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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术多、流量假……

直播带货还有哪些
“猫腻”
到，主播和搭档一番“争吵”“推搡”后推出 从而吸引真实观众购买。
的商品，价格相比其他电商平台，并没有太大
“我们团队培养出不少带货营收超百万元的主
优惠，有时甚至比别的平台贵，但凭借“节目 播。”这家店铺的客服表示，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培
效果”，往往能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在一些明 训，还可以缴纳 2 万元学费，有“专业导师”提
星带货的直播间内，也经常出现明星为“回 供 15 天的特训。
馈”粉丝执意卖“低价商品”、与工作团队吵
记者在济南联系了一家提供带货培训课程的
得不可开交的“剧情”
。
公司。在对方提供的教学明细中，不但有直播话
——带货数据有“猫腻”，有的直播间没 术等材料，还包含一对一培训、流量扶持和 5 万
人互动，订单却不少。齐鲁工业大学大三学生 粉丝账号等内容。公司负责人说，培训完成后，
王琪说，让她不解的是，有的直播间观众人数 就能提供给记者一个有 5 万以上粉丝的直播账
直播带货“套路”多
有几千人，但上架的商品少有人购买；而在另 号，并且在直播的第一周，会代刷观看人数，确
今年“双十一”，直播电商愈受关注。各 外一些直播间，观看人数只有几十人，主播上 保直播热度超过 1 万人。
行业名人、品牌商家等纷纷进入直播间，一些 架的商品又频频被“秒杀”
。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说，直播带
主播从 10 月初就开始预热、暖场，各类促销
电商行业从业者张向阳告诉记者，为了提 货“套路”存在诸多问题。一些话术涉嫌虚假宣
信息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高直播间热度，很多直播间使用机器人刷人 传；先抬价后降价，或者通过夸张表演营造出
直播带货看似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但一 气，或大量刷单提高成交量，事后再退款。尤 “亏本让利”效果，诱导消费者下单，则涉嫌价格
些消费者“吐槽”，在直播间想要低价买东西 其是对于小主播而言，需要通过虚假的数据， 欺诈。
并不容易，在种种“套路”下，买到的东西价 营造出高人气假象，这几乎已成直播带货行业
格也未必便宜多少。
“潜规则”
。
让直播带货少点“演技”、多点实惠
——直播话术多，想“秒杀”得看半小时
今年 10 月，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和河北省
直播。济南市民张晓芸告诉记者，为抢购一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开展了直播带货消
记者从山东省消协了解到，在今年上半年受
“双十一”预售商品，她在某短视频博主的直 费体验调查活动。从结果看，调查活动共有 理的投诉中，关于网络消费的投诉有增无减，尤
播间内等候了近半个小时。“一开始主播说马 100 个直播带货体验样本，其中 33 个涉嫌存在 其是近两年直播电商快速发展，出现了各种消费
上上架，并且是‘秒杀价’，但随后主播开始 虚假宣传、利用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误导消费 陷阱，部分商品质量不达标，商品售后服务难以
介绍其他商品，接着又介绍直播间的各种活 者等违法违规问题。
保障。
动，20 多分钟后我想要的商品才上架。”
艾瑞咨询今年 9 月发布的 《2021 年中国直播
张晓芸说，有时为了直播间所说的福利、
电商行业研究报告》 提到，2020 年中国直播电商
直播“演技”培训竟成“产业链” 市 场 规 模 超 1.2 万 亿 元 ， 年 增 长 率 为 197.0% ；
优惠，需要等很久，而且这在短视频平台的直
播带货中，快成固定模式了。几乎每个主播在
记者调查发现，围绕直播带货的话术培 2023 年将超过 4.9 万亿元。
上架优惠商品前，都会用话术吸引观众眼球， 训、数据造假等，已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业内专家认为，直播带货市场越来越大，对
然后再介绍几款其他商品，一段时间后再将此 一些培训价格不菲，
“学费”动辄高达上万元。 于这个行业，应持续进行规范，引导其良性发
前说的商品上架销售。如果考虑时间成本，在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直播带货话术” 展；对抖音、快手等责任平台要加大监管力度，
直播平台购买商品远不如在传统电商平台方 “直播带货剧本”等关键词，发现相关的教学 让它们自觉维护平台秩序，担好自己应担的法律
便、直接。
课程、话术脚本等商品有上千种，其中不少销 责任、社会责任。
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工作人员谢龙说， 量超过 3000 件。记者找到一款描述为“带货话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建
在不少带货的直播间，消费者付出了很多时 术脚本写作”的商品，在花费 18.8 元购买后， 议，监管部门应继续压实抖音、快手等平台的责
间，但东西很多时候并没有便宜多少，导致 对方提供了
“主播基础必备的几百条话术”“带 任，对于使用不合规手段进行宣传的主播，及时
消费者没有获得感，只有失落感。
货剧本案例”等文档。文档中提到，要用大让 引导、规范；对于屡次违规的，纳入黑名单管
——卖东西还得演剧本，“吵架式”“打 利、大红包留住观众，在这之后不要急于卖商 理，形成震慑效应。
架式”带货流行。“我们贴了多少你知道吗？ 品，而是用大嗓门、快语速尽可能推销店铺内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认为，电商
贴了两千多万。”“不要再贴了！”在不久前的 其余商品，给观众反复洗脑，激发购买冲动。 直播行业人才培养处于“野蛮生长”状态，普遍
一场直播带货中，一名女主播在直播间大声
这些文档还提供了很多营销手法。例如主 缺少标准化的课程体系；相关行业组织、直播平
嘶吼，试图阻止搭档男主播“降价倒贴”的 播可以用送所谓“限量商品”的方式留住顾 台等可以进行协作，制定一批有针对性的培训课
行为，而男主播自称为了粉丝，甘愿赔本补 客，但这些“限量商品”仅仅是营销噱头，实 程，引导主播规范带货时的直播内容。同时，对
贴，互相推搡、摔话筒，演得几乎以假乱真。 际上每天都会有。此外，在商品宣传中，可以 于一些机构和个人以培训为噱头牟利，收取天价
类似这种“套路”，每天都出现在不少短 通过编造“剧本”的方式，凸显让利的夸张， 学费、教唆虚假宣传、刷流量等违规行为，监管
视频平台的直播间中。记者在一些直播间看 再加上安排一些机器人账号负责起哄、刷单， 部门应及时予以规范。

