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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成长的烦恼
一些有流量的网红不懂变
现，懂变现的网红缺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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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南的菠萝
蜜，又鲜又甜，现在下单，
马上发货！”日前一个平
常的下午，在定安县一处
菠萝蜜林里，海南抖音主
播“宝岛阿林”面向手机
自拍镜头，绘声绘色地推
荐着身后一个个肥大饱
满的菠萝蜜。

当天上午的两场直
播，“宝岛阿林”已经卖出
约9000元的菠萝蜜。他
的抖音粉丝量刚超过100
万，在海南已算得上是头
部网红，但在全国范围，
这仅是网红的及格线。

当下，中国电商直播
的年GMV（销售额）已达
万亿元规模。持续释放红
利的海南自贸港，在直播
电商产业、网红经济领域
的前景也为各界看好，近
年来已吸引阿里巴巴、爱
奇艺、映客直播、字节跳动
等互联网企业进驻。本地
MCN 机构也正持续发
力。但在业界人士看来，
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海
南发展网红经济的氛围、
网红的培育孵化能力还较
为初级。

这两年，海南已出台
了相关政策举措，着力扶
持网红经济发展，吸引国
内优质网红人才落户。
现下，海南网红经济该如
何寻找合适的发展道
路？还有哪些软硬件方
面的短板亟须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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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商直播兴起后，海南涌现出多家以
孵化和服务网络主播为主的MCN机构，包括
海南鼎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海南晨缘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海南自贸港网红孵化示范基
地等。

对网络主播来说，投靠MCN机构有明显
的好处。海南自贸港网红孵化示范基地总经
理吴程飞介绍，基地可以为签约的主播匹配
供应琏、寻找有效的客户资源，比主播个人去
挖掘要容易许多。

另一方面，MCN机构还可以对网络主播
进行针对性培训和帮助账号运营，最大化助
力他们获得流量、实现商业变现。

在海南晨缘文化公司，有3个部门相互
配合形成业务闭环，“内容生产部负责网红孵
化，电商直播部专门策划直播带货，电商部主
要进行供应链匹配，把关选品的品控、发货、
售后等一系列问题。”海南晨缘文化公司总经
理王瑞钰介绍。

有分析文章认为，海南晨缘文化公司运
营的海南自贸港电商直播基地，无论是建设
理念还是运营模式，对标的都是被喻为“电商

直播第一村”“中国最大网红加工厂”、“诞生”
了薇娅的杭州九堡。但王瑞钰也表示，阿里
巴巴集团总部就在杭州，帮助杭州集聚了供
应链、电商平台等优势元素，杭州九堡因此能
够持续吸引网红机构的到来和成长，而海南
缺少供应链优势，也缺少有经验的网红培养
团队，“海南还没有培养出带货量能拿得出手
的主播”。

从数据上看的确如此。尽管海南MCN
机构签约了不少直播“达人”，但总的粉丝量
还没有取得突出的成绩。做得较好的，比如
海南鼎壹传媒公司，总粉丝量1000多万，放
在全国范围，甚至比不过一个头部网红的粉
丝量。“海南的头部网红，都是自己玩出来的，
并不是公司培育出来。”吴清满说。

从地域上看，海南较知名的MCN机构也
基本集中在省会城市海口，并未在全省范围
多点开花。这些机构2020年的GMV在千
万元级别，都未达到海口支持直播电商产业
政策的扶持标准。“海南的网红经济还处于比
较初步的阶段，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培育。”吴
程飞说。

年轻的MCN机构
海南尚未推出叫响全国的网红主播，机构年GMV仅千万元规模

待唤醒的优势
除农产品外，旅游产品待挖掘，社交媒体的传播价值需更重视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实习生 范平昕

聚焦人才资源
内培外引，打造完整电商直播
人才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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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网红主播“宝岛阿林”在直播
销售菠萝蜜。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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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欢迎的网红产品：
❋本土特色农产品

海南网红经济发展的瓶颈：
❋人口基数少，本地粉丝有限

❋部分网络主播难以兼具流量热度与变现能力
❋本地缺少供应链优势

❋MCN机构分布不均衡，培育孵化网红的能力较为初级
GMV表现不够亮眼

有待挖掘的带货领域：
❋旅游，尤其是除三亚外的其他市县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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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助的政策优势：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20)》
将年GMV达3亿人民币以上的独家签约主播认定为高层次人才
可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

