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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商品秒发货 商家究竟急什么
“双11”首日各大电商、物流战报

为了能让用户掏出尾款，商家和平台均绞尽脑汁。11月1日上午8点，天猫
已开启付尾款和退全款的通道。然而北京商报记者发现，部分用户付完尾款还
未想清楚是否要退全款时，一些商家甚至做到了秒发货。同时，短信轰炸、私下
电话、微信邀请等“跪求”好评的方式也开始频繁冒头，商家轮番轰炸地催促着
消费者赶紧支付尾款、赶紧下单。恨不得替用户按下支付尾款的选项，为何商家
们急成这样？

“一秒”发货
电商与快递企业宣扬了数年的“‘双
11’商品提前放到前置仓，缩短发货时
间”，似乎实现了，也意味着留给消费者后
悔的时间少了。
11月1日上午8点左右，北京商报记者支
付了一款在直播间购买的水牙线产品的尾款
后，发现时隔仅1小时左右，商品已经处于发
货待揽收状态。而在一些社交平台，部分网友
同样感受到商家们秒发货的手速。一些网友
称“凌晨付的尾款，第二天早上快递就到了，
生怕我早上起来就给退货了吗？”“早上10点
付了尾款，下午1点就能取件了。”
过往直播间迟迟不发货的情形在今年
“双11”似乎不再明显，北京商报记者在抖音
参与“双11”活动的部分直播间随机下单后，
发现大部分订单能做到12小时内发货。尽管
用户能在收到货后选择“七天无理由退款”，
但直播这类鼓动式销售因带有更明显的冲动
消费特征，也让部分用户吐槽“下单后还没反
应过来，货已经在路上了”。
与此同时，北京商报记者还从部分用户
的反馈中得知，在“双11”期间，一些中小商

家或是未刷新订单信息，或是无视用户的退
款要求，以“已发货”为由拒绝了用户的退款
申请。
在抖音直播间购买了一件上衣的陈女
士向北京商报记者称，因为上衣长时间未发
货，10月23日上午5点左右，她向商家申请
退款却被拒绝。随后，物流信息显示该商品
在同日晚间8点左右已揽件。为何在发货
前提交了退货诉求却被驳回？为陈女士提
供服务的商家对此回应称可能是退款原因
未过审。

五花八门催尾款
“对于未发货的商品，正常来说用户提交
了申请是能退款的，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信
息更新不及时或是商家忘记填运单号，结果
造成这样的情形。”另一位销售服饰的抖音商
家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称。
无论如何，为了能让用户快点掏腰包，缩
短犹豫时间，达成更多成交，商家们的策略可
谓五花八门。
在“双11”期间下单的李女士表示，在10
月31日晚间，她不仅收到了数条曾在淘宝上
关注的店铺发来的促销短信，或是添加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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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求，在预售期间，一家售卖女包的商家以
个人电话形式联系她希望能改动评论。“我收
货后觉得包包质量一般，就打了中评，对方提
出给我30元红包将这条评论删除。因为商家
觉得大促期间的评论非常重要，会影响到中
小店铺的后续销售。”
据了解，在10月27日，工信部召开行政指
导会规范电商平台短信营销行为。会议指出，
“双11”促销期间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
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
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
消费者权益。对此，会议要求平台承担起平台
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

商家只能不断争夺消费者的注意力，并
在短时间内锁定，让消费者犹豫的时间尽可
能缩短。这或许能防止消费者后悔，并避免其
注意力转移到竞品的池子里。“到嘴的鸭子不
能飞了”是所有中小商家的想法，谁都不想辛
苦博取到的注意力，反而成交在他处。在“双
11”这样各路人马混杂的流量池里，中小商家
多少有些焦虑，一直做着反复抓取消费者注
意力的动作，转化成交自然是越快越好。
“现在平台上的商家太多了，竞争很激

