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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基地

「一機在手，天下皆有，萬物可播，買遍全球！」這個流行網絡的輕段子，成為直播經濟的真實寫

照。2020 年開始的新冠疫情，使到網購迅速發展，風口之下，作為承載直播業務的新鮮業態，直播基

團隊工作
不分晝夜
直播時間
倍增
上貨多 3
倍

● Dora團隊的
主播頭上戴着
「雙 11 冲鴨」的
髮箍，正在試
鏡準備直播。

地在多個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一年一度的「雙 11 購物節」即將到來之前，香港文匯報記者走
進西南最大的直播基地探訪所見，基地有如 24 小時不停運轉的機器，直播團隊都在開足
馬力做好準備，迎接這個業內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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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慶兩江新區地鐵站
「幸福廣場站」出站

200 米，就來到「海王星 C 座」寫字樓。
寫字樓樓層超過 30 層，只有博拉 5G 視頻
直播基地這一層，不分晝夜地燈火通明
着。在這個西南最大的直播基地，走廊上
工作人員安靜地走過，格子間內則是此起
彼伏的推銷聲。
「新星源」直播團隊商務負責人 Dora，
其團隊承接了某化妝品牌的直播業務，在
11 月 8 日中午接受記者採訪時，她已經連
續半個月每天睡眠不足 5 小時，「直播遮
黑眼圈的化妝產品時，我出鏡演示說服力
非常高。」她自嘲道。

每天直播時間達 12 小時
「去年『雙 11』，我們團隊完成了銷售
額 3,000 萬，今年我們定的目標是實現銷
售額 4,000 萬元(人民幣，下同)。疫情之
下，這個壓力挺大，為了完成挑戰，這幾
天我們都在熟悉貨品，讓粉絲們有更多選
擇。」Dora 對記者說，「平時，我們一天
播 4 個小時，一般上 30 件貨品。大促期

● 女裝運
營團隊負責
人小寶稱，
女主播深夜
下班是否安
全是他們考
慮租用直播
基地的關
鍵。

間，直播時間會有 8 到 12 個
小時，每天上50到100件貨品。」
凌晨三點，Dora 與同事們結束一天的工
作，早上十點半又會再次來到直播基地，
熟悉當天承接的品牌知識、上妝準備開播
前事宜，下午兩點開始直播，然後凌晨回
家……「凌晨的街上寒冷寂靜，我已經很
久沒有體驗過夜重慶的喧鬧繁華了。」不
過，這樣的作息時間將在11月15日戛然而
止，屆時 Dora 和她的主播同事們將迅速回
到一日4、5個小時的工作節奏中去。

開放公共區域方便客戶
「雙 11 這個月我們直播基地非常熱鬧，
來來往往的帥哥美女主播很多，我們內部
稱公司為『直播橫店』。」博拉 5G 直播
基地負責人呂女士笑稱，去年雙 11 直播基
地剛剛建成，而公司今年才見識到電商購
物節戰場的強大。「我們工作人員下午六
點正常下班，有時候第二天早上七點多到
公司，還能看見剛剛下播的團隊，他們非
常辛苦。」為方便客戶，博拉公司將基地
的公共區域免費給客戶們當做「倉庫」，
靠近西門子直播間的走廊上擺放着數十台
品牌冰箱，以供主播隨時搬至直播間的鏡

頭前。
「90 塊不要，80 塊也不要，今
天直播間下單只要 69.9，寶貝們 1 號鏈接
今天下單今天發貨！」「好不好用你問問
直播間的鐵粉，我也想低調可是實力不允
許！」雙 11 電商大促銷期間，這些網絡主
播的推銷話術在直播基地此起彼伏地響
起。順着基地內的走廊一路走去，透過落
地玻璃門， 記者看到賣土特產、女士服
裝、AR 眼鏡的主播賣力吆喝，而直播間
裏不出鏡的工作人員則忙着打燈、遞送商
品、溝通流程。

