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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9年末，兴城经济开发区
就开始了电商直播工作的探索。多
次学习，反复改进后，今年 3月中旬，
他们成功创下了兴城多宝鱼即食食
品日销 73 万元的直播爆款销售纪
录。此后，企业纷纷跟进，电商直播
带货在这里实现了一个小阳春。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推介产品种
类少，粉丝们逐渐产生审美疲劳，销
售又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发展中遇到的痛点难点，就是突
破点。兴城经济开发区一班人与企
业和主播一起研究，决定由经济开发
区搭建电商直播服务平台，引入千名
主播万种商品，变以往主播单兵作战
为集团军作战，让各位主播轮流销售
各种商品，使粉丝始终保有新鲜感，
不掉粉，多卖货。

此举还解决了主播压价导致企

业利润减少的电商直播顽疾。在多
名主播同时带货、完成企业销售目标
的同时，也保证了企业的利润，实现
企业与主播间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
发展。

恰在此时，葫芦岛市决定，由兴
城经济开发区牵头企业化建设运营
葫芦岛电商直播基地。开发区所属
兴城发展投资集团公司引进专业直
播公司，合作成立易麦（辽宁）数字新
媒体科技有限公司，具体负责直播基
地的经营、运维和招商等工作。

5 月 13 日，葫芦岛电商直播基地
正式启动建设。其位于兴城海滨服
务业新业态集聚区的泉海御龙湾商
业综合体，共有 150个工作室、750个
直播间、4 万平方米的商家运营场所
和比基尼商品会展中心以及斯达威
物流仓储中心。目前，部分场所已投

入使用，签约入驻网红公会17家，带货
主播300人，才艺主播50人，后台服务
及培训机构5家，签约入驻商家52家，
签约商品种类270余种，协议合作物流
公司19家。预计到7月中旬，基地将正
式运营，汇集带货主播1000人、产品2
万种，实现日销售额2000万元。

很快，这个基地将建起以主播
带货为主，集优势产品和物流配送、
网红培养和带货主播、新媒体资源
和大数据整合于一体，立足本地、辐
射辽宁，最终实现“买全国卖全国”的
商业体系，打造中国首家海滨电商直
播基地。

主播和企业拎包即可入驻。在
直播基地的运营启动阶段，精装修的
直播间和4万平方米商家运营场所3
年免房租，主播公寓 1年免费住宿，3
年减半住宿费（每套每年不高于1500

元），还提供餐饮娱乐配套等相应服
务设施。

好的带货主播肯定是网红，但网
红却不一定能做好带货直播。这里
面的学问很深。基地要建立自我培
训体系，培育隶属基地的电商网络主
播，形成基地直管、直营、直训的网络
主播队伍。建设可控、可销、可联动
的产品供应链，保证基地电商销售的
优质产品提供。同时，将倾斜助农及
扶贫项目，开设扶贫项目助农小组，
帮扶已入驻的村镇主播及其产品的
运营推广拍摄等服务。

放水养鱼。葫芦岛市明确，未
来，这里要建成全国电商直播运营成
本最低、配套服务最优的“政策洼
地”，让兴城从昨天的北方电商名城，
与时俱进发展成明天的北方电商直
播名城。

打造中国首家海滨电商直播基地

在葫芦岛南票区虹螺岘镇，有一
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这是辽西第一
家口罩厂，拥有我省唯一的可生产高
端拱形口罩的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证，在我国口罩企业中率先建立索
源系统。

“从筹建到投产，口罩从普通到医
用，从内销到出口，不到3个月。没有
龚博士，根本实现不了。”辽宁众康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红丽说。

她口中的龚博士，是葫芦岛市军
民融合和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副主
任，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后，
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龚勋，是葫芦
岛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疫情防控初期，口罩奇缺。陈红
丽想做口罩，因此联系上龚勋。当天
晚上8点，龚勋驱车两小时前往100多
公里外陈红丽的一个仓库，看场地，讲

解建厂流程，并建议仓库改车间，缩短建
设周期，给陈红丽吃下了定心丸。12天
后，他们生产出检验合格的产品。龚勋
多方求助，争取到熔喷布等紧缺原材料
十多吨，解决了生产中的最大难题。

紧接着，他帮助企业做医用口
罩，协调国内最顶尖企业订购设备，
钱却只花了同期价格的 3/5，又马不
停蹄联系软件企业，无偿为企业建立
全国首家口罩索源系统，扫描包装上
的二维码，口罩的基本信息、物流信
息、检测报告一目了然。

“6月中旬，众康口罩将通过国际
最严格的 SGS 检测，目前已通过 CE
认证和FDA认证，出口更具优势。”龚
勋说。

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龚勋，耳
濡目染中，铸就了军人般吃苦耐劳、
牺牲奉献、敢挑重担、勇于担当的钢

铁品质。他说：“作为军人后代，有责
任用青春和热血，让这里的人民过得
更幸福。”