欧莱雅掉进了自编的﹃套路﹄里

近年来，直播带货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越
来越热，每天直播时长动辄百万小时以上，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直播
带货话术多、“套路”多，直播观看量和带货
订单量存在不少“水分”。业内人士建议，进
一步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秩序，加强行业自律，
让消费者在直播平台能放心购物。

近日，欧莱雅被指“双十一”期间存在虚假宣
传行为。“双十一”在李佳琦直播间预售，宣称全
年最低，后续在自己直播间，被网友发现价格几乎
便宜一半。相关词条也登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都
表示，
“欧莱雅进入我人生黑名单商店”
。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0 月底，包括李佳琦薇
娅在内的多位头部主播，在直播里带货了一款欧莱
雅的安瓶面膜。欧莱雅官方宣称是“全年打折最大
力度”，50 片的面膜售价为 429 元。然而，短短几
天后的 11 月初，不少消费者发现，在欧莱雅品牌
方的直播间内，能以接近半价的 257 元价格购入 50
片同款面膜。
“说好一起到白头，你却偷偷焗了油”。当初相
信了“全年最大力度”，以为薅到了最爽的羊毛的
消费者却发现自己才是“羊毛”，其心中之愤怒可
见一斑。
当然，也有细心的消费者表示，欧莱雅品牌直
播价格，之所以低于直播间价格，是因为结束双
11 预售后，欧莱雅品牌方在 11 月 1 日~3 日期间，
持续放出大量满 999~200 元的优惠券，消费者使用
该券后，成交价格大幅打折。
按理说，商家打折，消费者喜闻乐见。就算是
优惠叠加，真正有需求的消费者多购多优惠，也是
双赢之举。但此次欧莱雅之所以失策，被消费者抓
住了把柄，就是因为其在李佳琦直播间内带货时，
使用了优惠幅度“全年最大力度”字眼。虽然说，
后来其微博上又偷偷把这个表述删掉。但互联网是
有记忆的，截图一甩，当事方傻眼。
经商之道，最重“诚信”。虽说为了促销效
果，都会搞个噱头，营造个氛围。但是民间小店搞
大甩卖还卖个情怀、编个故事啥的。“老板娘跑
了，挥泪大甩卖，筹路费去找老板娘”“老板娘回
来了，喜极而泣大酬宾”……大家看过之后哈哈一
笑，无伤大雅。你欧莱雅堂堂大品牌，怎能为了卖
货就这么不管不顾呢，赤裸裸的虚假宣传，啪啪打
脸。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每年双 11 电商狂欢
时的一种“乱了分寸”“失了节操”，优惠尺度大不
大不一定，但宣传语却是越吸睛越好。再加上又是
定金又是预售又是尾款，又是满减又是 vip 优惠又
是跨店满减、购物金膨胀，不仅消费者觉得“烧
脑”，估计连商家自己都被绕进去了。要不然，怎
么会出现这种“全年最大力度”后又价格只有最大
力度一半的闹剧呢？
现在“欧莱雅致歉”“欧莱雅应该退差价吗”
“中消协点名欧莱雅”都登上了热搜榜。一下子变
得这么“火”，而且是通过这种方式“火”起来，
估计不在欧莱雅的预料之中。近万人投诉，李佳琦
和薇娅直播间都表示暂停一切合作，还有不少网友
表示，“欧莱雅进入我人生黑名单商店”……欧莱
雅这波“促销”亏大了。
不是说促销不能有套路。满减也好，预售也好，规则定好，一
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赤裸裸的欺骗铁定不行，商业文明，“诚
信”至关重要，为了销量的虚假宣传，无异于饮鸩止渴，它不仅消
耗了企业诚信，更污损了品牌形象。欧莱雅此番“挖坑埋自己”的
操作，其他企业也当引以为戒。

