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5亿
2月6日， 据国家旅

游局副局长王晓峰介
绍， 全国国内旅游市场
将达3.85亿人次，同比增
长12%。显然，今年春节
旅游市场将继续呈现火
热景象， 而旅游已成为
广大群众欢度春节的重
要方式。

一直以来，想在童装市场
分得一杯羹的巨头不在少数，
与成人服装市场相比，童装市
场十分复杂，入局者要同时掌
握并满足父母与孩子双方面
的心理与需求。

森马服饰旗下童装品牌巴
拉巴拉总经理徐波说，不同成长

阶段的孩子对产品的需求大不
相同，而不同年龄段的产品对于
设计、 供应链的要求也不相同，
甚至国家的质量标准都不一样，
所以必须有差异化策略。

实际上，巴拉巴拉的发展
也并非一帆风顺。2012年之
前， 巴拉巴拉都是40%、50%的
增长速度， 但在2012年后，增
长份额直降到个位数，经过一
系列改革才恢复至平均每年
20%到30%的增长水平，成为行
业第一。

在徐波看来，巴拉巴拉转
型成功的关键在于“极致单
品”的思维。若要打造极致单
品，就要首先对供应链升级改
造。巴拉巴拉的逻辑是：要想
获得最好的原材料就必须依

靠大宗采购，好的供应商才能
生产出好的产品，但最好的原
材料公司只与最优秀的品牌
合作，所以做童装是一个产业
链的问题。但是在品牌的发展
早期， 零售商可能都是很小
的，那么巴拉巴拉又如何解决
这一问题呢？

徐波给出的答案是与整
个产业链协同发展。

“我们逐渐让上游的零售
个体也实现了公司化经营，公
司和供应链能不能构建一个很
好的生态圈， 是品牌能否持续
发展的关键。”而除了供应商改
革， 巴拉巴拉也逐渐打通了下
游渠道， 巴拉巴拉几乎是最早
进入购物中心的国产品牌之
一。 ■据《中国企业家》

这个冬天，来自加拿大的
CanadaGoose（GOOS，下称加
拿大鹅） 和来自法国的Mon-
cler（MONC）羽绒服突然在中
国流行起来。

这两个售价不菲的“外来
户”在几个月内迅速占领了中
国的大街小巷，海外专卖店被
中国代购和游客抢到断货，股
价也蹭蹭蹭往上蹿。

为啥这两个品牌今年特
别火？

一方面是因为今年冬天
特别冷。

另一方面，明星带货也是
这两个品牌在中国爆火的重
要原因。在近期的各类新闻报
道中， 穿着加拿大鹅和Mon-
cler出镜的名人横跨政商体娱

四界，比如总统普京、商人马
云、球星贝克汉姆和歌星蕾哈
娜。

此外，清晰的市场定位和
策略也是促使加拿大鹅等轻
奢系羽绒服热销的原因。中国
羽绒工业协会理事长姚小蔓在
接受《中国质量报》采访时表示，
“一方面， 加拿大鹅奉行奢侈品
的销售法则，从不降价或打折出
售，以保持产品持久的品质感与
价值度。 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渠
道，坚持原产地制造，不盲目扩
大生产以保持产品稀缺性。”

与加拿大鹅和Moncler等
舶来品相比， 中国本土的羽绒
服品牌价格便宜很多， 且在羽
绒加工能力和工艺水平上，均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劣势也

很明显，比如总是被嫌弃“土”。
随着“90后”和女性逐渐成

为中国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
许多传统国产品牌都开始谋求
转型， 千方百计想让自己变得
更时尚、更高端。不过，这条路
并不好走。

事实上 ， 加拿大鹅和
Moncler近几年的业绩增长很
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其自身成功
的品牌转型。《好奇心日报》曾
总结过这两个品牌转型成功的
秘诀：高品质的工艺和生产，严
格的渠道及产量控制， 与设计
师、 买手及明星———也就是拥
有时尚话语权的人群的紧密合
作， 且依然专注羽绒的核心业
务。

■综合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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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人数122万， 参与答
题的却有140多万，这是为啥？”
“第六题总共7000多人答错，复
活的却有1.3万人， 怎么回事？”
如果玩过直播答题，想必对这些
质疑并不陌生，有网友甚至在最
终通关的名单中， 发现有重名
者、粉丝为零的“僵尸用户”。直
播平台是否存在人数造假、奖金
注水等行为， 尚需专业技术认
定，还不能断言，但用户对直播
答题的质疑却必须重视：以创新
为名，也不能跨越“底线”。

直播答题是新玩法， 但作
为载体的平台却有老问题。据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直播业
务需要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
节目许可证》， 然而现有的直播
平台并非都具备完整资质。直播
作为一种新媒体业态，兼具实时
性强、表现形式多等优势，不仅

传播效率高， 而且受众范围广。
然而站上风口的各资方一味“撒
币”， 纵容内容粗糙的劣质平台
挤入公众视野，不仅会破坏整个
直播行业生态，还会对广大受众
造成恶劣影响。用法律规范不良
倾向，势在必行！

