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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嫌弃到抢上袁 明星直播带货
一年巨变

一年前袁 女明星柳岩因为直播
带货上了热搜遥 3 小时直播销量超
过千万成绩不俗袁 为她引来的只是
野过气冶尧野掉价冶尧野太缺钱冶 的评价遥
一年之后袁明星直播带货已成风潮遥
刘涛尧陈赫尧汪涵等演艺明星相继开
设了自己的直播间袁 带货交易额变
成了足以令粉丝自豪的谈资遥 即将
到来的 6窑18袁电商平台更是开启了
明星直播盛宴袁 名单几乎囊括了娱
乐圈的流量明星袁 华丽程度直追春
晚遥

只一年的时间袁 明星直播带货
完成了从 LOW 到潮的风向大转变遥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变化钥 这
种形式又能走多远钥 新京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淘宝直播 MCN 负责人新
川袁 以及多位演艺经纪和相关商务
从业者遥在他们看来袁明星直播带货
风向的转变袁 与大环境的变化息息
相关袁 但并不是所有的演艺明星都
适合做直播带货袁 如果操作不慎会
给演艺主业带来负面影响遥

明星直播能走多远钥 会不会影
响主业钥

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袁 使得
李佳琦尧薇娅等带货主播袁火成了具
有国民辨识度的明星遥 李佳琦去年
年底还受邀参加叶吐槽大会 4曳当了
一期主咖袁和甄子丹尧郑钧尧徐峥同
一待遇遥今年以来袁明星参与直播卖
货已成潮流袁 入驻淘宝直播的演艺
明星账号已经有几百个遥 明星直播
卖货袁与素人带货主播有什么不同钥
他们当中会诞生一位具有超强带货
能力的主播吗钥

怎么带货钥
两种主要方式袁首秀最值钱
新京报记者通过采访多位业内

人士了解到袁 目前演艺明星参与直
播带货主要有两种方式遥 一种是在
电商平台开设专属的明星个人直播
间进行带货遥 直播期间上架销售多
款商品袁 其收入主要来源是 野坑位
费冶+销量提成遥根据明星的知名度尧
粉丝数量以及粉丝购买力等多方面
数据的综合评估袁 市场上明星直播
带货野坑位费冶从几万到几十万人民
币不等袁 直播带货销售额的提成比
例大致在 20%-30%之间浮动遥

第二种是与某个品牌合作进行
直播带货袁 直播期间明星只推该品
牌的产品遥这种方式袁很多时候属于
品牌与明星代言合同的一部分袁不
单独计算报酬遥 例如 A 品牌找明星
代言时就在合同里约定袁 代言期间
将配合进行一场直播遥 如果单独找
某位明星合作这一类型的直播带
货袁 与代言无关袁 则根据不同的明
星袁价格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袁这
种方式不涉及销量提成遥

明星直播带货袁 尤其采用第一
种方式的袁其首秀最为野值钱冶遥 不
论观看人数尧销量和销售额袁还是曝
光度袁都在首秀即达到巅峰袁而后的
直播带货场次袁 这些数据均会有所
下滑遥 Tina 表示袁 明星直播首秀的
销售额能达到非首秀时段的 2-4
倍袁因此首秀野坑位冶的竞争激烈袁
价格会抬得比较高袁因为大家都知
道这一场会赚遥 而平台愿意花资源
去争取的也是野首秀冶袁但反过来明
星也会为自己的直播带货首秀挑

选平台遥

谁能带货钥
与明星风格符合袁认真选品
和素人主播相比袁 明星自带粉

丝和关注度袁 表面上看应该更有优
势袁 而实际上明星直播带货卖不动
野翻车冶案例时有发生遥 什么样的明
星更适合直播带货钥新川认为袁虽然
现在还没有量化的标准袁 但基本上
跟明星本人的特点尧 背后团队的运
作和粉丝群体的属性都有关系遥 野会
直播就能带货吗钥不是的袁这里面有
很多的学问和讲究遥 冶

