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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拼多

多、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电商直播平台纷纷加码

“战疫助农”，数百位市县区党政主要负责人进入助农直

播间“带货”。

党政领导干部为什么愿意走到镜头前带货？除了

请来党政干部，还要做些什么才能打造一场成功的电

商直播？直播带货结束后，商家和平台该如何依靠自

己的力量，把助农直播继续做好？近日，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了最近走红网络的地方党政干部“主播”和专

家学者，深入探讨怎样做才能让地方党政干部在直播

间助农带好货。

““县长直播县长直播””助农带好货助农带好货
——党政干部直播带货现状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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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避免“踩雷”

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党委书记、镇长林立在介绍直播
设备。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委副书记、县长黄明勇（中），副县长
吴川（右）上线当“大厨”，在镜头前切洋葱、吃辣椒。

（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前左）在直播时，向消费者介绍门头沟樱桃的特点。 （受访者供图）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地方
党政干部勇于担任“最强带货
员”为滞销农产品代言，值得
鼓励。

“县长直播”在党政干部与
老百姓之间建起了一趟互联网
直通车。为了做好直播，“县
长”们认真研究网民喜好，了解
销售痛点，学习网络语言，这也
是问政、执政方式的一种创
新。参与直播带货，让党政干
部熟悉乃至习惯以网友们喜好
的方式沟通互动，这种转变，是
一种思维观念和服务意识的转
变，正是用新的载体精准施政、
服务人民。

“县长直播”不是为了让一
些领导干部成为网红，而是在
搭建外界了解本地发展状况新
窗口的同时，创造推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新方式。
在很多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信息
不够畅通的贫困地区，原本对
电商很陌生，但通过地方干部
的积极参与，带动互联网经济
的能量在偏远地区也被初步释
放出来。

随着“县长直播”越来越火
热，有些问题开始出现，质疑声
音也不少。作为新经济下的新
生事物，碰到问题都是正常现
象。笔者认为，在关注和讨论
党政干部直播带货的时候，可
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直播
间”外。

干 部 带“ 货 ”更 需 要 带
“ 人 ”。 地 方 党 政 干 部 直 播
带货的火热，可以说是特殊

时期的应急之举，但不可能成为“长期主播”。地方可以
借助干部直播带货引来的网络“东风”，助推当地农户、
企业积极发展线上销售；扩充营销渠道，建立起“电商带
货”的长效机制，帮助农民转型；可以培养懂农业、爱农
村、熟悉网络的“新农人”，鼓励跟泥土离得最近的农民
积极参与；还可以组织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
网 络 直 播 技 能 培 训 ，打 造 各 县 、各 村 自 己 的“ 农 民 网
红 主播”。

干部带“货”更需要带“产业”。一场好的直播，需要品质
过硬的农产品，需要及时到位的物流，更需要背后规模化生产
的产业支撑，归根到底要靠产品质量说话，靠服务取胜。现在
消费者对于安全优质农产品的追求越发强烈，但很多品质过
硬的农产品却因为品牌弱、质量不稳定、仓储物流跟不上等问
题，无法走向全国市场。要想真正地帮农助农，地方政府应该
下大力气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打造叫得响、立
得住的农产品品牌，畅通物流营销渠道，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当
地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当这些都实现的时候，“县长直播”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且
不用干部带货，农民也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了。

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
念古诗、做蛋糕、举照片，推销门头沟樱桃和
民宿；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委副书记、县长黄
明勇，副县长吴川双双上线当“大厨”，在镜头
前切洋葱、吃辣椒；湖北省京山市市长魏明超
唱山歌、蒸米饭，让网友知道京山桥米不输五
常大米；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党委书记、镇长
林立跟中国烹饪大师夏天联合登上优酷视频
节目《醉美乡游记》，卖草莓、炸河虾……

今年上半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卖难”等困难，网络直播带货迅速站上风
口，各种“新面孔”涌入直播间。其中有这么
一群“特殊主播”让直播行业愈发受到关
注。他们初次亮相就备受追捧、“吸粉”无
数，带火了许多好山好水好特产——他们就
是地方党政干部。