疫情防控期间，驻葫芦岛某单位
求购高精度体温监测仪。高德红外
和华中数控是国内该领域的“领头
羊”，龚勋马上联系，企业大力支持，3
天后，两套高精度全自动红外热智能
成像测温仪顺利抵达。

随后，龚勋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
室外，从下午2点开始，一手拿手机和
厂家视频沟通，一手拧螺丝调参数，

“手冻得手机都握不住。”晚上8点，组装
成功，当他顶着漫天星光往家走，才发
现拇指划出一道长口子，血已凝固。

龚勋在计算机、集成电路、电磁
技术等领域拿到 60 多项知识产权证
书。他作为主要研发人员参与的气
象综合服务系统、高压细水雾消防、

铝基陶瓷、电力和信息综合服务系统
4 个领域高科技专利成果，在葫芦岛
转化，为企业直接增收4500多万元。

龚勋还促成新疆中泰集团与龙
兴投资集团成立中泰集团 PTA（油
气）葫芦岛结算中心，重点服务中泰
集团环渤海区域油气板块结算业
务。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
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生态蜂业专委会
和中国农科院蜜蜂所的领导及专家
支持下，引进智能养蜂项目，生产高
品质、高产量蜂蜜，精准扶贫。目前，
200个智能蜂箱已在连山区使用，800
个智能蜂箱将陆续进场。

“在葫芦岛干事格外有动力。”
龚勋说，“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家人的
支持。”他表示，今后的路还很长，他
会继续和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一起
成长。

用青春和热血书写担当
——记葫芦岛市军民融合和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龚勋

本报特约记者 费灵雨

本报讯 记者翟新群报道 6
月 1 日，兴城市“抖 in 兴城”全民挑
战赛开赛。

此次全民挑战赛不设门槛，无
论是抖音小白、专业摄影还是旅游
达人，只要热爱兴城，用抖音拍下这
座城市的任意角落的点点滴滴，反
映与兴城旅游有关的美景、文化、民
俗、风土人情、城市风光、乡村旅游、
特色美食等内容就可参赛。全民

“抖”起来，擦亮兴城全新名片，让不
同地域的粉丝通过平台关注兴城，

提升城市知名度，吸引更多人关注
兴城、感知兴城、宣传兴城，助推兴
城成为一座“网红城市”。

参赛作品须由参赛者本人原
创，内容思想积极向上，符合挑战赛
主题要求，角度自选，并鼓励各种形
式的创新。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参
赛作品进行评选，优秀作品将获得
最佳人气、最佳创意、最佳制作、最
佳剧情等奖项。还将举办抖音全民
挑战赛颁奖盛典，让大家共同见证
兴城成为网红旅游城市。

“抖in兴城”全民挑战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翟新群报道 前
不久，兴城市东辛庄镇30名贫困村
民参加了地源优选东辛庄镇直播电
商培训，辽宁南北就业创业资源平
台讲师对他们就抖音平台如何建立
账号、培养优质账号、视频剪辑等操
作进行讲解。

葫芦岛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促进就业分中心探索“电商平

台+精准扶贫”模式，培训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做主播，推销当地特色农
副产品，促进贫困劳动者实现新型
就业，脱贫增收。下一步，还将通过
直播推介东辛庄镇腌酱菜、火龙果、
软枣猕猴桃等一系列当地特色农产
品。直播期间还将邀请人气网红，
协助初任主播掌握直播技巧，扩大
影响面，提高销量。

电商直播推销特色农产品

立足旅游立市生命线，唱响乡
村振兴“十本经”，近日，兴城举办
2020年觉华岛槐花文化旅游节，以
丰富的旅游节内容吸引各地游客畅
游觉华岛。

今年的觉华岛槐花文化旅游节
从5月30日开始至6月7日结束，在

为期9天的时间里举办了以“槐花美、
槐花香”为主题的文艺演出、自行车
环游、风筝表演、茶艺表演、电音啤酒
美食节、土特产品展卖、“印象槐乡、
花满觉华”系列摄影、视频、文学作品
大赛等共计12项活动。

本报记者 翟新群 文

觉华岛上品槐香

坐落在兴城经济开发区的哈尔
滨红光锅炉总厂有限公司兴城分公
司自复工复产以来，开足马力忙生
产，加班加点赶制公司此前与华润、
华能、大唐等 7 家大型企业签订的
460台套风电塔架供货订单。

今年是哈尔滨红光锅炉总厂有
限公司兴城分公司落户兴城经济开
发区的第 10 年，预计可实现产值 5
亿元，比建厂之初增长了5倍。

李 龙 文
李吉明 摄

开发区企业复产忙

在兴城海滨服
务业新业态集聚区，
一个汇集带货主播
1000人、产品2万

种、日销售额2000万元的企
业化运营电商直播平台正在
形成。事实上，这里浓郁的网
红直播氛围由来已久，葫芦岛
主要领导对此十分关注。他
们积极引导，亲身参与，以网
红直播为切入点，赋能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未来，葫芦岛目标明确：
要在这里建起以主播带货为
主，集优势产品和物流配送、
网红培养和带货主播、新媒体
资源和大数据整合于一体，立
足本地、辐射辽宁，“买全国卖
全国”的商业体系，打造中国
首家海滨电商直播基地。