新川坦言袁 有的明星艺人一开
始把直播带货想得过于简单了袁觉
得直播间坐三四个小时袁 销售额就
会往上涨遥 电商直播带货实际上非
常辛苦遥 一场直播卖货如果呈现 40
款左右的商品袁 主播通常要试用
200 款以上袁野要自己经历过袁 才有
底气说服镜头前的粉丝袁 自己为什
么推荐遥 不是所有的明星都适合做
直播带货袁 我看好那些为粉丝认真
着想袁 投入全情全力做电商直播的
明星遥 冶

选品与明星本人风格符合也同
样重要遥 Tina 经手促成的明星直播
带货项目袁 跟单一品牌的合作占了
多数遥在她看来袁这种更像是一次线
上商业品牌站台遥 对大多数艺人团
队来说袁明星开个人直播间卖货袁仅
选品所需要的人力精力和专业度就
难以满足遥 而跟品牌搞一次线上站
台式活动袁 只需要衡量品牌与艺人
的风格人设是否冲突袁 价格档期是
否合适就能定了遥野衡量某个品牌是
否合适袁 无论如何都比评测几百款
容易遥品牌的质量通常有保证袁这种
活动也不会绑定销量袁 结束就银货
两讫袁省事儿遥 冶

有风险吗钥
主业受损袁塑造人物出戏
不断有明星投身直播带货袁网

友质疑他们将大把精力用在副业
上袁演艺事业还能好吗钥之前有过不
少例子袁 演员参加综艺节目太过频
繁袁 再回去拍影视剧发现无法带观
众入戏了遥 慕平称袁野综艺节目还是
在一定时间段周播的袁 如果明星认
真做直播带货袁 和观众就是每周见
甚至天天见了袁到时候还能演戏吗钥
演员在保持神秘和曝光度之间袁需
要仔细衡量遥 冶

新川说袁明星开个人的直播间带
货袁 确实和专职带货主播要有所不
同遥首先明星不能像淘宝主播一样每
天开播袁那样就真的无法保持神秘感
了袁其次他们应该保持一定的直播频
率遥野比如刘涛一年淘宝直播 40 场接
近 50 场袁汪涵接近 30 场袁明星直播
变得更像微综艺袁 有固定的频次袁观
众会记得在周几看谁的耶节目爷遥 冶

此外袁 直播这种方式本身也利
弊并存遥 明星艺人直播的确拉近了
与粉丝的距离袁但没有后期剪辑袁也
没有机会重来袁 很容易把最真实也
可能最丑陋的一面呈现出来遥 经纪
公司最担心的就是艺人在直播中犯
下大错袁断送个人的职业生涯袁也给
公司造成巨大损失遥Tina 表示袁仝卓
事件 (仝卓在直播中自曝用某些手
段将野往届生冶身份改成野应届生冶考
上学校)发生后袁跟艺人经纪公司谈
直播带货的品牌合作时袁 明显感觉
到他们更谨慎了遥 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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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代理退保冶袁一门新生意遥
野我们可以帮助退保费的 70%-80%袁但要先收 1300 元左右

的费用遥冶6 月 15 日袁一位自称能够办理野代理退保冶业务的人员告
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遥 这是一份为子女投保的年金险保单遥

通常而言袁保单退保退的是野现价价值冶遥在长期寿险契约中袁
保险人为履行契约责任袁 通常需要提存一定数额的责任准备金遥
当被保险人于保险有效期内因故要求解约或退保时袁保险人按规
定袁 将提存的责任准备金减去解约扣除后的余额退还给被保险
人袁这部分余额即解约金袁就是退保时保单所具有的现金价值遥