M

注册新商标 蜜雪冰城留后手？
“雪王”正在加速完善自身的“冰雪版
图”。11月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天眼查了解 蜜雪冰城
2021.
2020.
8.31
到，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蜜雪商 成长大事记 6.24
学”“MXIB”多个商标，其商标的国际分类涉
及广告销售、教育娱乐、网站服务等，当前商
标状态均为申请中。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向蜜雪冰城进行了
蜜雪冰城
蜜雪冰城
成立重庆
求证，蜜雪冰城相关负责人表示，蜜雪冰城
第 10000
雪王农业
自2015年将原有的培训体系扩充为商学
家店开业
有限公司
院，由于如今相关规定不能使用“商学院”，
本次注册商标是将此前注册的“两岸商学
院”改为“蜜雪商学”，并重新设计商标
LOGO，进行注册。
投资”）。
早些时候，茶百道、茶颜悦色也传出上市
消息。继奈雪“抢跑”之后，茶饮行业的上市竞
规范品牌加盟机制
赛已经拉开帷幕。据央广网信息，目前蜜雪冰
北京商报记者从蜜雪冰城方面了解 城的年收入突破65亿元，利润超过8亿元。蜜
到，蜜雪商学院主要是用于对加盟商和员 雪冰城能打下今天的这片江山，离不开它的
工进行培训管理，除对新签约的客户进行 加盟模式。在喜茶、奈雪的直营店模式下，各
为期12天的理论和实操培训，还负责老客 门店的地租、人员、材料等费用均由公司承
户的复训。
担，蜜雪冰城则通过加盟模式将上述成本转
根据蜜雪商学院的培训流程，所有加 移到加盟商身上。
盟商签约加盟后，必须参加蜜雪冰城总部
统一组织的为期12天的线下培训。另外，
扩张加速的风险
蜜雪商学院还包括食品安全、运营管理、
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职业技能等培训内
事实上，开放加盟是不少品牌在扩张布
容。此外，在内训方面，该学院设有基础员 局时选择的方式之一，在能够迅速占据市场
工的课程、中层管理课程和高层管理系列 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尤其是茶饮品牌，由
课程。
于加盟管理不规范易引发食安问题。
由此可见，蜜雪冰城建立蜜雪商学院似
今年9月底，茶饮品牌茶百道被曝出使
乎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品牌加盟机制，降低品 用过期原料，并更换材料标签等。为此，茶百
牌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道在召开媒体沟通交流会时称，由于加盟门
比起注册新商标，近一段时间以来，更引 店未能严格遵守规范，使用了部分劣质变质
人注意的是其在资本市场动作不断。据河南 水果，存在门店卫生问题，已对该门店进行
证监局披露，蜜雪冰城拟在A股市场首次公 合同解约处理。此前，包括蜜雪冰城在内的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已于9月30日在河南证 其他品牌，曾因加盟店被曝出食安问题而广
监局进行辅导备案。相关资料显示，10月13 受关注。
日广东汇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对于门店扩张速度较快、且在上市路上
东汇茶”）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金由500万 的蜜雪冰城而言，如何对门店进行更加严格
元增至617.28万元，新增股东为蜜雪冰城旗 规范的管理，的确是重中之重，也是能否良性
下的雪王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雪王 发展的关键。

抓取注意力

烈，平台也会以转化率衡量一家新店铺的商
业价值。”上述抖音商家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例如两家同品类的店铺，同一个商品和价
格，在一场直播后，前者转化率为20%，后者
转化率为50%，那么后一个商家就能获得平
台未来更多的流量扶持。商家也可以去购买
平台流量，通常上百元不等，但不保证转化。
因此就会有中小商家选择去刷单、私下联系
用户等。
如今，品牌店直播已经成为直播大军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双11”期间，部分品牌在点淘、
抖音等平台均有开设直播。为让流量能更长时
间停留，不论是点淘的“双11元宝狂欢节”，还
是抖音以轻抖App吸引达人和用户做任务领
红包，均是在抢夺用户注意力上下功夫。部分
用户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看一些品牌或达
人直播时，只要满足了观看时长，就能随机领
取几块钱的优惠。“这类措施主要是针对中老
年群体，因为他们空余时间更多，也容易被几
块钱的优惠吸引。”一位电商从业人士表示。
电商分析师鲁振旺认为，现在直播的流
量成本越来越高，在直播增速变慢后，未来中
小品牌会比较难，在资金实力上很难为自己
砸钱引流，而大主播也只愿意卖大品牌，因此
相较之下，自己搭建主播团队，或是选择多元
模式的电商平台都是一个途径，小品牌也要
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销售方式。
北京商报记者 何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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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赖阳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品牌开放加
盟店实际上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加盟者对
市场有着一定的判断，若在选择加盟后不
能进行持续盈利，则选择退出的可能性较
大，一旦加盟商连续退出，将对品牌的资金
链造成较大影响，从而产生很大的生存压
力。另一方面，对于品牌来说，对加盟店的
管理将成为挑战，对直营店与加盟店的管
理应同等严格，一旦加盟店出现食品安全、
卫生隐患等问题，将对品牌造成很大的负
面影响。
在业内人士看来，无论是如今的商标注
册还是今年7月底开始相继成立大咖国际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雪王农业有限公司、
雪王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设首家体验店
等，蜜雪冰城近期在品牌建设、产品创新以
及体系完善上动作不断。一方面是品牌发展
到当前阶段，需要不断去适应市场、持续创
新，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另一方面，也是为
上市做准备。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新式
茶饮市场规模为2044.8亿元，到2021年预计
市场规模将达2795亿元。从上新频率到供应
链，再到流量争夺，茶饮品牌展开了全方位竞
争，新式茶饮依然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品种。而
眼下各家竞争的焦点，除了消费者的眼球，还
有资本市场的青睐。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张天元

