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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疫情袁北京各大商场近期除
缩短营业时间尧加强清洁消毒外袁还开
展了营销方面的全新尝试遥 菜百首饰广
安门菜市口总店首试直播卖首饰袁售货
员变成主播曰龙湖长楹天街尧龙湖房山
天街尧华润五彩城等购物中心则联手入
驻品牌商户袁建立顾客微信群袁开启线
上购物遥

2 月 3 日袁 菜百首饰广安门菜市口
总店首次尝试直播卖首饰遥 这场直播从
下午 2 点持续到 7 点袁期间导购人员变
成了主播袁不仅在线介绍珠宝首饰的价
格尧特色袁还亲自佩戴展示袁指导大家在
线下单遥

在直播过程中袁导购人员与大家积
极互动袁频频出现野OMG袁买它冶尧野点关
注袁不迷路冶等电商直播常用语袁在普及

黄金首饰的古法与普通工艺区别尧钻石
首饰的密镶工艺等知识时袁导购人员的
表现则更为专业遥 这场直播在线人数最
高时超过三千人袁 针对消费者的热情袁
菜百方面及时应对袁 很快确定了 2 月 4
日下午两点继续直播卖货遥

除了直播卖货袁实体商业在开展防
疫工作的过程中袁 也尝试引导社群购
物遥 近日袁房山天街尧长楹天街尧华润五
彩城等商场接连宣布袁联手入驻品牌商
户建立顾客微信群遥 其中袁房山天街的
野会员福利群冶针对超市尧日用尧珠宝等
商品袁野辣妈潮爸群冶 针对儿童零售尧早
教品类袁而野时尚潮流群冶则针对零售服
饰袁以此分类满足目标受众遥

华润五彩城和长楹天街则采取了
品牌单独建群尧推荐门店店长的工作微

信号尧直接链接到品牌的官方商城等线
上购物方式遥 记者统计了长楹天街公布
的线上购物微信二维码袁目前包括 39 个
服饰品牌尧7 个黄金配饰品牌尧8 个 3C
电子品牌尧12 个生活用品品牌尧2 个餐饮
品牌袁此外还有数十家餐饮商户支持订
餐平台送外卖遥 记者扫码进入长楹天街
的野三叶草冶群袁目前群内已有超过 120
位成员遥

位于上海芮欧百货的钟书阁书店袁
也在 2 月 4 日下午首次开展了线上直播
卖书遥 记者了解到袁钟书阁将连续三天
直播野带货冶袁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遥 由
书店店长担任的主播袁 既要介绍图书尧
报价袁还要阅读书中内容尧安排抽奖环
节遥 在直播过程中袁店长主播大喊野好
累袁 李佳琦不好做冶袁 其风趣幽默的表

现袁吸引了不少粉丝点赞遥
2019 年被称为电商直播元年袁李佳

琦通过直播成为顶级流量袁同时也连连
创下野带货冶纪录遥 与此同时袁2019 年苏
宁尧京东尧永辉等行业巨头在社群零售
领域不断探索袁消费者对社群购物的接
受程度逐步提升遥

2019 年 11 月袁中国连锁协会与叶第
三只眼看零售曳联合发布的叶2019 社区
生鲜调研报告曳 中显示袁2018 年社区生
鲜 线 上 销 售 占 比 为 9.6% 袁2019 年 为
11%袁上升 1.4%遥 在非常时期袁传统实体
商场尝试直播尧建群卖货袁一方面呼吁
消费者少出门袁另一方面也是在客流骤
减时期袁积极应对营业额下滑袁通过更
多元的营销渠道袁 以期打造 野流量担
当冶袁开辟出全新的野带货之路冶遥 王琳

2 月 1 日下午 1 点 30 分 ,白
山市第一车储备的 30 吨特等黄
心大白菜从河南省南阳市顺利运
抵吉林星泰集团农贸批发市场仓
库门前,等候多时的批发市场装卸
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将白菜运进仓
库,以保证白菜新鲜遥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肺炎疫
情,白山市万众一心,严防死守,共
渡难关遥 为了满足群众的生活需
求,市委尧市政府通过星泰集团农