以上述保单为例袁按照保单利益演示袁若主险部分年交保费
5 万元袁 已交 5 年袁 累计保费 25 万元袁(当年末) 现金价值是
13.9612 万元遥 但按上述办理野代理退保冶业务人员的介绍袁可退
保费高达 17.5 万-20 万元袁即便加上 1300 元的野手续费冶袁显然
也是后者划算遥

不过袁这位办理野代理退保冶业务的人员并未详细地询问保
单和相关信息遥 而记者在另一处咨询时袁对方则要求详细填写保
单和相关信息袁以此评估所需费用和退保金额遥

面对野代理退保冶袁一些有意退保的人便动了心袁但却有可能
野竹篮打水一场空冶遥

揭秘野代理退保冶产业链
野代理退保冶已经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遥 首先袁这

些个人或组织利用网络平台尧短信等方式发布代办野全额退保冶
业务信息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可能会拉拢保险公司在职或离职的营
销员提供野客源冶袁或直接前往保险公司营业场所野开拓冶业务遥

在获得野客源冶后袁鼓动消费者与其签署所谓的叶保险咨询服
务协议书曳袁收取保证金袁要求消费者提供实名制电话号码尧银行
卡及身份证等信息遥

然后袁撰写格式化举报尧投诉信函寄给监管部门袁或直接拨
打保险公司热线袁要求全额退保曰并持续投诉袁给监管部门施加
压力袁倒逼保险公司办理全额退保遥

若保险公司迫于监管和投诉压力袁 满足其投诉诉求袁 即以
野成功案例冶迅速转发袁扩大宣传袁进而招揽更多野新业务冶遥

保险公司将资金打到消费者账上袁 就要求消费者支付手续
费袁若客户反悔即派人野催收冶遥

某保险公司客服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院野起初袁 由于所涉及
的保单量不大袁保险公司只是将其作为个案处理袁后来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遥 冶

2019 年 8 月袁广东银保监局以监管的名义发出风险提示袁随
后河南尧四川尧辽宁尧河北尧北京尧湖南尧厦门等地银保监局分别发
出提示袁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及各地保险行业协会也陆续发布了
提示袁银保监会消保局也发布了提示遥 2019 年 9 月袁银保监会向
人身险公司下发叶关于报送恶意投诉相关信息的函曳袁要求各人
身险公司报送相关案例和数据遥

近期袁湖北尧浙江尧黑龙江等地银保监局再次发出风险提示遥
其中袁大连银保监局表示袁为遏制辖区野黑色产业链冶幕后操纵的
野黑产冶投诉爆发式增长态势袁大连银保监局专门向市政府汇报
银行业保险业野黑产冶投诉情况袁分管副市长对打击野黑产冶投诉

工作给予批示袁建立联动工作机制袁共同研究联合工作举措袁打击野黑产冶恶意投诉遥
另外袁西南某地 13 家保险公司联名致信当地金融监督管理局袁举报当地一家企

业咨询管理公司从事野恶意代理退保业务冶遥
一些保险业人士建议袁 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保险行业恶意退保的管控遥 制度方

面袁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袁对职业野代理退保冶并以此牟利的个人和团体进行明确约束
和规范曰政策方面袁进一步建立尧健全多方调解机制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维权途径曰监
管方面袁开展专项整治工作袁严厉打击此类产业链及团伙曰对正常保险投诉和恶意代理
投诉按照科学标准加以区分袁经核查确为恶意代理投诉的袁应从投诉考核指标中予以
扣除袁以堵塞代理投诉牟利的政策漏洞袁保护保险公司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遥 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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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刘俊袁户籍地院江西瑞金沙洲坝镇

沙 洲 坝 小 组 144 号 袁 身 份 证 号 码 院
360104197307091950袁本人登报声明如下院
1: 本人不慎遗失刘敏洪出具的全部入股凭
证袁 全部入股于刘敏洪名下的投资款项已
清算袁本利已返还本人遥 2尧本人对入股于刘
敏洪名下的投资凭证的遗失所造成的一切
后果由本人承担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