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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宠物盲盒 是谁在玩猫鼠游戏

按照以往的“套路”，李子柒一

定会在中秋这天，应景地发布一期

制作传统手工老月饼的视频，画面

中有文化更有人味儿，依旧充满了

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气息。

这一次，李子柒“爽约”了。截

至9月21日，李子柒的视频已经停

更69天。

两个多月里，关于“李子柒去哪

了”的讨论、猜测层出不穷，直到那

条被秒删的“资本真是好手段”的评

论，让这场扑朔迷离的停更有了头

绪———莫非李子柒与其背后的资本

起了利益冲突？

停更、报警、辟谣、维权……有利

益的地方总有冲突，随着商业价值的

不断膨胀，顶流网红与MCN机构若

从相爱走到相杀，并不让人意外。

关于谁是李子柒的幕后故事，

很多人相信“李子柒团队”或许比本

人更有借鉴意义，在李子柒的成功

中占据比重更大。这个团队很好地

讲述了中国文化的输出故事，而李

子柒不过是故事中的角色。

从野蛮生长到形成产业链，网

红经济发展至今，产出专业化的李

子柒合情合理。但这也意味着，单凭

自己单打独斗成为网红的时代已经

成为过去。

资本带来的资源、营销和推广，

很可能是专注于内容的网红主播所

难以兼顾的东西。所以才有了所谓

的资源互配，求得一个最优解。

李子柒早就不是李子柒。过

去一年卖出16亿的成绩足以证明

“李子柒品牌”所蕴含的商业价值。

从螺蛳粉，到辣酱、红油面皮、红糖、

藕粉……李子柒品牌爆发式增长。

产品翻车、过度包装、慢慢消

耗……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李子

柒品牌产品的食品安全等问题层

出不穷。李子柒这个IP仿佛正在被

透支，再加上利益分配不均，田园

牧歌恐怕只剩下田园了。

“微念有三栋办公楼，其中一

栋楼里是整个李子柒事业部。”虽

然杭州微念不止一个李子柒，但真

能让杭州微念独占鳌头的，却只有

李子柒。绑定李子柒的微念，已然

成为投资机构和平台们追捧的优

质标的。

李子柒曾在社交平台发消息说

“大清早报了个警”，且有网友发现

李子柒秒删的回复内容有提到“资

本好手段”。

到底谁错付了谁？只能说，顺风

顺水，李子柒是多方合作共赢的战

利品。矛盾爆发，李子柒很有可能沦

为各方博弈的牺牲品。

李子柒与杭州微念、罗永浩与

交个朋友、张大奕与“网红电商第一

股”如涵控股……MCN的顶流依赖

症，可以解读为越是深度绑定，越容

易出现矛盾和纠纷。

顶流与操盘手，利益和名气总

在动态变化，IP的主导权和分配权

又如何平衡？李子柒们与MCN之

间，究竟如何才能维持在一个良性

的合作循环中，似乎成了网红经济

里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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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毁于资本？
杨月涵

从民宿村到电影节 怀柔擦亮生态“金名片”

黑天鹅传递生态信号

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活动现场，北京商报记者看到一大片花海，不

少游人正在此驻足拍照。据悉，影都花海是怀

柔区杨宋镇去年人工种植的一片花草海洋，

总占地面积1000余亩，其中的鸢尾、油葵、萱

草等10余种花草从春天至10月底盛装迎客。

“以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的荒地。随着影都花

海的建成，土壤得到修整，花草点缀，杨宋镇

的颜值也更高了。”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地处燕山南麓，植被茂密是怀柔进行生

态涵养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怀柔区围绕

土壤污染风险管理等，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措施。制定《2021年怀柔区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工作计划》等，强化建设用地准入关口，

督促用途变更、用地性质变化等地块开展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并对辖区内危废固废企业