风格亲民销售火爆

6月16日，米老头食品旗舰店直播间里
迎来了四川省阿坝州“理县有好货”专场，两
位穿着民族服饰的女主播正在推荐青稞蛋
卷，但是最大的看点显然是即将开始的“县
长直播”。“县长下午2点到直播间，到时候
会有超多优惠，不要走开。”女主播在镜头前
反复预告着。

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县长
准时进入镜头。直播间被“县长好”“欢迎县
长”的问候刷屏，间或夹杂着一些产品咨询
信息。

类似的场景，在每一期党政干部带货直
播中都会出现。这些从未在直播间亮相的
地方党政干部堪比自带流量的网红，只要预
告之后，就能吸引网友们早早开始蹲守。而
且，往常极其挑剔的网友们对他们一般都很
包容，市县区长们只要能通顺地脱稿介绍产
品情况，就能收获一片叫好。

不过，只做个刷脸的“流量担当”显然不
是市县区长们的“追求”。记者注意到，很多
领导干部都做了精心准备，从语言到穿着都
积极向网络主播靠拢。

“网友宝宝们大家好，终于等到你们
了！”5月31日晚8点，在云南省西畴县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一个5平方米左右的直
播间里，西畴县县长黄明勇和来自上海的援
滇干部、副县长吴川一起，准时开启了自己
的直播“首秀”。

刚开始两位领导干部还有些紧张，但在
主播带动下，他们迅速进入状态，直播话术
十分流利地从嘴里蹦出来，“西畴洋葱有三
好，好吃、好看、好营养”，“西畴辣椒有三宝，
够辣、够味、够新鲜”……两人分工合作，分
别介绍着手里的洋葱和小米辣。

屏幕上不断滚动着咨询留言，两人的配
合也越来越默契。“网友宝宝们猜一下，在我
们西畴，这么好的洋葱，一般是怎么吃的
呢？”在直播过程中，他俩现场制作了一道凉
拌洋葱，为了展示洋葱品质和口感，黄明勇
还顺手抓起桌上切开一半的洋葱，直接生吃
起来。面对如此“生猛”的县长，网友们的互
动也“炸”了：“一个生吃辣椒，一个生吃洋
葱，两位领导可以‘出道’了，就叫‘香辣
组合’！”

湖北省京山市市长魏明超把直播间放
到了户外——在京山桥米的发源地现场直
播。“直播的前一天上午我们还在想方案，连
夜制作了京山桥米的文化衫，要在现场蒸饭
做对比。”魏明超告诉记者，最终他穿着自己
设计的文化衫、牵着小朋友、唱着山歌走进
了镜头。因为接地气、充满生活气息的带货
形式，网友夸他“湖北带货哪家强，京山桥米
魏县长”。

地方党政干部的涨粉能力“妥妥”的，黄
明勇当天的直播带货，店铺累计观看人数达
40万次，粉丝数增加42倍，当天销量相比平
日增加了620%，一天销量相当于店铺过去
一周的销量。

但是，也有些地方干部还没有适应主播
角色。因为助农直播通常要一整天，市县区
长真正亮相的只有30分钟左右，其他时间
都要靠商家、主持人和嘉宾做直播，其中不
乏“反面教材”。比如一场直播中，某县派来
了商务科长做暖场嘉宾，科长从头到尾一直
念稿，几乎不抬头看镜头，更谈不上与网友
互动。而且文稿的内容也是该县干巴巴的
情况介绍，从人口数量讲到生产总值——网
友们对此毫不留情地在直播间吐槽表达
不满。

专业推介有的放矢

地方党政干部站到镜头前为地方代言
带货，多少还有点顾虑。6月初，记者在北京
密云区北庄镇见到了林立。这位“80后”笑
称自己是一名斜杠青年——书记/镇长/海
归/主播。他是北京最早一拨参与直播带货
的镇党委书记，他的车里至今还放着直播台
词的串联脚本。

