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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经济”催熟直播带货
过400场，淘宝直播成了其业绩增长的新
赛道。此前，红蜻蜓创始人、集团董事长钱
金波也尝试直播。9天之内，红蜻蜓日营业
额从疫情开始时的零增长到超百万元。

农产品、文玩、展会……越
来越多的商品、物件、活动成为
线上直播中的主角； 商场的导购、

“
场景”体验拉新

品牌设计师……越来越多的职业人成
为主播。疫情催生的“宅经济”让直播带货
更为火爆，不只局限于电商行业，实体
企业也纷纷加入直播队伍中。 消费
走向视频化，直播也成为“玩家
们”的新掘金地。

复工“
直播”中

在市民减少外出频次、外出停留时间
的防疫期，线上直播带货成为零售商的新
宠。除了电商以外，商场、购物中心成为先
入局者。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银泰百货自2月
以来便通过淘宝直播“云复工”。统计数据
显示，银泰百货在近20天内，进行了千余场
直播，超过1500名导购在淘宝直播注册。在
2月18日的武汉、荆州、孝感3个湖北城市的
10位主播“云复工”，有近7.5万人在线观看。
这次直播的观看人数相当于一家购物中心
的周末客流，且门店内多款产品被抢光。
北京万科半岛广场与北京印象城联合
推出IN核购物直播间，项目入驻的多家品
牌实现在线直播。消费者在抖音上关注北
京万科半岛广场，在指定时间进入直播间
即可购物；银泰百货也联合淘宝推出“导购
在家直播计划”；龙湖北京四座天街也联合

商户在场内搭建了“线上直播间”，参与品
牌覆盖服饰、美妆、运动、亲子等多种品类。
西单大悦城在每周一、三、五举行直
播。入驻在该项目内的部分化妆品、服装
品牌先后开启了多场专场活动。直播中，
导购主要向观众介绍产品用法，并进行现
场答疑，购买产品可以通过扫二维码进入
微信群。
除此以外，北京展会行业也将实现线上
化。近日，北京北辰会展集团等22家本市会
展业相关单位结成北京线上展会发展联盟，
参与企业将探索搭建线上办展服务平台。
北京线上展会发展联盟执行理事长单
—北辰会展集团总经理魏明乾表示，
位——
线上办会展将通过新模式服务，利用新科技
技术，形成对实体展会进行互补的新模式。
据魏明乾介绍，往年的春季是办展会
的旺季。当下，北京暂时没有展会进行，线
上办展或将弥补这一“缺口”。

对于实体商业、品牌走向线上直播间，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随着用户开始走向视
频化，以及在直播平台上活跃度越来越高，
用户的流向地成为电商的掘金地。
银泰商业CEO陈晓东近日表示，直播
需要长远布局。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直播不
仅是一个救急的举措，实体商业企业应该
将直播当作新的增长点。他认为，未来导购
直播会常态化、规模化，未来直播的场景不
仅可以在导购的家中，也可以放在专柜。目
前可以预见的是，即使商场恢复正常营业，
值得注意的是，菜百首饰通过淘宝直播 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像过去人流涌动的情
为消费者讲解产品亮点与品牌故事，
玩转新 景，所以导购更多的需要在专柜做直播。待
“带货者”提拉销量
玩法。门店里的导购员成为线上主播。北京 商场恢复正常后，品牌专柜还可以利用短
没法“逛街”，直播提供了另一种场景 菜百首饰广安门菜市口总店首次尝试直播 视频等新的方式去吸引消费者和增加消费
体验化的可能。一场直播所创造的销售数 卖货。历经5个小时的直播，首场观看人数 者黏性。
字也让玩家争相尝试，商家在直播间完成 超3000人次。另外，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发
互联网时评人张书乐表示，直播电商
拉新、种草，一步步渡过疫情难关。
现，疫情期间，菜百首饰在淘宝直播平台 本身就是一种趋势，在渠道下沉的路上，也
电商平台也在通过直播带动产品销 开了多场直播。近日以来，菜百首饰品牌集 需要用这种更为直观的形式让用户直击产
量。贝店在3月初推出“县长直播”+
“云溯 市店每天举行两场直播活动，分别对菜百 品的品质。不过，直播带货适合的是快消类
源”模式，邀请当地政府领导，通过远程“连 首饰旗下不同种类、系列的产品进行推介。 的产品，通过直播方式来形成强刺激和冲
麦”推介本地农产品，并直击农产品生产基 北京部分门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参与到直播 动消费在其他品类中效果是衰减的，这也
地，带动产品销售。其中，四川省仁寿县副县 中。直播中，菜百首饰的主播一对一为顾客 将是未来行业瓶颈、增长的天花板。
长黄勇在当地的柑橘林里直播，开播15分 介绍珠宝知识，购买商品后提供免费快递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表示，随着视频直
钟后，就带动“青见”柑橘在贝店销售1万斤。 的服务。
播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主管部门对这一行
此前，山西省稷山县商务局副局长黄云杰
近日，天猫“3·8”女王节期间，淘宝直 业监管政策的逐步到位，“理性、建设性”会
的一场“连麦”直播，助力当地晋龙鸡蛋在贝 播带动的销量同比大涨264%，最高的一天 成为这一行业的主流，直播的同质化问题
店单日销售70万枚；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 带动成交量增长了650%。贝店通过直播销售 将在监管中受到洗礼，并最终向“娱乐化、
族傣族自治县副县长李丽为时60分钟的直 滞销农产品，15分钟卖出近万斤货品。红蜻蜓 实用化、个性化、知识性”的方向发展。
播，则带动当地沃柑在贝店销售10万斤。 旗舰店超过100个导购号开播，直播场次超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文并摄

