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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线上经济加速发展，特别是直播带货
的风头正劲，大有井喷之势。我市区县和部门领导也
频频在摄像机、麦克风前带货推荐本土产品，持续引
发社会关注。

炙手可热的直播带货，如何助力脱贫攻坚，引领
以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等为代表的相关产业向前奔
跑？全国人大代表、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全国人大
代表、市经信委主任陈金山，全国政协委员、市文化旅
游委主任刘旗，全国政协委员、市民族宗教委主任丁
时勇围绕热点，畅谈了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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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用了什么魔术，让我
这700只鸭子这么快就卖光了”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给经济带
来了不利影响，更让部分农民有些手足无
措。曹清尧对此有很深的体会和理解。

今年初，他在荣昌基层调研走访时了
解到，当地一位贫困户依靠发展养殖业脱
贫增收，此时他养的700只鸭子已到了出
栏期。当时，国内的疫情形势较为严峻，
原有的传统销售渠道大多因疫情而关闭。

养殖户告诉曹清尧，这群鸭子每天要
吃600元钱的饲料，卖又卖不出去，眼看
这群增收致富的鸭子就要砸在手里，非常
苦恼。

“我当时就想到，能不能用直播带货
的方式帮他一把。”曹清尧随后登录电商
平台帮这位养殖户“吆喝”推销，引起网上
的消费者关注，第二天即销售一空。事
后，养殖户十分高兴地找到他说：“您是用
了什么魔术，让我这700只鸭子这么快就
卖光了？”

这次带货的亲身经历，让曹清尧真切
地感受到直播带货为农产品打开销路的
重要作用。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利用直播
带货或以直播电商形式寻找流量、扩大产
品销售渠道渐成发展趋势。刘旗注意到，
除了荣昌，武隆、合川、永川、云阳、江北等
区县领导也纷纷开展了直播带货活动。

为了防止农民因疫返贫，为了给中小
企业雪中送炭，帮助他们对接消费市场，
领导干部积极而坚决地走进直播间，化身

“带货主播”，以略为生硬却充满热忱的行
动，为当地农特产品、文创产品、旅游精品
代言。他们的亲力亲为，让网络为之一
亮，给农民、中小企业换来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

大众消费习惯悄然改变，直
播带货激发消费需求

优质农产品卖得快、卖得好、卖得远，
农民才会有效益，这一点曹清尧十分清
楚。荣昌优质农产品十分丰富，种植和养
殖业占全区经济总量的8%左右，是农民
生活和增收的主渠道。然而，他发现这场
疫情正改变着很多人的消费习惯，线上吆
喝成为农产品交易的重要渠道之一。

“发展消费品产业一靠培育品牌，二
靠建立渠道。”陈金山说，好产品要稳步提
升质量培育品牌，更要建立可靠的销售渠
道。“好酒也怕巷子深，要学会在线上吆
喝，让市场的潜在消费对象发现自己。”发
展消费品产业，一定要适应消费者新的消
费习惯去做大渠道，直播电商是推动消费
品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陈金山认为，直播带货能够在短时间
内为消费品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受众，
以直观的方式，及时展示产品的特色，激
发消费的需求。

曹清尧分析，直播带货实现了线上线
下联动销售，不但能直观、快捷为消费者
服务，也能现场、现实为生产者营销，能更
好地带动消费、激活流通、促进生产。

“线上吆喝，对我市民族地区脱贫攻
坚也起到促进作用。”丁时勇表示，通过各
个平台直播带货，进一步畅通了农特产品
销售渠道，把网络流量转化为经济效益。
石柱“战疫助农”抖音直播4小时，实现农

产品销售收入40多万元，超过一个小型
商超一个季度的销量。

用直播带货丰富产品供给，
提升产品质量

“直播带货将为我市旅游业发展和旅
游消费扶贫注入动力。”刘旗表示，随着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落实，旅游业逐
渐复苏，重庆将开展“晒旅游精品、晒文创
产品”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其中一项就是
区县长带货直播，促进旅游产品、文创产
品、特色物产等销售，进一步丰富产品供
给，帮助和带动各区县旅游业的全面发
展。

刘旗介绍，市文旅委将积极搭建直播
体系和电商阵地，动员区县领导，引入金
牌领队、旅游达人、网红主播等，积极开展
直播带货、短视频电商带货，助力乡村旅
游传播和特色产品销售，保障有产品、有
销路、有长期转化。

同时，市文旅委还将帮助每个区县搭
建一个云上的文旅馆。刘旗说，这个云上
文旅馆，除了有带货的功能以外，还是一
个永不落幕展示、销售和咨询服务云平
台，各个区县的文旅馆形成矩阵以后就形
成了全市的文化旅游惠民服务云平台。

