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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左栀子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双“十一”临近，网购大战在即。大
小电商开始摩拳擦掌。 电商与传统销
售企业如何相处？ 如何创造互联网时
代的粉丝经济？ 中小卖家怎样玩转双

“十一”？
9月26日，由淘宝网、长沙电子商

务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南地区网上高峰
论坛在长沙举行。 行业知名人士与网
商、网民齐聚一堂，为湖南发展电子商
务出谋划策。

电商世界里， 传统品牌
的影响力正在回归

电子商务2010年出现井喷，2012
年趋于理性成熟。这一时期，18到35岁
的主力消费人群网购能量在不断增
强， 电子商务逐渐成为传统企业的必
争之地；同时，在电商平台，传统品牌
的影响力仍然强大。

东莞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罗志
成认为，虽然电商来势“凶猛”，传统商
业却也并未“摇摇欲坠”。传统百货在
采购、仓储、销售、物流上也有长期积
累的优势，传统百货企业要做好，关键
在于定位和正确地理解电子商务。

各路电商的触角也在不断伸向线
下的传统品牌。淘宝发展自己的“淘品
牌”同时，也在大力引进传统品牌。“好
易购” 一直致力于线下传统品牌的线
上销售。

“当今电商世界，传统品牌的影响
力正在回归。” 好易购CEO邹海波认
为， 传统销售企业期待发展电商以减
少流通环节成本， 电商为了追求更好
品质而吸引传统线下品牌， 物美价廉
的商品正是消费者最需要的。 两者将
不断交织融合共赢。

“把粉丝当爷爷一样伺
候、当孩子一样养活”

“未来商业将会进入粉丝经济时
代， 战争年代的实力看兵力强弱， 互
联网时代看粉丝多少。” 来自上海的
营销专家、 皇冠俱乐部会长老高在论
坛上作了 《粉丝经济如何引领未来》
的演讲。

粉丝经济， 就是把粉丝用一种关
注和被关注的规则将其凝聚起来， 通
过各种方式实现盈利的经济模式。 老
高认为， “苹果” 之所以长盛不衰，
皆因乔布斯在世时培养了一大批忠实
的粉丝。

据老高观察， 2013年以前， 不管
是淘宝、 天猫还是其他网商， 都有一
个毛病， 就是不断追求新用户、 新流
量， 忽略了用户粘性的培养， 忽略了
客户粉丝化的过程， 整个淘宝网都是
一个交易场所， 这里只有买卖关系，
没有好友关系体系， 也没有粉丝关系
体系。

社交媒体的兴盛正使大众传播方
式发生深刻的变化。 新的网络语境

下， 粉丝数量不仅意味着影响力还意
味着经济价值。 喜欢你才“粉” 你，
“粉” 你意味着消费者会为你买单。
互联网时代的本质就是粉丝经济， 不
仅是电商， 传统企业同样在网络培养
着自己的粉丝， 未来的商业会迅速进
入粉丝经济时代。

“传统经济时代， 消费者是上
帝， 要好好伺候； 互联网经济时代，
粉丝是收入之源， 切记要把粉丝当爷
爷一样伺候、 当孩子一样养活，” 老
高指出， 对于网商而言， 首先， 要找
到你的潜在客户， 并把他们培养成粉
丝， 要明白你的潜在客户对什么感兴
趣； 其次， 要“养” 粉丝； 然后是与
粉丝互动。

“双‘十一’不能用来赌，
平时做好才是关键”

双“十一”临近，卖家如何将这一
天的销售量做到最大？

与会者认为，客户至上，不论对电
商还是传统企业都是至理名言。 据统
计，到2013年底，中国网络购物人数将
达3.1亿， 其中越早接触电子商务的用
户网购次数越频繁。 对于电子商务企
业来说，立足用户体验，维护老客户、
培养忠实“粉丝”，对于提高网站粘度
刺激消费显得额外重要。

“买家不是上淘宝来看写真的，”淘
宝网资深用户体验专家夜来提到：“漂亮
的模特照片、 评论截图和相关产品链接

会被卖家放上网页， 但消费者真正需要
的是更多更详细的商品真实情况。”夜来
认为， 规范的详情页才能提高网民由关
注到消费行为的转化率。

“养+试，湖南的中小卖家一样可
以玩转双‘十一’。”这是淘宝网官方店
小二渡劫的建议。

“养”指的是双“十一”前的准备，
发放电子优惠劵， 吸引消费者收藏店
铺等，“像关闸蓄水一样慢慢培养关注
度”，才能在双“十一”做大销量。

“试”指的是试错，通过前期的测
试， 探索打出怎样的卖点最能够吸引
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

御泥坊CEO戴跃峰认为， 对于中
小卖家而言，长期生存是根本，双“十
一” 效应和传统企业的假日经济并无
二致，双“十一”不能用来赌，平时做得
好才是关键。

■相关链接
双“十一”即指每年的11月11日，

由于日期特殊，因此又被称为光棍节。
而大型的电子商务网站一般会利用这
一天， 来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打折促销
活动， 以提高销售额度。2010年11月
11日前后， 发生了中国互联网最大规
模的商业活动，在淘宝上，众多商家推
出5折优惠促销活动 。2012年双 “十
一” 购物狂欢节总销售额191亿元，其
中天猫132亿元，淘宝59亿元，创新中
国网民购物额纪录。

