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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今年“双11”最炫目的角色，毫无疑问是数
十万直播间的带货主播们。

11月11日，近10万个直播间的天猫主播热火朝天地卖货。淘宝数据
显示，今年天猫“双11”的20万个品牌和商家中，有一半都自己开起了直
播间，直播场次相比去年翻番。

直播带货在“双11”全面爆发，成为各大电商重点营销板块，淘宝、京
东、快手、抖音、蘑菇街、网易考拉等纷纷加入这一新的电商赛道。

直播创造千亿增量市场，电商平台纷纷布局
10日晚7点到凌晨近2点，某网红主播穿着红色T恤为“双11”做最后

的冲刺直播。“Oh My God”“买它！”……直播共有3683.25万观看量，点赞
达到6509.7万。他一共推荐了55款商品，其中大部分为品牌美妆，还有白
鹅绒枕头、颈椎按摩仪等。“双11”开场56分钟，另一名网红主播淘宝直播
观看量达3968.6万。

凌晨开始，天猫“双11”接连打破纪录：2小时内，148个品牌跻身亿元
俱乐部，淘宝直播9小时引导成交已破百亿元，预计全天将有5亿多人涌
入天猫、淘宝App。

除了网红，今年的网购直播还出现了厂长团、总裁团、外国友人团等
主播阵容。“双11”期间，淘宝直播平台上有上千名“洋主播”用十几种语言
向全球各地24小时不间断直播，“村播”场次已超过15万场，有1.5万名农
村主播在全国各贫困县、贫困村开起直播。

2018年，淘宝直播带货能力已超千亿元。今年“双11”，仅在预售阶
段，淘宝就有1.7万个品牌开启直播，多个品牌单品预售成交破亿元，其中
更有6分钟破亿元、1秒55台汽车的战绩。越来越多商家将品牌直播视为
今年“双11”最亮增长点。

日前，阿里研究院联合德勤等发布的《中国进口消费市场研究报告》
指出，直播电商对消费者引流作用明显，开始引领进口新消费形态。2019
年，各类进口消费品直播引导浏览商品人数、引导购买商品人数及引导支
付金额都呈现出爆发性增长。2019年7月至9月，天猫国际直播引导浏览
商品人数从2018年同期的855万增至3503万，引导支付金额从6159万元
增长至4.7亿元。其中，美妆与保健品行业增长尤为显著。

直播卖货为什么这么火？
“人肉聚划算”“线上奥特莱斯”“全网最低价”……“性价比高”是直播带

货打出的最显赫的标签。很多头部网红不断向粉丝强调，直播卖的是最实
惠、最优质的商品，并藉此不断创造出多个“亿元直播间”的财富神话。

对主播的信任感是网购重要基石。“已经被李佳琦带进‘沟’里很久
了。他看起来很帅、有品味、会生活，推荐的产品也肯定差不了。”北京的
唐女士说。

“跟明星、模特相比，主播的形象更接近普通人，他们的推荐更具带入
感。身材好、脸蛋漂亮的人穿什么都好，但我想知道的是，像我这样梨形
身材、收入一般的消费者能穿搭出什么样的真实效果。”北京的黄小姐说。

直播销售的商品价格确实便宜吗？一位头部网红经纪人表示，关键
在于批发模式。面对主播巨大的吸引力和销量，商家愿意给出最低价，由
此形成粉丝、商家、主播的共赢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专家朱克力说，直播带货价格低，一方面
是因为品牌方为了推广做活动降价；另一方面是网红为继续增加流量，从
推广费中拿出一部分补贴给产品，让消费者享受优惠。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高级专家庄帅认为，直播容易通过直观的方式建
立起主播与用户之间的信任。并且，直播卖货不必设计门店形象、拍摄图
片，销售门槛低，商家能快速通过网络规模化销售商品。

蘑菇街CEO陈琪说，此前平台传统的图文方式无法充分展示细节，
通过直播，消费者可以对商品的形态、功能得到更全方位、深入的了解。
此外，超强的互动性也是直播的突出优势。

淘宝数据显示，头部直播网红的年收入已达到千万级。网红主播如
何赚钱？直播经营公司金久星商务总监来斌告诉记者，网红主播主要靠
收取佣金比例获利。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扣除平台费用后，卖一件100
元的商品，网红主播大概拿到手有七八元。一场直播有几百万元的流水，
仅一件商品就可以赚10多万元，几十件商品加起来收入相当可观。

