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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大平台”销售“小商品”

在江西省瑞金市，有一位年近九旬的网红奶奶廖秀
英，她有一手腌制咸鸭蛋的绝活。过去，由于交通不
便，她制作的咸鸭蛋只能在附近集市上卖，每天最多卖
几十个。如今，在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的支持下，通过

“邮乐购”电商平台，“廖奶奶咸鸭蛋”已经形成了品牌
效应，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年销售量超过100万枚。

记者了解到，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整合资金流、物
流、信息流、商流四方面优势，积极打造了“金融+电
商+产业”“金融+电商+能人”“金融+电商+农户”和

“金融+电商+上下游”等信贷服务模式，通过“财政惠农
信贷通”“再就业贷款”等产品，支持当地特色种养殖
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涉农现代服务业的电商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

“有了这 10 万元贷款，我扩大了蔬菜种植合作社的
规模，能带动更多乡亲致富。”华水林是江西省瑞金市叶
坪乡华屋村有名的电商大户，也是“电商+金融”服务
的受益者。几年前，他回乡创业，办起了绿色蔬菜基
地。华水林说，有了银行贷款和邮政电商平台的支持，
家里盖起了两栋三层小楼。“电商配送车每天直接开到家
门口收菜，再通过邮政电商平台销售，价格稳定，销量
也有保障。”

据悉，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已建立“电商+金融”
普惠金融服务示范点近 250 个，为江西投放各项贷款超
760 亿元，服务超 40 万人次，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了金
融支持。

“新模式”代替“旧渠道”

“这个茶刚入口会有一点苦，稍等一下它就会有回
甘。”身穿土家族民族服饰的湖南省张家界市莓茶种植大
户龚春平，在电商直播的镜头前，向观众讲解着当地特
产莓茶的特点。这是日前由“芒果云超市”同湖南省张
家界市电商协会联合开展的一场公益直播活动，帮助当
地农户和企业销售特色农产品。

据了解，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旗下的快乐购搭建起
“芒果云超市”这一助农公益平台，通过直播购物的形
式，走进湖南各县市区，打造本地特色农产品名片。在

“芒果云超市”平台上，入驻农户能够“一键开店、一键
直播”，消费者则可以通过快乐购频道、微信小程序等多
个途径观看直播、购买产品，实现了农产品销售“最初
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直接联通。

为了让更多农民改变旧渠道、搭上电商直播的便
车，“芒果云超市”为湖南省的新农人、青年扶贫能手等

开展直播带货培训，培养直播人才。“要不是通过直播带
货，我们当地腊肉的销售哪能这么好！”被网友成为“湘
西凤凰腊肉哥”的廖艳飞，首次开播就吸引了4万多名粉
丝关注，卖出了2300单腊肉。“芒果云超市”已在湖南建
立了25个直播培训基地，累计培训33余万人。

借助湖南广电的平台优势，“芒果云超市”还推出大
型直播带货晚会，开辟了电视媒体助农扶贫的新模式。
例如，《出手吧，兄弟》 直播晚会吸引了近 1 亿人次收
看，直播总带货额达1.02亿元。携手湖南省妇联举办的

《出手吧，姐姐》直播晚会，也收获了近1400万元的总带
货额，销售农产品120余万件。

“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打开“一码贵州”的微信小程序，一幅传统中国画
风格的集市场景呈现眼前。“经典腊味铺”“高原小酿
坊”“品茶轩”……点击画面上的摊铺，就会自动跳转到
相应的贵州特色产品购买页面。这是近日“一码贵州”
平台上举办的年货节，吸引了3.7万商家参与，商品超过

10万种，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优惠。
“一码贵州”是由贵州省商务厅、贵州省大数据发展

管理局指导，贵州电商云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的“智慧商
务大数据”平台。平台包括信息采集、一站式购物、数
据管理三大板块，打通产、供、销等流通环节，实现了

“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独山县的葡萄、贞丰县的甘蔗、兴义市的萝卜……

“一码贵州”运营将贵州省内各地的农产品顺利销往全
国。“一码贵州”近日开启了首届年货节，上架商品涵盖
贵州大部分的优质特色产品。“希望年货节能进一步拉动
消费，让消费者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最满意的产品。”
贵州电商云公司总经理周凯表示，接下来“一码贵州”
还将优化村级电商网点功能，更好发挥普惠作用，继续
推动“黔货出山”。