“直播带货客观上还促进了产品的
完善。”5月10日，曹清尧参加了由重庆
日报、上游新闻共同组织的“重报直播·
书记带货”活动，推荐了荣昌夏布、荣昌
陶、荣昌折扇，还有荣昌猪、荣昌卤鹅、河
包粉条等美食。现场一个小时的直播，
直接销售100多万元，点击量达到3000
多万人次。

活动结束后他发现，很多消费者找到
了荣昌特色产品的购买渠道，而生产者也

得到了用户即时的反馈信息，及时改进了
产品的包装，完善了产品的质量，起到了
双促进作用。

打造更加完善更加成熟的
直播电商模式

“政府领导出镜发声代言只是一个示
范作用，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市场。”陈金山
说，更多的直播营销公司、网络直播大V
的专业代言，才是我们拓展新销售渠道的
发展方向。

丁时勇注意到，直播带货的热点目前
还主要集中在主播，针对产品本身的关注
度还不够。同类商品更多利用价格优势
竞争潜在客户，而一次性、快餐化的消费，
难以形成牢固的消费群体，不利于塑造电
商品牌和长效营销模式。

他建议，打造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成熟
的直播电商模式，首先要转变政府角色，
政府部门要从“登台吆喝”向幕后指导、完
善管理服务转变。其次是加大网络营销
平台开发力度，保障从业者权益，吸引更
多农村农业人口、青年人、营销人才加入，
并加强培训。三是合理分配收益，促进农
户特别是贫困农户增收，同时树立品牌意
识，讲好销售故事。

曹清尧表示，直播带货的经验值得总
结。下一步将与销售平台密切合作，组织
更多线上销售产品，推进农产品特别是贫
困户的农产品快销、好销，搭建农户、村集
体经济组织、快递公司、直播销售平台的
产供销链条，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群众增收致富。

（本栏稿件由记者张珺、戴娟、实习生
何春阳采写，本栏图片由记者巨建兵、万
难摄）

□本报记者 吴刚

不到20分钟，羽毛球拍黑色款
全部售罄；几分钟后，全系列羽毛球
拍卖断货——这是5月22日傍晚，重
庆日报、上游新闻联合打造的“重报
上游”直播间为万盛经开区举办的一
次直播带货活动，直播中商品卖到脱
销。

当天，万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袁光灿来到直播间，面对面
向网民推销当地特产。除了羽毛球拍
外，还有新鲜食用菌、黑山竹笋、高山
茶叶等。两个小时的直播带货，共有
超过12万人次进入直播间观看，成为
当天媒体直播带货的一大爆款。

5月10日，我市启动加快发展直
播带货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上，江北、
荣昌、武隆和云阳四区县领导纷纷走
进直播间，化身“网红主播”为当地优
质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带货，引来众多
网友围观、下单。

直播带货这样的新业态、新模式，
正在成为我市各区县拉动消费的“常
规动作”。市商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年1-4月，我市参与直播的商品数
有6.6万个，实现零售额达17亿元，零
售量3645万件；直播场次达3.5万场，
累计超过9000万人次观看。

市商务委发布的《重庆市加快发
展直播带货行动计划》提出，到2022
年，我市将打造20个以上产地直播基
地，至少发展100家具有影响力的直播电商服务机构，孵
化1000个网红品牌，培育10000名直播带货达人，力争
实现直播电商年交易额突破百亿元，将重庆打造成为直
播应用之都、创新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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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若雯

“数据立法确实应该提上议事日程！”5月
26日上午，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过程中，重庆团全国人大代表们提及了一个
立法问题。

大家认为，在数字时代，数据所有权已是
民事权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因此呼吁
重视数据立法工作，建议加快出台数据法，对
数据资产权属问题予以明确，为数据要素市
场化配置提供法治保障。

“《中国民法典》理应成为能够
反映数字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我们已经意识到，1804年的《法国民

法典》是蒸汽时代的民法典，1900年的《德
国民法典》是电气时代的民法典，2020年的
《中国民法典》理应成为能够反映数字时代
特色的民法典。”参与民法典起草的重庆团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委员孙宪忠说，去年，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上，中央首提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今年
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
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
见》，进一步明确要把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
产要素，并特别强调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
育。

孙宪忠说，民法典草案仅在“总则”第五
章“民事权利”的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

对数据、网络虚拟资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这个条文仅仅从侵权保护的角度理
解数据资产，这显然是很不够的。”

“时代发展、国家发展确需
我们重视数据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猪八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朱明跃在发言时谈到，此前在传统经济
学里，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被列为
四大生产要素。如今，党中央、国务院已把数
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这意味着，我们国
家把数据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重视和
发展。

“时代发展、国家发展确需我们重视数据

立法工作。”孙宪忠说，即便当前来不及在民
法典中补充相关内容，但在下一步的立法、修
法工作中应该把这个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比
如制定数据法。