一年一度的“双11”网络集中促销
大幕已经拉开，各种玩法层出不穷，但
不少“消费陷阱”也可能随之产生。网
购“四类”药品也要实名登记、严禁篡
改或者隐匿交易信息、网络直播加强
管理……11月1日，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网站发布消息称，“ 双11”网络促
销活动在即，为引导电商企业进一步
规范网络促销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等15个部门
近日联合召开规范“双11”网络集中
促销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京东、阿
里、美团等14家重点电子商务平台企
业参会。
据了解，会上，各部门要求，电子
商务平台应开展信息发布审核和实时
巡查，加强网络直播营销信息内容及
商品内容管理。强化网上有害信息清
理整治，做好违禁违法物品清查，加强
网络攻击入侵防范，扎实推进反诈骗
宣传防范。全面自查自纠短信营销行
为，及时处置网络安全威胁，保障个人
信息数据安全。维护支付市场公平竞
争秩序，严禁篡改或者隐匿交易信息，
开展商户风险排查，加强可疑交易的
监测。
在网红经济、全民带货的当下，直
播乱象也频频发生，加强直播营销内
容监管势在必行。近期北京市消费者
协会和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联合组织体验调查人员开展了直播带
货消费体验调查活动，结果显示，在
100个直播带货体验样本中，有33个涉
嫌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例如淘宝“瘦身
女王郑多燕”直播间、小红书“秀倩生
活馆”直播间等17个样本涉嫌虚假夸
大宣传；抖音“韩兆导演（条子哥）”直
播间等2个样本涉嫌价格误导。

每逢大促，“ 骚扰短信”都是消费
者摆脱不掉的痛。随着“双11”的临近，
电商平台、商家营销短信扰民问题也
愈加明显。10月27日，工信部便发布
消息称，已召开规范电商平台“双11”
短信营销行为行政指导会，规范电商
平台短信营销“扰民”行为。
彼时，会议要求，电商平台要立即
全面自查自纠零售、金融等相关产品
的短信营销行为，不得未经消费者同
意或请求擅自发送营销短信；相关基
础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要立即
完善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加强短信
端口接入管理，规范短信签名使用，不
得接入违规转租资源，不得扩大签名
使用范围等。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也提到，要严
格落实网购“四类”药品实名制登记
要求，针对网售特殊药品（含疫苗）、
处方药等加强平台的管理，切实规
范网络售药行为，加强配送人员防
疫管理。
疫情期间，药店更要发挥“哨点”
监测作用，主治发热、咳嗽、乏力等症
状的退烧、止咳、抗病毒、抗生素“四
类”药品，在药店已经不能随便购买
了。不久前，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王福义介绍，北京升级药店疫情
防控措施要求，进一步梳理“四类”药
品清单，全面指导药店销售工作。北京
市药监局下发含小柴胡颗粒、秋梨润
肺膏、炎可宁片等645种“四类”药品参
考目录，要求全市药店根据实际经营
品种情况，建立“四类药品”店内销售
清单，施行“一店一清单”，并加强从业
人员培训，确保每名店员熟悉目录、熟
知清单、熟练登记和上报信息。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