湖南电台经济频道记者 王勇
通讯员 黎治国 黄淮

“马桑树儿打灯台（哟嗬），写
封的书信与（也）姐带（哟），郎去
当兵姐（也）在家（呀）……”9月26
日， 清澈的歌声从桑植县龙潭坪
镇竹垭村的几个高音喇叭里传了
出来，越过高山，穿过田野，让山
村顿时沐浴在桑植民歌的旋律
中。“村村响”工程的竣工，给龙潭
坪镇增添了一份喜庆。

8月15日， 记者来龙潭坪镇
挂职镇长助理。 该镇地处湘鄂边
界山区， 全镇面积123平方公里，
辖11个村(居)委会， 8868人。 当
地农民文化生活主要是通过“村
村通” 卫星收看电视。 由于信号
和电压均不稳定， 收看效果很
差。 广播信号更是无法接收。 镇
里一直有建广播站的想法。 镇党
委书记王玉成告诉记者： “有了
广播， 就能让老百姓及时听到党
和政府的声音， 也能有效倡导良
好的生活方式。 集镇管理、 应急
通讯， 广播也能发挥独特的作
用。 但本级财政存在很大困难，
没有建广播站。”

记者来龙潭坪镇的第二天，
镇政府晚上召开班子会， 讨论建

设广播站事宜。 记者主动请缨，
负责建站的资金和技术指导。 记
者几次开私家车到长沙找台领
导， 取得了支持， 多次与爱心企
业湖南方盛制药接洽， 落实了建
站资金。 为把每一分资金都用在
刀刃上， 记者和镇长王贞利， 多
次与县文广新局和省电台的技术
人员协商和实地勘察， 爬上海拔
千米的高山铁塔， 进行信号的反
复测试。 仅此一项就节约了近3
万元建设资金。 对设备提供商，
记者反复沟通， 讲桑植的红色故
事， 讲开通广播对当地农民、 镇
里、 县里的好处， 最终打动了供
应商， 以成本价拿到了全套设
备。

一村一村爬上屋顶和树干测
点安装广播喇叭， 一共装了30个
喇叭。 刘家界村的唐支书握住记
者的手，连声说：“感谢党，感谢你
们省电台……” 多么纯朴的村干
部呀!记者为之感动，也深有感慨：
我们来桑植挂职锻炼， 就是要真
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让

“走转改”走出实效。

本报9月29日讯 （通讯员 曾
妍 简建伟 记者 张斌）9月27日，
株洲“5·6”非法偷排强酸案在株
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以污染环境罪判处主犯李洪浪有
期徒刑1年，处罚金4万元；判处从
犯姜建兵、 贺德意有期徒刑10个
月，并处罚金3万元。

2013年5月6日中午， 石峰区
清水塘汇亚服装大厦后停车场，
株洲市环保局石峰分局工作人员
例行巡查时发现一辆可疑罐体
车， 两名男子拉着管子对着一处
下水道直排液体。经检测，该液体
含强酸和重金属物质， 属危险废
液，由城市下水管道排入湘江，如
未处理， 将危害到株洲市民的饮
水安全。 环保执法人员报警，并
将当事人移送至辖区派出所，公
安机关立案进行查处。 两名偷排

男子———司机贺德意与押解员姜
建兵， 与车主李洪浪随后被批准
逮捕。

法院查明，在运输过程中，李
洪浪于2011年9月至2013年5月6
日， 私自将20车、450吨左右废水
排入石峰区汇亚停车场后的一个
城市下水道。 他还指使司机贺德
意和押运员姜建兵前后3次将3
车、 计44吨左右废水排入同一下
水道。

经省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
定评估中心鉴定， 李洪浪等人偷
排的废水与城市生活污水进入霞
湾污水处理厂处理区， 给该厂造
成损失39万多元。

法院审理认为，李洪浪、姜建
兵、贺德意违反国家规定，倾倒有
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
构成污染环境罪。

长沙力保国庆假期平安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邓

科）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了解到， 国庆将
至， 长沙警方提前介入， 全力排除各类不安全
因素， 震慑各类违法活动， 确保国庆期间全市
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据了解， 长假期间， 长沙警方将保持每天
3000名警力在岗在位。 并保证充足机动处突
力量， 进一步加强社会面治安管控， 提高街面
见警率、 管控率。 最大限度囤警街面， 加大对
社区、 背街小巷、 居民区的巡逻防控力度和接
处警工作， 对各类警情快速反应、 及时处置。
同时， 公安、 消防、 交警等部门将加强配合，
及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加强交通组织疏
导， 做好相关应急准备， 确保不发生重大事
故， 力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倾听电商涨潮声
———首届中南地区网商高峰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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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广播响起来

记者�� ��在基层
挂职记者手记

非法偷排强酸构成污染环境罪
株洲“5·6”案主犯一审获刑1年

9月 29日 ， 以
“博爱牵手·民革助
学” 为主题的民革
长沙助学公益基金
助学活动， 在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校园
启动 ， 给10名学生
每 人 发 放 助 学 金
4500元 ， 并将连续
3年资助他们。

本报记者 赵持
吴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