拼多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农人”通过电商效
应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进一步打响了农产区的
产地品牌。拼多多“百亿补贴”频道自 2019 年上线以
来，已持续覆盖优质农产品商家逾1万户，累计上线农产
品超过3万款，既有利于消费者用实惠价格买到好产品，
也能帮助农民提高产品品质，创建好品牌，卖出好价格。

方便学、形式新、成效好

农民触网富起来
本报记者 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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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电商+金融”、湖南的直播带货、贵州的“一码贵州”平台……消费帮扶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布一批2021年全

国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其中不少案例介绍了“互联网+消费帮扶”取得的新成

效、新经验，为各地乡村振兴提供了典型经验和创新做法。

“5、4、3、2、1”倒数
结束，卢旺达驻华大使代言
的数千斤咖啡、斯里兰卡驻
华大使推销的锡兰红茶一上
架就卖光……多位驻华大使
直播带货的火爆场面屡屡出
现在直播间。在“秒空”背
后，世界看到中国新平台、
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发
展，更看到了中国消费市场
的巨大潜力。

“直播带货”既是独具一
格的中国风景，也成为中国
跨境贸易发展的出入口。据
统计，自2020 年以来，包括
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秘鲁、智利、西班
牙、卢旺达、毛里求斯、南
非、卢森堡、塞尔维亚、保
加利亚、斯里兰卡在内，数
十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领
事、参赞曾出镜中国电商平
台直播间，变身“好物推荐
官”。此外，受疫情冲击，中
国外贸企业面临压力，如今
把贸易和展会搬到线上，借
助直播来获取订单和客户，
已成为越来越多外贸企业的
新路子。无论是世界产品走
进来，还是中国商品走出
去，直播带货正成为外贸新
方式，让跨境贸易“跑更远”。

直播带货通过直接与消
费者互动，既拉近了商家与
消费者的距离，也为商品赢
得了销售机会。在直播场景
下，通过互动方式，商家将
优质、性价比高的商品展现
给消费者，达到了良好的销
售效果。同时，跨境直播带货，通过让外商在
屏幕前“买买买”，让中国的产品有了“走出
去”的新平台，有效缓解外贸企业防疫期间的
销售压力。

直播带货成为跨境贸易新方式，得益于中
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5G、智慧物流、大数
据正在催生新业态、新平台和新模式，为中国
消费驱动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直播带货在
跨境贸易领域发挥作用的同时，有关部门也要
正确引导、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直播带货”
促进了跨境贸易发展，也可能存在虚假宣传、
假冒伪劣、售后维权难等问题。对跨境直播带
货而言，直播电商需要意识到，不诚信经营影
响的不仅是企业商誉，更是一国信誉。诚信经
营优质商品才是制胜法宝。

火热的直播带货场面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了
解中国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世界看到了一
个发展的、开放的中国。兼有“世界工厂”和

“世界市场”双重身份的中国，未来将更加开放
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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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剧《雪中悍刀行》日前在中央电视台8频道播出的同
时，也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剧中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
吸引众多网络用户，线上开播4小时播放量破亿。

《雪中悍刀行》原著连载于网络，当年在网络文学领域人
气较高。该剧讲述了世家子弟徐凤年历经磨难成长的故事。
剧中男主角徐凤年及冠礼片段让网友了解了起源于周代的汉
族男子成年礼。编剧王倦表示，全剧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传统
文化的底蕴和绚丽。双周播放量破23亿，全网热搜1010个，
说明中华五千年文化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会引起共鸣。

（然 然）

《雪中悍刀行》线上热播

展现中国传统建筑的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展现中国传统建筑的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新疆温宿县克孜勒镇精神文明办干部阿地力·艾亥提正通过电商平台直播销售当地农民的手工艺品。
艾则孜·沙木沙克摄（人民图片）

北京首钢园沉浸式数字艺术馆“瞭仓”近日开业。场馆
的前身是首钢铁粉储料仓，改造后的场馆保留了工业遗迹，
共设有6个数字光影展厅，配套有餐饮、潮玩、非遗等消费业
态。“瞭仓”还推出“生生不息——时空的理想之旅”沉浸式
艺术展，让游人在工业遗迹中感受科技魅力。图为观众通过
人工智能互动学习中国礼仪。