本报综合新华社电、东方网

慈溪市公安局等三部门关于对中心城区第一批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实行收费管理的通告
为加强停车管理，规范道路停车秩序，提高停车泊位的使用率和周
转率，营造良好的道路停车环境，根据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浙江省定价目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浙江
省物价局关于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浙价服 〔2011〕
408 号） 及我市相关规定，决定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正式启用对新城大道
等第一批道路收费泊位实行收费管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收费路段 （第一批）
一级区域：孙塘路 （南二环路—慈甬路），教场山路 （三北大街—慈
甬路），小山后路 （天九街—浒山路），小山前路 （天九街—南门大街），
新市路 （天九街—教场山路），水南路 （南门大街—浒山路），南城路
（青少年宫路—南门大街），解放西街 （浒山路—教场山路），西侧浒山路
（新市路—环城北路），浒山路 （慈甬路—三北大街），水门路 （慈甬路—
小山后路），南门大街 （慈甬路—三北大街），南门大街南延 （虞家路—
慈甬路），天九街 （慈甬路—三北大街），教场山支路 （浒山路—教场山
路），共计 15 条道路 522 个车位。
二级区域：新城大道 （北三环路—中横线），三北大街 （东三环路—
新城河中路），开发大道 （新城大道—青少年宫路），青少年宫路 （北二
环路—北三环路），解放西街 （教场山路—上房路），共计 5 条道路 478 个
车位。
其中，青少年宫路 （北二环路—明州路段）、开发大道 （旦山路—青
少年宫路段）、西侧浒山路—浒山路环线 （西侧浒山路—新市路—浒山路
—环城北路） 为重点治堵路段，高峰时段为 16:00 （含） —18:00 （含）。
二、实施时间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收费。
三、收费标准
根据慈发改价 〔2021〕 7 号文件精神，按时段和不同区域 （含治堵
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 差别化收费、累进计费。
四、缴费方式
道路收费停车泊位实行智能管理模式，车主可通过收费路段公告牌
扫码添加“慈溪智慧停车”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行先驶离后支付的方

式缴纳停车费。
请在实施收费管理区域停放机动车辆的车主严格遵守公共停车泊
位使用规定，自觉服从现场巡检人员的管理，做好规范停放，足额缴
费。对多次催缴未缴纳停车费的车主将通过交通违法处理平台予以处
罚。
管理单位：慈溪市智博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0574—63111919
价格举报电话：12315/12345/81890000
慈溪市公安局
慈溪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 心 城 区 道 路 机 动 车 停 放 服 务 收 费 标 准
收费标准
区域划分

一级

东至新城大道、南至南二环路、西至寺山路-教场山路、北至北二
环路区域范围内道路 （含上述道路）。

二级

东至东三环路、南至南三环路、西至杨梅大道-前应路 （寺山隧
道） -西二环路、北至北三环路-青少年宫路-中横线区域范围内道路
（含上述道路，与一级区域重叠部分道路，执行一级区域收费标准）。

日间：8:00 （含） -18:00 （含）

夜间：
日间连续停放最高收费 18:00-次日 8:00

3 小时 （含） 内

3 小时外

3 元/小时

4 元/小时

25 元

2 元/小时

3 元/小时

18 元

1 元/小时

2 元/小时

11 元

不收费

三级

除一级、二级区域外的其他中心城区道路。

备注

1. 规定停车时长在 30 分钟 （含） 内免费，超过 30 分钟，按实际停放时长和相应收费标准计费。
2. 停车收费以 1 小时为计数单位，实际停车尾数不超过 15 分钟的，不计停车尾数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停车尾数时间按 1 小时计费。
3. 连续停车超过 24 小时，须重新累计计费。
4. 重点治堵路段和高峰时段实行动态管理，具体由市公安交管部门会同发改、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确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告。
5. 重点治堵路段的高峰时段收费标准为：一级区域 5 元/小时，二级区域 4 元/小时，三级区域 3 元/小时。
6. 在跨高峰和非高峰时段停放中，1 小时计费单位内单边超过 30 分钟的，高峰时段超过 30 分钟则按高峰时段 1 小时计费，非高峰时段超过
30 分钟 （含） 则按非高峰时段 1 小时计费；1 小时计费单位内两边都不超过 30 分钟的，则按就低不就高的原则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