“传统观念当中，党政干部通常都是低
调内敛的。”林立告诉记者，现在走到镜头前

向全国网友带货，肯定要多考虑言行是否
合适。

但发展经济的迫切心情让林立无法再
瞻前顾后。他说，北庄镇虽然离北京市区只
有两小时车程，但很多“好东西”并未被人充
分了解，比如，北庄出产的上好蜂蜜、草莓、
有机蔬菜知道的人不多，镇上很多有特点的
民宿也需要走出北庄。面对直播带货，林立
觉得对乡情民意的了解是他的底稿，想要把
地方发展好的责任感是他的主题，所以他愿
意通过直播这种形式去推荐北庄镇。

放下顾虑后，林立为直播做了精心准
备，“第一，准备了特产介绍，比如油鸡的历
史等；第二，准备了北庄基本情况介绍；第
三，准备了一些段子、金句。我还特意带了
十几套衣服，每一件都熨过”。直播“首秀”
那天，出现在镜头前的林立穿着一件橙红色
马甲，跟着大厨炒菜、炸虾。

除了担心形象与主播跨界太大，党政干
部“主播”们更多还是担心自己直播经验不
足、效果不好。“那就要了解特产，了解辖区，
多做准备”。比如，魏明超的底气来自于自
己对京山桥米的熟悉，对每一种桥米的亩产
量等产品特点和辉煌历史张口就来。甚至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都不自觉地切换成了

“推销员模式”。
现在的地方党政干部中，高学历人才比

例高，不少专业对口的领导干部在推介农产
品、旅游产品时拥有独特优势。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庆兆珅在推
荐起北京门头沟樱桃时头头是道。为做好
直播，提前几天她就到直播现场踩点考察，
跟果农沟通交流，并与直播主持人研究直播
解说词，进行“实战”测试。“黑珍珠是纯中国
血统的优良樱桃，这种樱桃品种极为稀有，
一般市面上很难买到。这种樱桃一年只产
15天，过了这15天就没有了。”听完她的介
绍，消费者总算明白为什么一斤卖60元还
是超值价了，网友们也纷纷点赞。

在庆兆珅的讲解中，这场直播累计吸引
超过198万人次观看，带动当地樱桃、酱肉、
蜂蜜等农产品销量较前日上涨近310%。且
门头沟区内潭柘寺、戒台寺以及京西的山水
风光也收获了数十万粉丝。

携手直播多方受益

包括农产品在内的乡村商品“卖难”是
个老问题，特别是贫困地区那些品质优良的
特色农产品，因为物流不便、商业不发达、信
息不对称等原因，不为消费者所知晓。可喜
的是，随着电商平台的发展，物流链条逐渐
畅通，农产品有了从田间地头直发消费者的
可能性。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农产品
“卖难”更是瞬间成为普遍性难题，“县长直
播”带货也正是在此特殊背景下的“非常
之举”。地方党政干部借助当前最喜闻乐见
的直播营销方式，较好地吸引了广大网友了
解“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土特产，打响地方品
牌，直播的“承办方”——电商平台或是当地
有直播经验的网店，为他们提供载体的同
时则收获了人气，也提高了相关产品的销
量，实现了多赢。

“西畴是边疆贫困县，发展农产品电商

缺乏经验。但是我们本地有一家店铺，开店
不到2个月就在拼多多上卖出1.6万单洋
葱。和商家交流后发现平台零门槛入驻、零
佣金，鼓励以商品品质取胜，这些特点非常
适合贫困地区做大规模的农产品上行。”黄
明勇告诉记者。

但这家网店在今年也碰到了问题。“我
们从2019年9月份起，通过‘公司+基地+合
作社+农户’模式在西畴县种植了700多亩
洋葱和小米辣，今年雨水比较好，丰收了几
万斤，不料却遭遇了‘卖难’。”打理网店的云
南君源进出口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亚
楠无奈地表示，受疫情影响，销路成了问题。

最终，这家网店成为黄明勇他们“县长
直播”的承办方。他们的直播主要是介绍当
地情况和特色产品，聚拢人气。店里产品的
下单、发货、物流、客服等系列问题仍由网店
负责。据宋亚楠介绍，“县长直播”效果很不
错，不仅助力了“卖难”问题的解决，也“倒
逼”他们这些“承办方”提升线上服务，他们
网店在准备此次直播的过程中，不仅熟悉了
更多直播促销的手段方法，还加盟了极兔物
流，提升发货响应速度。