开展检查312家次。

数据显示，2019年PM2.5年均浓度35微

克/ 立方米，率先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20

年，怀柔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指数）78.7

（达到75即入优），林木绿化率85.02%，森林

覆盖率达77.38%，均排名全市第一，无愧“首

都后花园”的美誉。

怀柔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二级

巡视员鲁颖彤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去年，60

余只白天鹅来怀柔过冬，7只‘怀柔籍’黑天鹅

在怀河出生。怀柔区分布有北京水毛茛、黑鳍

■等对水质要求高的水生生物，在怀沙怀九

河也分布有北京市二级保护鱼类中华多刺

鱼。我们还在神堂峪附近发现了生态环境健

康状况的优良指示物种两种蜻蜓目昆虫———

白扇■和黑色■。”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传递

着怀柔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的信号。

流域治理盘活民宿村

时下正是板栗成熟的季节。怀沙河畔，漫

山遍野的板栗树迎风摇曳，山脚下坐落着众

多特色民宿。“我之前在北京世贸天阶从事广

告工作，收入还算可观。回怀柔一方面是因为

离家人近，另一方面，是喜欢这种自由的生活

状态。而且这边整体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都

保留得非常好。”1985年出生的黄欢说，目前

他的这个院子年收入在80万-100万元左右，

入住率平均50%，暑期、节假日接近全满。

怀沙河主要流经怀柔区渤海镇。“在早期

发展沟域经济的时候，冷水鱼的养殖都在河

道周边，鱼类的饲料等化学物质对怀沙河水

质很大程度上产生危害。后续我们借着渔业

养殖业的腾退，把属于这一类的35家规模渔

业养殖进行了清退，同时对2家进行了规范整

治，进一步保证水质达标。”怀柔区渤海镇镇

长高宁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高宁波称，依托河长制，渤海镇严查污水

直排入河，严查垃圾乱堆乱倒，严查涉河违法

建设和清河岸、清河面、清河底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水污染、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持续

提升水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环境改善了，生态变美了，吸引了更多的

游客前来，成为渤海镇民宿的潜在客户。“目

前我们登记在册的民宿有376家，其中精品

民宿151家。这其中还不包括最传统的一代

农家乐。这里有7个经过北京市旅游局认定的

民宿村，每个村子分布接近40家民宿，一部

分是本地人自家宅院经营，还有一部分是吸

引来的社会资本，盘活了本地民宿产业。”高

宁波介绍道。

长城脚下的会客厅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两山”理论

在京郊落地生根。9月19日-10月6日，以“科创

怀柔，逐梦光影”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电影嘉年华活动在怀柔区杨宋镇举办。

作为享誉中国的影都，杨宋镇以影视产

业为魂，推动镇域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绿色发

展。统筹推进拆违腾地、一般制造业疏解退

出，“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留白增绿等工

作，完成翰高、光华等园区提质升级，目前共

引进400余家企业入驻。

建设“两山”基地，不得不提的还有本次

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举办地点———“国际

会都”雁栖湖，其因成功举办2014APEC会

议、2017年和2019年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而享誉世界，成为对外

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

三面环山、以湖面为中心的地理特点，使

得水资源利用特别是污水治理，成为雁栖湖

生态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此，北京雁栖湖

生态发展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常

务副主任，二级巡视员彭明祥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我们采取就地处理、转化的方式，实现

污水有效利用。如在核心岛设置了一体化膜

生物反应器，进行生活污水就地处理，经污水

处理后，水质达到北京市污水排放一级A标

准，直接二次应用于室外道路、园林绿化、公

厕冲洗等方面。”

去年，怀柔区获评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以此为契机，今年

开展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创建工

作，这片“长城脚下的会客厅”将为生态北京

建设擦亮更清新的绿色名片。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余莎

时隔不到半年，上海再现宠物盲盒。9月21日，“百余宠物盲盒被遗弃路边”

登上微博热搜。@上海领养之家接到求助后赶到现场救助，除了死亡及送医的

宠物之外，目前健康猫狗已全部被分流领养，警方也已介入调查处理。此次宠物

盲盒的承运方仍然存疑，在躲避监管的过程中，究竟是谁在无视法律，把宠物盲

盒玩成了一场猫鼠游戏？

秋高气爽，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于9月21日-29日举办。日前，开幕式红毯活

动在怀柔区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而坐落于“首都后花园”的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

区，也只是怀柔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一个剪影。长城脚下的这颗京郊明珠，正通过生

态涵养、产业升级，同时发展会议休闲、影视文创等北京招牌，持续擦亮绿色生态名片。

5月3日

5月11日

9月20日中通快递表示该

视频所涉行为与

中通网点无关

半年内宠物盲盒事件一览

四川中通快递一处网点发现160

多个“宠物盲盒”