青团成清明节令爆品

增供给 北京稻香村9家门店销售冷鲜肉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维祎）近日，北
京稻香村第二十五营业部增加冷鲜肉产
品。据悉，目前，北京稻香村共有9家门店
销售冷鲜肉，较两个月前新增5家门店。
北京稻香村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期
间，消费者对鲜肉、主食等生活必需品的
购买力均有提升。3月21日，5家门店终于
迎来冷鲜肉产品上市。猪肉产品由原先的
20余种增加至30多种，有精五花、肉馅、肋
排、猪蹄等。
本次新增的5家门店分别是位于东城

青团作为节令食品，曾流行于江南一带，如今也走俏北方地区。用
雀麦草的汁拌进糯米粉里，再包入豆沙馅或者莲蓉馅，不甜不腻，带有
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 青团作为祭祀的功能日益淡化，而
更多被人用作春游小吃。进入春天，青团开始热卖，并在
电商销售渠道的助力下成为大江南北共享的美食。

京城吃到“
江南”味

在春天，青团的味道让人惦念。近
日，北京老字号品牌扎堆上市青团产
品。在北京稻香村，青团摆上了柜台。每
到清明前后，正是青团的热销时段，北
京稻香村单家门店一天便能销售上千
个青团。
今年，北京稻香村共推出了两款青
团，分别为玫瑰豆沙馅和黑芝麻馅。清明
时节，正值春季嫩芽初长，北京稻香村的
青团优选鲜嫩的青麦，清净后通过传统工
艺获得最清醇的青麦汁，与糯米粉揉合
成的面皮，软糯中带着一点儿嚼劲，却又
不会黏牙，非常见功夫。油绿如玉的外皮
包裹着玫瑰豆沙馅和黑芝麻馅，馅料足
而不爆，不会盖过青团最重要的清雅味
道，而是透着植物特有的清香，吃起来甜
而不腻。北京稻香村的青团也均采用独立
包装。
近几日，护国寺小吃总店门前照例又
来了不少购买青团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
甚至会拎回家五盒青团。
往年，护国寺小吃门店售卖的青团都
是没有包装的。今年护国寺小吃所有的
外卖小吃都采用独立包装，青团也是每
枚都会进行单独包装。为了让市民居家
品尝青团又不乏味，今年护国寺小吃总

店的青团还推出了榴莲、绿豆沙、紫
薯等几种新口味。
“无接触”送到家

在防疫期间，市民减少出门次数。北
京稻香村也推出多种线上下单、送货服
务，让消费者在家就能吃到青团。
北京稻香村的青团产品也已在饿
了么平台进行售卖，同时推出线上下
单满减及换购活动，居家零接触式购
物，不仅安全放心，还能享受优惠，并
且从下单到收货最快半个小时即可拿
到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护国寺小吃多家门店
也开展外卖销售青团，消费者通过外卖平
台或打电话都可以预订。对于到店自提的
消费者，店里还会根据预订情况安排分时
段领取。
北京老字号也在尝试推出青团。南方
的老字号推出的青团产品，通过电商渠道
销往全国各地。据悉，杭州的知味观以及
上海的沈大成等品牌，将青团产品进行预
包装。
多种口味 少食为宜