湖北荆盛粮油是京山桥米直播专场的
“承办方”，公司创始人寿自军介绍，疫情前，
该公司已在拼多多、淘宝等平台开店做直
播，但因为没有流量扶持，效果并不好。

“这次直播，整场共24小时，其中县长
只参与半个小时，剩余的23.5小时都是由荆
盛粮油自己的主播和公司高管完成的。”寿
自军告诉记者，公司为这次直播准备了文化
衫、镁光灯、摄像头等装备，准备了一元秒
杀、抽奖、免单等炒热氛围的活动。整场直
播下来，店铺涨粉很多，京山桥米的名头也
叫响了。在寿自军看来，直播活动效果很
好，整个过程中获得的诸多经验让企业对后
期运营充满信心。

作为消费者，对这种直播“新形式”也颇
有好感。

“平时在超市，一斤洋葱大约3元钱，看
‘县长直播’购买的洋葱，价格比超市省一
半，品质还更好，不到两天时间就送货上门

了。”湖南消费者尚先生说，不只是价格优
惠，通过直播，他真正认识了文山西畴的特
产洋葱。

另外，地方党政干部直播带货，往往是
推介域内特色产业和丰富的物产，因此能比
单个商家直播卖货带给消费者更丰富的体
验感受。比如新疆鄯善县县长尼加提·尼亚
孜直播时，网店组织的优惠就有买葡萄干送
红酒活动等。

严格规范好事办好

“县长直播”给多方带来了“看得见摸得
着”的好处。不过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随
着越来越多党政干部参与直播带货，一些问
题也开始出现。

比如，有消费者在“县长直播”专场下单
购买某商品出现问题时，就直接找到政府。

“有消费者打电话到政府办公室来问，为什
么还没有发货？”一位地方干部在采访中告
诉记者，虽然事先考察过直播活动承办方的
供货能力等情况，但直播带货订单量比较
大，企业没来得及发货，引发了消费者投诉
政府，“这提醒我们，直播要更加严格地选择
合作对象”。对此，林立也认为，党政干部直
播带货必须更加注重消费者体验，要把每一
个环节都考虑到。

对于“县长直播”如何规范正在引起更
多的关注，已经有地方开始制定相应的规
范。日前，为加强网络公益直播活动规范
管理，促进网络公益直播活动健康有序发
展，安徽在全国率先出台意见推动网络公
益直播活动健康有序发展。意见中对参与
活动的党政领导干部、直播平台等提出了

“三个不得”“三个不允许”的禁止性、约束
性规定，并强调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保障人民群众
权益。同时，要求属地有关部门从严审核
把关，通过建立产品准入、质量承诺、网上
网下全程监管等机制，保证各项规定可操
作、可落实、可追溯，确保将好事办好、实事
办实。

这几个月，拼多多农业农村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狄拉克观摩了近百场助农直播，
他给出了一些让地方党政干部与电商配合
把助农直播做得更好的建议。

首先，只要精心准备，把地方和物产特
色介绍清楚，党政干部都能当好“主播”。直
播前，上播者和店家主播要做好充分沟通，
足够了解准备直播内容，最好是提前演练。

其次，做好直播方案、直播环节规划工
作，可以设计一些有亮点有特色的环节，比
如挖红薯、煮米饭、唱山歌、切洋葱。还可
做些直播频道独有的活动，比如整点秒杀、
截屏抽奖等。

最后，直播背景可以利用一些温馨

舒适的生活道具来搭建；直播间灯光柔
和适中，营造一种自然放松的氛围；尽
量选像素好的手机，保持现场网络通畅
及设备电量充足，中途断播会影响用户
体验。

“此外，在推动市县区长直播‘引流’
时，好的平台会按照日常订单量、库存、
发货物流、客服能力等多个标准，事先筛
选当地有能力承接的企业，以确保良好
的消费体验。”狄拉克建议，党政干部在
选择直播合作平台时，也可按照这些标
准作为参考，提
高助农效果。

文/佘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