工伤问题也时常发生，
其对工伤保险的需求与日俱增。 不过
灵活就业人员却难入工伤保险， 这其
中的原因是什么？ 又该如何为这一群
体筑起就业的“安全墙”？

“五年行动方案”
推进牛羊肉自给率

农业农村部日前制定的《推进肉
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 中提
出，到 2025 年，我国要将牛羊肉自给
率提高到 85%，牛肉产量要稳定在 680
万吨、羊肉产量也需达到 500 万吨，牛
羊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到 30%、50%。
这对牛羊肉产业来说， 或将迎来发展
的“风口期”。

实体零售救星：
全渠道能担大任吗

近年来， 唱衰超市的论调并不少
见，不过英国《经济学人》却认为这些
论调都是夸大其词。 巨头亚马逊以在
线零售起家， 但在几十年后却开始收
购实体零售店； 而历史更悠久的沃尔
玛则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在落后于
亚马逊 20 多年后才涉足电商行业，并
迅速站稳了脚跟。

胡建兵

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商务部会
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将于 5 月 1 日至 31
日集中组织开展全国消费促进月系列
活动，“双品网购节”“中华美食荟”“老
字号嘉年华”……一大波促消费活动来
袭。

为创建扩大消费的良好环境和氛
围，从 2012 年开始，商务部每年确定
一个月为消费促进月。今年的消费促进
月系列活动主题为“加快促进消费回升
和潜力释放，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消费促进月期间，将举办包括上海
“五五购物节”“双品网购节”“中华美食
荟”“老字号嘉年华”“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等系列活动。此外，各地还
将结合本地消费特点和节庆等特色资
源，组织开展贯通线上线下、涵盖商品
服务、面向城市乡村、融合商业旅游文
化的各类消费促进活动，社会各界对此
十分期待。

需要注意的是，要想吸引更多的消
费者参与到活动中来，就必须创新消费
方式，进一步释放被抑制、被冻结的消
费需求，为全年消费加速回补注入新动
能。此次消费促进月在鼓励各地积极引
入新平台、新媒体、新场景、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市场
供给，提品质、增品种、创品牌、优服务，
促进消费持续升级，以此进一步激活消
费市场潜力，加快推进商业秩序的全面
恢复，畅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消费促进月系列活动集中举办，但
各地可在消费促进月统一框架下，适当
延长活动时限，衔接各地推出的其他活
动， 有效承接往年同期的品牌活动，从
而形成贯通全年、引领全年、拉动全年
消费的积极态势，辐射全国覆盖城乡。

消费促进月系列活动是刺激消费、
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次消费促
进月强调利用传统节日、 重点活动、重
要展会三大节点，坚持政府搭台、多方
参与、专业运作、企业唱戏四项原则，坚
持民生导向、利企惠民，节俭务实；坚持
上下联动、城乡兼顾、内外联通，突出以
节庆兴商聚市。

各地应抓住春夏之交、节日假日集
中适宜踏春出游的特点， 挖掘地方特
有、民族特色、风俗文化等节庆活动的
消费潜力。支持线上线下各类企业利用
店庆、周年庆、网购节等重要时点开展
丰富多彩的优惠促销活动，全方位打造
节庆消费的热点和亮点，进一步激发各
类群体的消费热情。

只有真正给消费者带来实惠，才能
使消费促进月活动持续释放消费需求，
加速消费回暖，特别是通过节假日来带
动消费市场， 五一假期就是很好的开
端，然后是端午节和“6·18”年中电商大
促，再加上商务部相关支持政策，使得
消费热情进一步被拉升。促销活动越来
越活跃，对消费潜力释放会产生明显带
动作用。

直播带货亟须告别野蛮生
长———利用未成年人直播牟
利、平台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
虚假宣传和数据造假等问题，
不仅影响了直播带货的健康运
行， 也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了不
小的伤害。 在此背景下，商务部
等部门研究出台《网络直播营
销管理办法（试行）》可谓正当
其时， 将把直播带货纳入到规
范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

� � � �我国通过推进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改革试点等，促进跨境电商快速发展。今年一季度跨境电商延续良好发展态势，成外贸稳增长重
要力量，进出口额达 4195 亿元，同比增长 46.5%。 图为江苏东海水晶跨境电商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正直播销售水晶工艺品。 CNSPHOTO提供

压实平台责任 护航新业态发展

监管加码 直播带货不能再任性
本报记者 陈晴

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运营者必须
年满 16 岁；不得以删除、屏蔽相关不利评
价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督促相关直播营
销平台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
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网络直
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并从 2021 年 5月 25日起施行。 办法旨在
规范网络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 营造清朗网络
空间。