贺路启摄（人民图片）

强制推荐真扰民

大学生小西一度为手机上购物APP
的“过度智能”感到苦恼：“我和室友聊
天中提到的化妆品或者零食，就算从没
用手机搜索过，也依然会出现在各种
APP推荐的首页，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手
机 APP 监视了一样。”所谓“过度智
能”，其实是手机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的体现。

安天科技集团首席技术架构师肖新
光指出：“信息采集和应用是互联网模式
高效快捷的根基，其本身并无过错。因
此不是要禁止收集使用信息，而是要合
法依规采集利用信息，妥善管理、安全
存储信息，禁止和打击违法违规收集使
用信息。这就需要我们依托法律法规，
制定标准规范，并进一步提升相应的治
理能力。”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全社会对手
机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的关注度
越来越高。《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信息保护法》等多部相关法律和规定的
落地，筑牢个人信息保护之盾，让个人

信息保护更为切实。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
题明显减少，APP强监管与规范化治理
成效显现。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
理协调中心、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近
日发布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监测分析报告》（以下简称 《报
告》） 显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
规体系日趋完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强制
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问题明显减少，超
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行为治理成效初显。

账号注销难度大

《报告》指出，APP违法违规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问题治理总体向好的同时，
仍有“七类”隐蔽问题存在：一是敏感
权限声明超出必要范围，二是权限索取
超出必要范围，三是收集数据的敏感性
超出必要范围，四是收集数据的具体内
容超出必要范围，五是收集方式超出必
要范围，六是收集频率超出必要范围，
七是收集场景超出必要范围。

针对这一情况，国家持续多次开展
针对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
专项治理工作，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国
家网信办已针对“七类”超范围收集行
为进行了重点整治，包括超范围收集用
户通讯录、精确地理位置、短信、通话
记录等在内的一大批违法违规问题得到
治理。

账号注销难、推荐退订难问题依然
存在。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12月发布
的《50款APP账号注销及自动化推荐退
订测评报告》中显示，有些APP未注明
注销流程，存在无人受理等问题。在自
动化推荐退订方面存在的问题则主要为
未向用户提供关闭自动化推荐的方式和

APP内关闭自动化推荐的方式过于隐蔽。
记者了解到，现在对于APP收集用

户个人信息的规定比以前明确、严谨了
很多。但仍有一些不法分子试图通过窃
取用户个人信息牟利，通过将不合理条
款藏在大量隐私协议文本中，利用用户

“懒得认真逐条阅读”的心理投机取巧，
或是在用户拒绝后授权某项权限后，通
过反复频繁跳出征求同意提示框干扰正
常使用，诱惑用户自行开放权限。

治理力度须加强

个人信息安全在当今时代意义深
远。对个体而言，个人信息流失轻则导
致日常生活被频繁打扰，重则给犯罪分
子实施诈骗、勒索等犯罪活动提供便利
条件，导致个人财产、名誉损失，甚至
导致人身伤害。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
说，公民个体信息被深度获取、甚至全
体网民被各种商业机构进行行为“画
像”，相关数据有可能被境外敌对势力获
取，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守护个人信息安全不仅仅关乎人民

群众是否能够真正享有互联网的发展成
果，关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更是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
政企机构安全各个层面等都息息相关。
因此，要围绕APP个人信息保护治理工
作各相关主体应履行各自的角色职责、
形成合力。

政府部门应积极履行个人信息保护
和监督管理职责，推进治理创新。从顶
层设计上增强依法治理能力，进一步完
善制度、强化监管，建立高效的投诉举
报渠道，为用户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网
络环境。智能设备厂商、移动运营商、
互联网厂商包括APP开发者则应保持自
律守法，主动提升代码安全工程能力，
完善应用开发、数据平台和内部安全，
减少内外部安全风险。同时网络安全企
业要积极发挥作用，不断提升监测、检
验能力，为 APP 开发者提供合规咨询、
在线检测等相关合规服务。还要做好网
络安全相关普法宣传工作，提升人民群
众的安全意识，鼓励人民群众举报违规
违法采集利用行为，形成多管齐下、合
力治理的良好局面。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得治

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墙”要筑牢
本报记者 黄敬惟

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的

“必需品”，从购物到餐饮外

卖，从打车到房屋租赁……

小小的APP“承包”了现代人衣

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在带来

无数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

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网信办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个人信息保护等网络安全
知识。 丁根厚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