網絡穩定位置好 主播租直播間
小寶（化名）是一位主播團隊的負責
人，三個月前他與博拉 5G 直播視頻基地
簽訂了租賃合同，以每月不到 3,000 元的
價格，租下一間 30 平米的直播間，與團隊
一起在抖音直播售賣品牌服裝。「雙 11 購
物節」對他們而言猶如一場言之必勝的戰
役，房間內連呼吸的聲音都是急促的。
「我們團隊看中的是直播基地的性價比，
網絡穩定不卡頓、點外賣方便、女主播深
夜下班安全。我們本來想租用那個最大的
直播間，可惜沒搶到。」小寶略有惋惜，
他的團隊在本月上旬的上班時間是從下午
4:00至次日凌晨2:00。

帶貨新趨勢 短視頻跑贏直播
女裝直播運營小雨（化名）去年與合作
了三年的淘寶直播團隊分道揚鑣，自己在
抖音上開始直播帶貨，如今粉絲數達到
132W。平日，小雨會穿着新款服裝在
「咖啡廳場景」拍攝短視頻，再將衣服鏈
接上架，每日上午固定時間段直播 3 至 4
小時。雙 11 臨近，她延長了直播時長，
並將短視頻更新頻率從一周兩次提高到幾
乎每日一更。
小雨告訴記者，運營後台分析的流量顯
示，短視頻下單的客戶與直播下單的客戶
量已經從去年的 1:9 提高到今年的 4:6，

「這中間還有很多重疊數據，許多客戶是
被短視頻吸引到直播間的，因此接下來我
們重點會放在短視頻的運營上。」而博拉
5G 直播基地的負責人亦稱，雙 11 之前的
一個月，場景房間的使用時長已被客戶訂
滿，而綠幕直播間則還剩下寥寥幾間，
「短視頻拍攝最終都是為了變現，我們的
基地提供了這樣一站式服務」。

抖音帶貨成交增近 4 倍
數據顯示，目前直播電商整體呈現「淘
寶、抖音、快手」三足鼎立的競爭格

局——去年淘寶直播成交總額（GMV）
達 4,000 億，抖音直播 GMV 為 5,000 億左
右，快手直播 GMV 達 3,812 億。從 GMV
增速來看， 2021 年 7 月，抖音電商創作
者帶貨 GMV 同比增長 392%；2021 年第
二季度，快手電商保持 100%左右高速增
長；2021 年 8 月，淘寶直播 GMV 增速為
55%。也就是說，淘寶直播 GMV 增速在
三家直播電商中墊底。而究其原因，則是
以成交量為導向的賣式直播進一步下滑，
而短視頻原創+導購直播或成為今年電商
營銷的標配。

● 視頻基地
內，正在使
用家居客廳
場景的達人
正在拍攝短
視頻，該場
景使用費每
天 人 民 幣
300元。

● 「雙11」前夕，視頻基地不分晝夜燈火通明。

多地爭相布局直播產業

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直播電商市場規模超 1.2 萬億
元，年增長率為 197%；預計未來三年年均複合增速為
58.3%，2023年直播電商規模將超過4.9萬億元。巨大商機
之下，多個城市希望抓住風口，布局直播產業發展。今年
3 月，廣州市率先提出打造「全國著名的直播電商之
都」，具體執行計劃是「個十百千萬」工程：構建一批直
播電商產業集聚區、扶持10家具有示範帶動作用的頭部直
播機構、培育 100 家有影響力的 MCN 機構、孵化 1,000 個
網紅品牌、培訓10,000名帶貨達人。

多地訂立三年計劃

此後，杭州、義烏等多個傳統電商、直播業態都較為發
達的城市，均提出了類似的計劃。其他城市也紛紛提出了
打造直播產業基地及三年內要實現百億直播帶貨銷售額的
目標。
然而，直播基地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絕大多數入局者都
在摸索中步步前行。據南方都市報公布的廣州市區數據顯
示，當地 30 家直播基地 80%以上經營時間不足一年，有
13家如今已經搬遷、倒閉或變為倉庫。