贸批发市场, 每天调运 100 吨白
菜尧圆葱尧土豆尧萝卜尧卷心菜等蔬
菜用于储备, 以满足群众日常生
活需要遥

据星泰农贸批发市场总经理
廉守新介绍,批发市场每天蔬菜消
耗量为 30 万吨左右, 可辐射六个
县(市尧区),目前批发市场储备量
可持续保证市区 20 天以上的蔬
菜储备,出现不足随时补充遥 截至
2 月 2 日下午 3 点,已调运 150 吨

蔬菜遥
目前,白山市市场蔬菜货源充

足,调运顺畅,储备量可以满足群
众需求遥

白山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
示, 将全面加强市场副食品价格
监测尧监管,严厉打击各类恶意哄
抬物价行为, 全面维护市场稳定,
保证群众生活需求, 让市民吃上
放心菜遥

刘勇

在中部地区某县袁一扶贫车间大
门紧闭袁设备被搬空袁村民说这个扶
贫车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生产遥据笔
者调查袁 这间扶贫车间 2017 年 4 月
竣工袁新建不到两年后袁曾经热闹一
时的生产景象不复存在袁 人去厂空,
只留下废弃的塑料垃圾和原材料散
落一地遥墙上的标语变成了难以兑现
的口号,显得异常刺眼噎噎

野扶贫车间冶 曾被视作吸纳贫困
户野家门口就业冶的重要方式遥据了解袁
全国不少地方的扶贫车间野遍地开花
难结果冶袁出现闲置尧停摆等问题遥2018
年袁西部某县提出一年内实现扶贫车
间野全覆盖冶袁将扶贫车间推广至全县
所有乡村的田间地头遥 但根据 2019
年中央巡视组的反馈袁 这个县的 167
个扶贫车间一度只有 22 个在使用遥

发展扶贫车间袁让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致富袁这是不少地方政府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采取的重要策略遥 一些扶
贫车间不符合实际和市场规律袁野建设
火热尧运营冷清冶袁结果长期闲置尧停
摆袁难以带动贫困户脱贫袁造成财政
资金浪费袁甚至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
扶贫遥 从虚报材料尧海量填表到盲目
建厂袁如此形式主义做法会阻碍扶贫
进程袁损害群众利益袁透支人民信任遥

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扶贫车间
野遍地开花难结果冶 的现状袁 原因在
于院一方面袁缺乏市场调研袁脱离本地
实际遥 一些扶贫车间在项目的立项尧
评审方面缺乏考虑袁不认真分析本地
的优势和特点袁不注重发挥本地的长
处袁技术上缺乏指导袁经营管理水平
低下曰另一方面袁注重形式袁轻视内
容遥 一些地方发展扶贫车间袁盲目追
求数量袁不重视质量袁或者只是用扶
贫补贴来吸引民间资本建 野扶贫车
间冶袁如此做法极易招致失败遥

扶贫车间野遍地开花难结果冶袁这种现象值得各级
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袁有的放矢尧对症下药袁有针对性地
进行解决遥扶贫车间在建设运营过程中还应尊重实际尧
做出实效遥 野扶贫车间冶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要以市场
为导向袁如果地方政府在发展扶贫车间的时候袁不深入
调查研究袁盲目上马袁一哄而上袁就有可能导致产品滞
销尧企业经营出现困难袁扶贫车间自然举步维艰遥

扶贫如何取得实际效果是一件需要认真思考和
评估的事情遥 要想充分发挥野扶贫车间冶的扶贫功能袁
首先要端正扶贫态度袁不宜盲目跟风袁要从本地实际
出发袁发挥本地优势遥其次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袁提高
经营管理水平袁不仅要让产品能生产出来袁更要卖得
出去遥此外袁还要注重对贫困户的技能培训袁只有通过
不断培训袁让群众的技能技术水平稳定提升袁他们才
能适应扶贫车间的发展需要遥

1 月 27 日上午 11 时袁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袁称有人开着一辆银
白色面包车袁进入南浔镇各家药店兜售口罩遥

南浔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上报区防控指挥中心袁并与公安分局积极对接袁研判可疑车辆
动向袁掌握更多信息线索遥 不到一个小时袁在公安分局的协助下袁定位可疑车辆及人员位置袁区
市场监管局药械科与综合行政执法队迅速赶赴现场调查取证袁 同时配合公安分局执法人员将
销售口罩徐姓人员和车子截留到了南浔派出所袁查获口罩共 5700 只遥 当事人销售无生产日期
口罩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曳的有关规定袁目前已立案查处遥

张建荣 宋玲凤 鲁利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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