图说 TUSHUO

智慧零售新业态赋能城市发展
——葫芦岛搭建电商平台叫响直播经济

本报记者 翟新群

5月 30日，在兴城市觉华岛槐花
文化旅游节上，葫芦岛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冬梅走进直播间，首次进行
了葫芦岛文化旅游资源推介。谈及
上直播的原因，她说：“葫芦岛有丰富
的旅游资源，而网络直播是时下最受
欢迎的推介方式，二者结合，必将推
动本地旅游业发展。”

早在 3 月 22 日，兴城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郭荣新就走进了网络直
播间，推销多宝鱼等本地农副产品，
当日在线关注人数60万人次。

回想当时，郭荣新感慨万千。“完
成当天的直播后，我心里一直很忐
忑。不知道作为领导干部，当网红直
播带货能不能被舆论认可。”

依托强大的泳装产业发展优势，
兴城电商发展基础较好，拥有网商网
店近4万家。这里的人们对电商并不
陌生，但对电商直播这一新生事物还
不是很熟悉。在大多数人眼里，直播
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多
持观望态度。

“疫情导致农特产品大量积压，
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大家达成

共识，不能因为有可能‘小我’受损，
就不敢在争议较多的网红经济领域
担当试水。不敢勇于担当，什么事也
干不成。没想到，直播后的反响非常
好，不仅企业见到效益，社会各界也
是好评如潮，大大坚定了我们发展网
红直播工作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又

进行了几次直播，效果一次比一次
好。”郭荣新说。

4月初，在系列良性反馈激励下，
兴城市委书记和市长也踊跃参与进
来，展开直播活动。从此，网红直播在
兴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五一”期间，8 位网红以“达人

逛兴城、快乐抖不停”为主题，在古
城、觉华岛等景区开展了 3 场真人
秀直播活动，网上参与 540 余万人
次。3 月中旬以来，兴城市举办了 9
场直播，网上关注和参与人次总计
1270 万，兴城“网红旅游城市”之名
不胫而走。

兴城市浓郁的网红直播氛围，吸
引了葫芦岛市主要领导的注意。他
们前来开展工作调研，与本土网红明
星进行交流，看到兴城经济开发区初
具规模的电商直播工作，决定在兴城
海滨服务业新业态集聚区建设葫芦
岛电商直播基地，并出资2000万元予
以支持。

兴城市主要领导认为，兴城之所
以能够较早认识到网红直播的好处，
与他们很早就对“抖音”“快手”等群
众性视频网站有所认识，积极融入有
关。他们认为，虽然这类网站刚刚开
始发展，还很不规范，争议较多，但其
有群众基础，应该积极融合参与引
导，使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网红直播，就是他们找到的与这类网
站合作的切入点。

农特产品销售找准突破口

本报讯 记者翟新群报道 葫
芦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针对
受疫情影响导致的企业用工与劳动
者就业“两难”问题，发起成立全国
百城就业联盟，打破省界、市界分
割，在更大范围内统筹配置劳动力
与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实现就业便
利化。

葫芦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依托全国百城就业联盟组织开展
了“2020 年百城千企网络招聘会”

活动，目前已有天津、重庆等108个
城市的 2835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1.6 万余个，涵盖各类管理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等多个工种
和多个职业。活动开展以来，葫芦
岛市已有 1.3 万人通过“2020 年百
城千企网络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
1722 人通过“点对点”方式抵达就
业目的地城市，3000多名贫困劳动
力有序输出到省内外就业，4000多
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

发起成立全国百城就业联盟

筝岛时讯SHIXUN

葫芦岛电商直播基地外景。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李龙摄

主播正在直播间进行泳装展示。

本报讯 设立“村民评理说事
点”是我省今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
从去年11月份启动“村民评理说事
点”试点，到今年的再部署、再行动，
我省各地“村民评理说事点”活力愈
发强劲。截至目前，葫芦岛市已建
成“村民评理说事点”350 个，建成
率达到35%以上。

葫芦岛市通过“村民评理说事
点”共收集信息 383 条，调处解决
纠纷 368 件，人民调解案件数同比
上升 23%，优先选择到“村民评理
说事点”解决纠纷的群众人数明显

增多。
今年下半年，葫芦岛市将加大

“村民评理说事点”的推进力度，在
注重建设数量的同时，更强调建设
质量。预计到今年11月末，葫芦岛
市将建设完成“村民评理说事点”
1066个、街道社区个人调解工作室
117 个，真正把“村民评理说事点”
建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矛盾化解平
台、法律援助平台，进而形成“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街、难事不出区”
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郑子超 本报记者 翟新群

建成350个“村民评理说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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