市场乱象不容忽视
直播带货发展势头迅猛。据《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6.17
亿，较 2020 年 3月增长 5703万。 其中，电
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3.88 亿， 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1.23亿。

但与此同时，直播营销人员言行失范、
平台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 虚假宣传和数
据造假、假冒伪劣商品频现、消费者维权取
证困难等问题也层出不穷。 特别是直播带
货主播辛巴销售假燕窝的案件， 让很多消
费者对直播带货产生了担忧， 也让直播带
货这一新型商业模式面临新的挑战。

事实上，不只是消费者，连商家都可能
在直播带货的经营活动中吃亏。 有直播商
家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自己与 MCN（网
红运营）机构签订直播带货合约，一场一个
多小时的直播观看人数达到数万人， 但货
却没有卖出去。还有商家表示，直播带货的
确观看人数多、下单率高，但退货率也居高
不下，完全不赚钱。“直播机构是否存在为
赚取佣金刷单的行为？ ”该商家质疑道。

记者了解到， 部分网络直播用户会通
过购买软件服务， 将实际观看人数寥寥的
直播间瞬间变成 10万以上粉丝数量的“火
爆”直播间。

“办法实施可以有效规范网络直播市

场秩序，促进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特别是
在贯彻落实电子商务法、广告法、网络安全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 办法实施是对相
关法律法规内容的完整体现。”网经社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析师方熠
智表示，直播行业迎来监管新规，对整个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有着重要意义。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对于直播带货中发生的种种乱象，直

播平台难逃责任。 此次办法在压实平台主
体责任方面有所创新。在事前预防方面，办
法要求平台对粉丝数量多、 交易金额大的
重点直播间采取安排专人实时巡查、 延长
直播内容保存时间等防范措施。

“这意味着，粉丝数量多、交易金额大
的重点直播间运营者将受到更严格的约
束。”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赵占领表示， 平台对头部主播施加
更严格的管理措施， 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问题的出现。

直播带货中存在的数据流量造假行为
也对商家和买家造成不良影响。 此次办法
明确了直播营销行为的八条红线， 包括不
得虚构或篡改交易、关注度、浏览量、点赞

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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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德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人员列入黑名
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此外，“好货”变水货、名品变赝品现象
在直播带货中也时有发生。对此，办法提出
了相关的解决方案，划清了各方责任界限，
要求直播平台协助消费者进行维权。 办法
明确， 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及时处理公众对
于违法违规信息内容、 营销行为的投诉举
报， 督促相关直播营销平台积极协助消费
者维护合法权益，监督直播间运营者、直播
营销人员依法依规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责
任和义务。

制度规范不断完善
去年以来， 直播带货相关制度规范不

断完善。
去年 6 月，中国广告协会发布了《网络

直播营销行为规范》，这是首部针对直播电
商行业的全国性规定。对于平台，规范明确
规定电商平台类的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
者， 应当加强审查入驻本平台内的商家主
体资质， 督促商家公示营业执照及与其经
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去年 8月，网
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进行
再部署，着力于提升直播平台文化品位，促
进网络直播行业高质量发展。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严哲瑀表示， 一系列制度规范对于行业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对于平台来说，在
直播带来利润和流量的同时， 也需要承担
治理责任。

据悉，5 月 1 日，《网络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也将正式实施。 其中明确规定，直播
带货视频将至少保存三年，对虚构点击量、
刷单等直播数据造假的问题和个人信息保
护也有了明确要求。目前，浙江等地已将一
些新技术运用到取证环节。 另外，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运用也实现了
对平台企业的精准实时监管。

加快促进消费回升
畅通经济良性循环

跨境电商惠全球

2021年 4月 28日
星期三

总第 7415期

www.zgswcn.com
今日 8版

中国商业联合会主管主办
中国商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１１-００８８
邮发代号 １-１８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08

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推动家庭消费升级

日前，住建部等 16 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数字家庭，提高居住品质的指
导意见》，明确到 2022 年底，数字家庭相关政策制度和标准基本健全，基础条件
较好的省（区、市）至少有一个城市或市辖区开展数字家庭建设。对于市场而言，
智能家居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消费“新宠”。 （详见 4版）

再添四地试点 服务业扩大开放提速

继北京之后，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四地也将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前述四地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为期三
年，共设 203 项试点任务。 此举对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详见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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