各地直播基地扶持計劃
●深圳：打造10個100億級直播基地
●廣州：預計2022年規劃構建一批直播電商產業聚集區
●四川：推進實施10個特色產業直播電商網絡流量基地
●重慶： 建20個以上直播基地
●濟南： 打造成為直播經濟總部基地
●義烏：2022年直播電商交易額突破1,000億元人民幣

● 博拉 5G 視頻直播基地坐落在
重慶兩江新區核心區。

● 博拉視頻基地董事長讓出自
己的辦公室，為客戶提供拍攝場
景。

直播基地打造專業場面
跑步機、橢圓機、瑜伽球，這不是員工的
健身角，而是「健身房場景」；兩張住院病
床、兩張陪護椅上放着醫生的白大褂，這是
「醫院場景」；紅底綠葉黃花的被褥鋪在紅
磚砌好的炕上，窗簾也是極具東北特色的藏
藍色白團花紋，這是「東北人家場景」……
在博拉網絡 5G 基地，這些場景大多數被用來
拍攝短視頻，觀眾在快手、抖音看到的許多
趣味小視頻都是從這裏拍攝完成的。

室」。但許多客戶認為這房間適合拍商業談
判的短視頻，要求租用，董事長就索性搬離
到別處辦公，讓這間房間成為基地的 80 個場
景之一。
博拉網絡負責人稱，直播基地做得好不
好，服務商很關鍵，「我們不僅提供場地，
還滿足企業客戶在短視頻電商、內容生產、
信息流投放與數據監測、電商直播、場地設
備、AI 視覺技術等全方位需求。」

租用場景一小時不用 100 元

器材租用價格低於市場

抖音達人 Alan 剛剛拍攝完一個飯店場景，
「從前的短視頻都是與真正的餐廳協商，現
在有了這樣的空間，不用擔心影響餐飲商家
生意，價格也非常實惠。」這些場景的使用
費用日均 300-500 元，按小時付費則 80-100
元。Alan 團隊已很有經驗，多數時候他們只
需付一小時費用就可拍完一條短視頻。
在其中一間約 40 平米的房間，靠牆設計了
一整面的深色書櫃、購置了品牌L形書桌和舒
適的老闆椅，這是公司真正的「董事長辦公

除了提供場地，直播基地還可以提供拍攝
設備，如攝像機、補光燈、話筒、無人機，
其中價值萬餘元的鏡頭和千元的無人機日均
租用價格僅 80 元。「我們的租用價格遠低於
市場價。」另外，博拉新媒體也啟動了自營
直播間計劃，利用自有主播進行帶貨。基地
一期投用一年，目前的 80 個房間已經供不應
求。
據博拉網絡董事長童毅介紹，公司目前服
務國內外品牌企業超過 300家，包括王老吉、

微眾銀行、長安汽車等知名企業，形成「左
手服務 TOB 實體企業，右手做大做強 C 端自
有品牌」的發展模式。而 5G 視頻直播基地，
只是巨大的互聯網信息服務其中一環。

專家：直播需專業團隊
重慶直播電商行業理事長熊川表示：「直
播帶貨是當下風口，但很多企業、機構、個
人進入這一行業後，卻發現效果達不到預
期，這是因為直播基地拚專業度。每一位看
似光鮮亮麗的主播背後，都有着龐大的運營
體系支撐；每一件上播的產品，要經過多輪
評判，直播鏈條上任何一環小小的失誤，都
可能給長期積累的好口碑帶來巨大的不良影
響。」
他說，從長遠來看，無論是何種模式的直
播基地，都應結合地域特色和固有優勢來建
立自身壁壘，解決貨源、培訓、變現等需求
痛點，留存上游與下游的參與者，構建良性
的直播產業生態，而不是零門檻無意義的同
質化模仿秀，或者新瓶裝老酒的濫竽充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