根据历史典故，食用青团是清朝开始
的习俗。青团口味越来越多，吃青团也不

区安外东河沿8号楼旁的第四营业部、西
城区新街口外大街8号的第十四营业部、
海淀区小南庄41号的第十五营业部、海淀
区交大东路60号的第二十四营业部、东城
区朝阳门内南小街22号楼的第二十五营
业部。
一位正在购买鲜猪肉的消费者向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疫情还未结束，坚
持减少出门，因此每次购买鲜肉、主食等
生活必需品的量都比较大，以后在这里都
能买齐了，既方便也放心。

京津家乐福卖场售平谷滞销蔬菜
该贪嘴。相关资料显示，青团务必要加热
后食用。因为青团中的糯米冷却后容易反
生，极不利于消化，而且其中的营养结构
也会被破坏。
另外，青团最好与竹笋或马兰头一
起吃，这些食物一起吃可以加快青团的
消化和营养的吸收。青团绝对不要和肥
肉混吃，糯米这样难消化的食物如果与
油脂混杂在一起则会加重肠胃负担，极
易引起消化不良。吃青团时最好食用一
些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如山楂等。因为
这些食物可以减少肠胃消化青团等糯
米食品的消化负担，有利于青团在体内
的吸收。
消费者在选购青团时应该注意，闻味
道，有浓郁清香味的原料都比较可靠；看
青团颜色，颜色偏绿的为上品，发青发黑、
通体透亮的有加人工色素的可能，食后对
人体有害；体验手感，轻捏青团，手感软塌
塌的大多放置好几天也不会变硬，不过有
添加防腐剂的可能性。追求“有嚼头”的消
费者建议选购触感有韧性的，但要在3天
内吃完，以防变硬。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平谷区
崔家庄遭遇到农产品滞销的难题。3月19
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得知此消息
后，家乐福华北区采购负责人第一时间联
系了崔家庄，并协调各部门，筹措人手、货
车等，3月19日即到达平谷崔各庄村，采购
了第一批4000斤的球生菜，并于3月20日
开始在家乐福京津地区卖场开始销售。
据崔家庄负责人介绍，每年这个时候
各地的收购上都会来采购，菜一直不愁
北京商报讯（记者 闫岩 赵驰）

卖。但是今年因为疫情原因，菜都快烂在
地里了还没有人来收。此外，通过沟通了
解，球生菜目前都在地里，因为人手也
不充足，所以需要采购商自己采摘、打
包、运输。
此前，家乐福华北区采购负责人在社
交媒体圈了解到一条芹菜滞销求助的信
息后，便连夜联系村里农户，家乐福华北
区将3000斤滞销的芹菜全部采购，在家乐
福北京、天津门店上架销售。

健身产品销量月环比增1.5倍
3月24日，
阿里健康天猫平台公布的复工期消费数
据显示，近一个月当中（2月17日-3月16
日），天猫平台“瘦身塑形”类医疗服务销
量环比增长超31倍。与此同时，阿里健康
大药房、天猫医药平台上的左旋肉碱、奥
利司他、乳清蛋白等健身减肥类产品，近
一个月的销量均环比增长了1.5倍多。
阿里健康医美医疗行业运营负责人
王亚军分析称：“前段时间，不少消费者宅
在家缺少运动甚至出现饮食过量的情况。
如今面对复工，大部分消费者希望能快速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恢复到节前的健康状态。”
据介绍，一些快速变美的轻医美护肤
项目也颇受欢迎，近一个月光子嫩肤环比
增长了1.7倍，随着“复工口罩妆”火起来
的还有半永久纹眉，环比增长了4倍多。
从阿里健康天猫平台公布的整体数
据可以看出，消费者一方面通过购买增肌
蛋白粉等产品努力健身减肥，另一方面也
在寻求快速的医疗手段达到自己复工瘦
身、变美的目标。“不管哪一种方法，都建
议消费者认真筛选健康、安全的产品与服
务。”王亚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