直播带货将走向何方？
业内专家认为，直播带货不是电视购物的简单升级，其受众更年轻、

交互性也更强，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直播带货的高峰期应该还没到，未来市场发展或将持续加速。”庄帅

认为，“电商+直播”将成为连接人、货、场的重要模式，但目前出现的连接
和信任问题，给监管带来严峻挑战。

近日，某网红主播直播推荐的“不粘锅”秒变“粘锅”引发广泛关注。
网红带货频频“翻车”，带来了对直播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售后服务跟不
上、数据造假等问题的质疑。

庄帅分析称，直播带货频遭质疑，一方面是因为主播们比较年轻，团
队对供应链管理能力较弱；另一方面，部分主播为快速获利，忽视消费者
权益，对产品把关不严。

专家表示，电视购物曾火爆一时，后来因为虚假宣传、夸张描述等做
法破坏了消费者的信任。网络直播如果不能有效规范，将影响这一商业
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11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加
强“双11”期间网络视听电子商务直播节目和广告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
网络视听电子商务直播节目和广告节目用语要文明、规范，不得夸大其
辞，不得欺诈和误导消费者。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根据广
告法相关规定，直播叫卖、吆喝，说到底是一种变相的广告代言，要遵守广
告法的规范。

陈音江说，如果主播明知或应知存在虚假宣传仍推荐产品或服务，造
成消费者权益受损的，应当与销售商家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是关系到消
费者生命健康的虚假广告，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的，广告代言人即使不知
情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平台需要加强监管，通过收取保证金、罚款、停
播、封号等措施对网红主播加强约束，完善审核、考核机制，同时也要进一
步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双11直播卖货为什么这么火

新华社电 11日1点3分59秒，
2019天猫“双11”成交额突破1000
亿元人民币。今年是“双11”的第
11 个年头，从衣食住行到精神消
费、服务消费品，消费者的购物车，
如同微型录像机，记录了居民消费
的变化，也浓缩了时代的变迁。

零点钟声刚过去 1 分 36 秒，
2019 天猫“双 11”成交额已突破
100 亿元人民币。2018 年达到这
一数字的时间为2分05秒。

今年是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
巴举办“双11”的第11个年头。经
过 11 年发展，天猫“双 11”已经成
为全球电商购物节。据阿里方面
数据显示，今年“双11”，将有来自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22000
个海外品牌参与中国电商购物节
的相关活动中。

在科技和大数据驱动下，进入
第11年的天猫“双11”蕴藏的商业
力量开启了中国乃至全球商业力
量的大协同、大合作，引发全球共
振。与此同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的搭设，进口商品也正在深入3至
5线城市和县域地区。据天猫国际
数据显示，县域地区跨境电商的渗
透率从2014年的1%，增长到2018
年的7%。

天猫“双11”最早创办于2009
年，首届成交总额约为 5200 万元
人民币。2018 年，“双 11”当日阿
里巴巴旗下平台成交总额达2135
亿元人民币。

而据京东官方数据显示，2019
年11月1日零时至11月11日上午
9时，“‘双11’京东全球好物节”累
计下单金额突破1658亿元。京东
数科集团旗下京东金融还以“全民
瓜分 10 亿元‘京贴’”活动帮助用
户购物狂欢，补贴“回血”，惠及2.1
亿用户。数据显示，11月11日第1
个小时，京东支付峰值同比增长达
到327%，白条交易额实现10 秒破
亿元。

苏宁也于 11 日凌晨发布“双
11”当天 1 小时战报。数据显示，
苏宁易购 1 小时订单量同比增长

89%。
“买什么”悄然发生改

变。11年前，消费者的电商
购物还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
方面。今天，中国人的购物
车里既有大牌产品，也有小
众原创；既有养生保健，也有
绿色环保；既有经典国货，也
有全球好货；既有农家新鲜
果蔬，也有海外特色生鲜。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人
的购物车里，曾经食品、衣服
是主角，如今，旅游、健身成
为重要选项。不少消费者选
择在“双 11”预订餐饮、旅
游，报名培训班、健身房。根
据京东生活服务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 11 月 1 日至 10
日，定制游品类销售额同比
增长了 6 倍，国内海岛酒店