“建议在立法中对数据权属
问题予以明确”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
管理局副局长杨帆在审议时表示，数据要素
市场的培育，首先涉及到数据的确权问题，另
外还有定价和交易，且因数据具有虚拟性、可
复制性、可加工、可传输等特点，数据资产的
确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非常需要上位法支
持。

“我建议加快出台数据法，或在即将出台
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中，进一步对
数据权属问题予以明确，包括数据使用权、数
据收益权、数据共享权、数据知情权、数据更
正权、数据被遗忘权等。”杨帆表示，希望在这
些法律的制定、修订中，对“如何处理好个人
隐私与国家社会安全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个
人隐私与公民知情权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个
人隐私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内容予以
明确。

朱明跃还建议，在数据立法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从数据隐私安全的角度，也要从数据
的产生、收集、存储、分发、开发、利用和保护
等综合维度进行立法，规范数据资源的确权、
维权、用权。

孙宪忠说，推进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别于土地、人力等传统
市场要素资源，需要从法律制度、政策措施、
市场监管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开展理论创新和
实践验证，这其中，法制保障就是至关重要的
一环。

呼 唤 数 字 时 代 的 民 法 典
围绕数据立法，重庆团全国人大代表展开热烈讨论

直击会场

直播带货 亟待打造长效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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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万州地交〔2020〕14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重庆市万州
区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决定拍卖出让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
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规划设计主要指标及
要求(见表1)。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但欠缴本

区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法律法规、规章等另
有规定以及该宗地拍卖出让文件限制的除
外。本次出让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
买。

三、竞买申请程序
（一）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须于2020年6月15日14:

00前汇入以下账户（以到账为准）：
开户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开户行：重庆三峡银行天城支行
账号：0217016430000038
（二）递交书面竞买申请
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申请人，须于

2020年6月15日15:00前，向我中心提交书
面竞买申请。申请资料的具体要求详见拍卖
出让文件。

以竞买保证金足额到达我中心指定账户
且我中心收到齐备的竞买申请文件查验审核
通过为准，过时不再受理。

本次出让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话或
口头申请。

五、拍卖时间和地点：2020年6月15日
16：00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若截止到2020年6月15日15：00，
竞买人不足 2人的，则该宗地直接转入挂
牌。挂牌时间自 2020 年 6月 16 日 9时至
2020年6月30日15时（法定工作时间）。挂
牌地点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顺延至2020年6

月 28 日 14 时，提交申请截止时间顺延至
2020年6月28日15时。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七、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拍卖出让文件，可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万州区)(网址：https://www.cqgg-
zy.com/wanzhouweb/)查阅或下载。

七、联系方式
地 址：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天城大道

709号闽天会展中心三楼
联系人：鲁老师
联系电话：（023）58332117 58203136

（财务科）
网 址 ：https://www.cqggzy.com/

wanzhouweb/

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5月26日

地块编号

Wz2020-2-19

土地位置

高峰镇雷家村

土地面积(m2)

106782
B08-2/01地块：71115.00

B12-2-1/02地块35667.00

土地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R2）

二类居住用地（R2）

主要规划指标

计容建筑面积：≤213345m2；容积率：≤3；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107001m2；容积率：≤3；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

起始价(万元)

36839.79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8000

地块编号

wz2020-2-20

土地位置

高峰镇雷家村

土地面积(m2)

178326

A02-1/01地块23554.00
A02-4/01地块25126.00
A03-1/01地块26714.00
A04-1/01地块24430.00

A08-1/01地块29092.00

A09-1/01地块49410.00

土地用途
商务用地（B2）
商务用地（B2）
商务用地（B2）
商务用地（B2）

商务用地（B2）

二类居住用地（R2）

主要规划指标
计容建筑面积：≤47108m2；容积率：≤2；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50252m2；容积率：≤2；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53428m2；容积率：≤2；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48860m2；容积率：≤2；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58184m2；容积率：≤2；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98820m2；容积率：≤2；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起始价(万元)

39231.72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8000

地块编号

wz2020-2-21

土地位置

高峰镇雷家村

土地面积(m2)

152447

A01-2/02地块4893.00
A05-1/02地块33538.00
A06-1/01地块27678.00
A12-1/01地块56888.00

A13-1/01地块29450.00

土地用途
商务用地（B2）

二类居住用地（R2）
商务用地（B2）

二类居住用地（R2）

商业商务二类居住混合用地（B1B2R2）

主要规划指标
计容建筑面积：≤9786m2；容积率：≤2；建筑密度:≤50%；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83845m2；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55356m2；容积率：≤2；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142220m2；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88350m2；容积率：≤3；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商业
40年

起始价(万元)

41755.2333

竞买保证金(万元)

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