是否有许可证， 还只是直
播答题面临的众多合法性问题
之一。作为巨大的流量入口，如
何保证参与者的隐私安全？如
何避免在线人数造假、 获奖名
单注水乱象，确保公平公正？有
的节目一次性送出巨额奖金，
是否依法纳税？ 这些问题看似
细枝末节， 实则决定直播答题
能否健康发展， 也关系到广大
用户的切身利益。 而除了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运营监管，
也要直播平台提高答题过程的
透明度、公开度，特别是涉及奖

金分配、用户参与的环节，应设
置相应渠道，接受外界监督。

互联网技术是时代发展的
催化剂，推动新事物、新模式、
新媒介层出不穷， 造福人类生
活。然而就像直播问答、直播平
台一样，“新” 不代表着可以逾
越规则的边界，“有待完善”也
不能成为损害公共利益的借
口。如何依法直播、规范直播？
如何更好地将以直播答题为代
表的互联网新业态、 新形式纳
入法治轨道，实现规范、有序、
健康发展，是平台方、监管者都
绕不过去的时代课题。

前段时间， 北京市相关部
门破获“Peepla”网络直播平台
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 涉案公
司首席技术官等8人被刑事拘
留， 此案成为我国同时追究直
播平台和网络主播刑事责任第

一案；去年底，北京网信办就持续
传播色情低俗信息、 违规提供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等问题， 约谈
今日头条、 凤凰新闻客户端负责
人，责令企业关停部分频道进行整
改；不久前，北京网信办针对“花钱
买热搜”问题约谈新浪微博……执
法部门雷霆行动，体现了依法规范
互联网发展的坚定立场。而当下处
于风口浪尖的直播答题，更当以此
为鉴，切忌挑战法律。

当然， 所有新生事物都会经
历成长期， 甚至可能重塑既有利
益格局。 因此在守住规则底线的
同时，即使稍有瑕疵，也不能随意
将新业态、新模式一棍子打死。直
播答题亦是如此， 只有在法治轨
道上循序渐进，不断打磨雕琢、逐
个破解难题， 才能让这场关于知
识的游戏能长久地玩下去 。

■据人民网

面孔

话题

“撒币”答题，别拿创新幌子跨越底线

实体店流行“跨界风”

据北京日报消息 如今，对
于很多消费者来说， 去北京三
里屯， 购物早已不是他们唯一
的目的。 在闹中取静的书店里
喝杯下午茶， 在护肤品店里品
尝“护肤咖啡”，在汽车体验店
里和朋友共进晚餐……越来越
多的品牌商开设跨界体验店，
看似“不务正业”，却让人们找
到了完全不同于网购的新鲜
感。随着受消费者热衷的“四不
像”店越来越多，体验式零售时
代是否已经到来？

在互联网时代， 消费者通
过网购就可以购买品牌商品，
甚至能享受更低的价格。 面对
线上的竞争，实体店另辟蹊径，
通过探索多元经营的边界，营
造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吸引
消费者到店体验。

“无人”演唱会
是笔划算的买卖吗

据北京商报消息 林俊杰日
前举办的新歌演唱会， 完全以直
播的形式在全世界33个平台播
出，累计观看人数超千万，但现场
却没有一名观众， 因此也被称为
“无人”演唱会。相较于传统演唱
会动辄千万元的演出成本，“无
人”演唱会省去了大量硬性支出，
但是为了提升观演体验， 此类演
出显然要在舞台技术和网络平台
营销上进行大量的投入， 在此基
础上， 从受众的消费意愿和直播
的变现前景来看，“无人” 演唱会
是笔划算的买卖吗？

业内人士指出，单从演唱会
盈利的角度来看， 纯粹的线上
直播演唱会或许不是划算的买
卖， 但是站在营销推广的立场
上， 这样的宣传方式显然更容
易被大众所接受。

“极致单品”+供应链生态玩转童装市场

“加拿大鹅”们大火，国产羽绒服学不来？

海关总署8日发布进
出口数据显示，今年1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2.51万亿元人民币，比
去年同期（下同） 增长
16.2%。其中，出口1.32万
亿元，增长6%；进口1.19万
亿元，增长30.2%；贸易顺
差1358亿元， 收窄59.7%。

16.2%

三成
百姓网日前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 进入2月
以来，家政保洁相关类目
访问量环比上涨超三成。
同时，保洁小时工的月薪
也实现翻倍增长。 据悉，
在薪资增长背后，既有政
府商务部门对家政工作
人员的补贴支持，也有部
分家政服务公司通过提
升服务价格，补贴家政人
员，确保供需平衡。

400%
近日， 多家车企陆

续亮出首月销售战绩，
向各自的2018全年目标
奔跑。 乘联会2月8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1月的广
义乘用车合计销量为
227.24万辆， 同比增长
7.1%。 其中，1月新能源
车销量继续走强，达3万
辆，同比增长超400%。

7.76亿
2017年手机游戏市

场可谓是百花齐放的一
年， 从地方棋牌类游戏
的迅速崛起，到“吃鸡”
游戏的风靡， 再到年底
朋友圈刷屏的旅行青蛙，
都牵动了无数玩家的心。
极光大数据发布的《2017
年手机游戏市场研究报
告》显示，截至2017年12
月最后一周， 中国手游
APP 市 场 渗 透 率 达
76.1%， 用户规模为7.76
亿，平均每名手游用户安
装3.35个手游类APP。

徐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