成交额同比增长 360%。此外，京
东“鲜花一小时达”的订单量同比
增长了10倍。

“怎么买”发生深刻变化。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从追求价格
向追求品质转变，大众消费进入更
注重品质化的新阶段。

在不断扩大开放广度深度和
智慧物流升级赋能之下，消费者足
不出户“买全球”成为常态。今年

“双11”，天猫国际和考拉海购还协
同连接起3万多个海外品牌，通过
海外原产地直供，让更多消费者足
不出户，通过电商平台，共享一个
购物车。

有专家表示，从传统消费转向
新兴消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
费，消费需求逐步由模仿型、同质
化、单一化向差异化、个性化、多元
化升级。随着新零售时代的开启，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消费结构
升级，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动力支撑。

新华社“雪龙2”号11月11日
电（记者刘诗平）北京时间11日13
时 49 分（当地时间 11 日 16 时 49
分），搭载着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
考察队队员的“雪龙2”号极地科考
破冰船驶过南纬 60 度，完成穿越

“咆哮西风带”，首次进入南极地区。
这是“雪龙2”号首次穿越西风

带。位于南纬40度至60度之间的
西风带处于强劲西风的控制下，洋
面风浪较大，在此行船危险系数较
高，有“咆哮西风带”之称。穿过西
风带就进入了南极地区，据《南极条
约》界定，南纬60度以南的海洋、冰
架和陆地统称南极或南极地区。

“雪龙2”号7日离开澳大利亚
霍巴特港后，因周边涌浪过大而停
在锚地等待，到8日涌浪减小时离
开锚地，准备穿越西风带。当天，

“雪龙 2”号遭遇 4 米涌浪，晚上涌
浪进一步加大，超过4.5米。

在海浪颠簸中，船上一些人出
现晕船呕吐、食欲不振等状况，尤
其一些首次出海的人遇到不小的
挑战。首次出海的“90后”厨师孙
天志说，他在涌浪最大时有“生不
如死”的感觉，一连吐了好几回。

自 10 日起，涌浪逐渐减小。
目前“雪龙2”号航行在南极地区的
南大洋上，海况相对较好，涌浪为2

米至2.5米。随着海况改善，又出
现了就餐满员的好现象，船上的南
极大学讲座也正常开展。

“雪龙2”号随船气象预报员表
示，接下来两天“雪龙2”号途经区
域海况相对不错，涌浪将减弱至
1.5米至2米。

不过在南大洋又有新挑战。
“雪龙2”号船长赵炎平说，该区域
能见度较差，浮冰和冰山遍布，需
要驾驶员格外注意和密切观察。

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首
次实行“双龙探极”，9日驶离霍巴
特港的“雪龙”号目前仍穿行在西
风带中。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
者齐中熙）中国民航局综合司副司
长顾晓红11日回应了桂林航空违
规事件，要求各航空公司坚守安全
底线。

他在民航局例行发布会上表
示，经过几十年来的探索和实践，
目前中国民航安全工作已进入规
章管理阶段，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规
章体系，对航空器在运行期间机长
的权力和职责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对于什么人能进入驾驶舱也都有
明确的规定要求限制。

“毋庸置疑，桂林航空女乘客
进入飞机驾驶舱事件的涉事机长
规章和安全意识淡漠，枉顾安全职
责，违规允许不具备资格的无关人
员在航空器运行过程中进入到驾
驶舱这样的安全生产重地，甚至坐
到飞机操作位置上拍照留念，这种
行为直接违反了相关规章规定，对
飞行安全造成了潜在危险，也造成
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是典型的故意
违章行为，民航局将实事求是地根
据事件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定对所
在航空公司以及涉事人员作出相

应处理。”顾晓红表示。
顾晓红称，民航局一直高度重

视包括飞行员在内的专业人员资
质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始终坚持
安全第一，引导并要求航空公司建
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着力强化三
基建设，狠抓行业作风，坚守安全
底线。

日前，桂林航空对网传有非机
组成员进入驾驶舱拍照一事作出
回应，并给予涉事机长终身停飞、
相关机组成员停飞12个月等相关
责任人员处罚。

天猫“双11”63分59秒 破千亿破千亿

““雪龙雪龙22””号首次进入南极地区号首次进入南极地区

民航局回应桂林航空违规事件民航局回应桂林航空违规事件

11月11日，在浙江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媒体中心，大屏
幕显示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双11”成交额达到100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