中通快递公开道歉，公布三

项整改措施

四川佳慧物流有限公司被处

以罚款3万元

中竞物流有限公司被处以罚款5万元

上海嘉定区乐惠路某小区

门口发现大量活体宠物盲

盒，百余只宠物被遗弃

江苏苏州一中通快递站内

出现活体猫狗快递

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对无锡中通

快递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3

万元的行政处罚

承运方存疑

9月20日，上海嘉定区乐惠路某小区门口

发现大量活体宠物盲盒，@上海领养之家于

21日在微博发布消息称，救助下的动物粗略

统计包括71只猫和36只狗，已经分流36只狗，

健康猫也已全部分流领养。

至于此次宠物盲盒的承运方，公开报道提

到，救助者赵先生称，“是因为宠物从全国各地

派送到上海的中通网点，但上海查得很严，中通

快递不敢派送，但又无法处理就遗弃在路边”。

对此，9月21日下午，中通快递回应称：针

对社交媒体大量传播中通网点涉嫌违规寄递

猫狗宠物的视频，经核实，中通确认该视频所

涉行为与中通网点无关，相关中通网点已向

属地公安报警，并向警方提供了所掌握的货

主、承运方等线索。

至于具体货主、承运方信息，中通并未向

北京商报记者给出具体信息。中通重申会严

格按照国家邮政局的相关要求规范活物寄

递，全网严禁寄递猫狗宠物。

另有媒体报道，现场所有盒子上的标签

信息已被撕下，运输公司不详。北京商报记者

联系上海嘉定公安分局南翔派出所了解情

况，对方表示需要联系嘉定分局，随后嘉定分

局表示，总机不处理具体事务，可在中秋假期

后上班时间再打来。

半年内已处罚数起

此次宠物盲盒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

不到半年时间，宠物盲盒买卖引起的活体快

递运输已经酿成多次惨剧。

今年5月，有志愿者在四川中通快递一处

网点拦截了160多个“宠物盲盒”。事件发生

后，中通快递公开道歉，称这批活体动物是电

商客户线上销售，上述网点违规揽收，并公布

了三项整改措施。

5月8日，当地邮政管理局官网发布行政

处罚公告，四川佳慧物流有限公司因违规收

寄不能确定安全性的物品被处以罚款3万元，

中竞物流有限公司因未按规定实行统一管理

被处以罚款5万元。

仅仅几天后，5月11日，江苏苏州的一个

中通快递站内又出现了活体猫狗快递。随后，

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向涉嫌收寄不能确定安全

性物品的无锡中通快递有限公司送达行政处

罚意见告知书，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3万元的

行政处罚。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海阳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动

物本身是可能携带人畜共患疾病的，动物万

一死亡更会造成病菌、疾病的传播与扩散，

而猫狗宠物则还有可能携带狂犬病毒，因

此，我国对于活体动物，尤其是猫狗的运输，

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首先要先做过检疫，

确定动物是健康的，尤其狂犬病疫苗是在有

效期内的；其次是运输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动

物福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

三十三条规定，禁止寄递或者在邮件内夹带

的物品包括“各种活的动物”，孙海阳表示，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违反相关规定以普通邮件寄

递活体动物的，应对快递企业中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分；对快递

企业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

许可证；对寄件人则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目前，相关处罚规定是有了，但有关主

管部门的执行力度却实在难尽如人意。与可

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相比，被发现后受到的处

罚可能太轻；而且被主管部门发现，或者被群

众发现并举报的还太少。”孙海阳说。

零本钱的生意

在收货以前，没有人知道盲盒里会是什

么动物。许多消费者抱着新鲜感和侥幸心理，

希望通过购买宠物盲盒，花低价买到名贵品

种的宠物。但事实上，宠物盲盒里基本不会有

他们期待的惊喜。

由于监管趋严，当前在淘宝平台和QQ群

搜索“宠物盲盒”，并不会找到相关售卖信息。

“售卖时，淘宝等平台可能会屏蔽掉相关信

息，但一些短视频平台仍存在买卖现象。比如

搞直播、抽奖，背后则有相关的产业链，有人

帮他们繁殖这些动物。”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教

育经理及深圳兽医主管王润东一直关注着动

物盲盒相关事件，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盲

盒的暗中操作比较多，这一行是暴利行业，很

多都是抓获流浪动物繁殖一下，然后拿小的

去卖，是没有本钱的。”

根据互联网商业咨询平台“头豹研究

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宠物繁殖和活体交

易行业概览》报告，中国宠物活体运输配

送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包括缺乏专业

宠物运输机构，出于成本考虑，对宠物在

运输保护措施方面投入不足，或者不愿意

使用空运等费用较高的运输方式，导致宠物

的死亡率高。报告提到，行业中宠物死亡率

高达30%。

与售卖及运输的低成本不同，要救助这

些宠物却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王润东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要告违规的商家和快递

公司，是要请律师的，谁来负担这个成本是

个问题”。

在王润东看来，光有法律和处罚是不够

的，还应该要求快递员签诚信承诺书，保证不

会运输活体动物，如果再次违规，快递公司内

部也要有惩戒措施。在背后的流浪动物繁殖

等问题上，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往往低于话

题的热度。一些一线城市，比如上海、深圳，对

相关问题比较重视，政府要负起流浪动物管

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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