❋《海口市支持发展直播电商产业若干措施（暂行）》
从 人才培育 运营扶持 基地建设 平台奖励 上市奖励 行业活动 等方面予以支持
企业机构年GMV达到1亿元以上
可获得最高 200万元奖补

在海口市注册的主播企业，在沪深交易所或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市财政给予 1500万元奖励

瞄准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和市场
前景，2020年7月，湖南聚星超媒科技有
限公司联手海口经济学院，在该院成立聚
星数字经济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电商人
才，将联合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直播平
台、商家和MCN机构，为学生提供实习与
就业的直通渠道。

聚星数字经济学院院长徐硕认为，海
南目前还未形成完整的电商直播人才生
态链，学院正联合海南有关部门推出相关
的职业技能考核标准和课程，将面向全社
会培养从业人员。

为了鼓励发展本地直播电商产业，
2020年12月出台的《海口市支持发展直
播电商产业若干措施（暂行）》，还分别从
人才培育、运营扶持、基地建设、平台奖
励、上市奖励和行业活动等方面予以实质
支持。其中规定，企业机构年直播带货销
售额达到1亿元以上的，可获得50万元到
200万元不等的运营补贴、平台奖励等。
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在这一措施的激励
下，目前海口各家MCN机构纷纷把2021
年的销售目标定在1亿元以上。

除了内部培养，引进“外来和尚”也不
失为提升海南网络主播质量、补足网红经
济短板的一大举措。海南晨缘文化公司
旗下人气网络主播“唐山泡泡龙”就是一
例。他原先在河北已经有一定的网络人
气，如今落户海南，以直播销售海南农产
品为主，快手粉丝量有137万。王瑞钰说，
该公司旗下活跃的网络主播中，有一半人
在海南岛外，“与外地主播签约，让他们落
户海南，未来我们会有更多案例。”

此外，《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
分类标准(2020)》也把优质网络主播纳入
人才标准。其中，由直播电商企业推荐年
带货销售额3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独家签约
网络主播，可认定为互联网和电信业的高
层次人才。同时，海南也正通过举办“网
络主播文化周暨超级主播大赛”等全国性
网红大赛，发掘更多人才。

作为一名仍在一线的网红主播，“宝岛
阿林”觉得，政府还需要提高对网红经济的
重视程度，为从业者提供政策、供应链、场地
等方面的支持。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为什么海南网红没那么红？作为海南本

土成长起来的网红主播，“宝岛阿林”坦言，这
也受限于海南是人口小省的省情。他说，在
网络主播笼络人气的过程中，同城流量的占
比较大，海南人口少，意味着本地的粉丝支撑
就少，自己的成功之路，就在于不依赖同城流
量，而是针对内地民众需求，走差异化的海南
农产品带货路径。

“荔枝、凤梨、菠萝蜜……这些都是海南
具有优势的农产品。凡是海南有而全国其他
地方没有或较少的，我就做。”“宝岛阿林”分
享他的经验。

发现海南农产品受欢迎的不止“宝岛阿
林”一人。但他获得出色的成绩，除了个人的
直播技巧外，还依赖于他选择带货的农产品
具备完善的供应链。“海南没有多少网红有成
熟的供应链，但我做到了。”“宝岛阿林”说，目
前海南鼎壹传媒公司与岛内农产品供应商合
作，建立了农产品供应链，不仅可供应自己，
还可服务他人，有了成熟的供应链，就可以压
低产品采购价，销售方面也就有了性价比。

旅游是海南电商直播领域有待弥补的版
块。有分析指出，海南网红圈普遍存在形式单

一、业务范围狭窄的问题。各MCN机构主攻
直播、短视频平台，明显忽略了微
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传
播价值。在这些社交媒
体上，海南旅游的热
门话题，反而是外地
网红炒热的，比如外
地网红通过小红书
等渠道传播，带火
了三亚后海冲浪
等海南旅游产品。

“我们无论是
在网红运营的技
术、手段，还是网红
主播思维的培养上，
都与内地网红经济发
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存
在一定的差距。”王瑞钰
认为，政府可适度引进一
些成熟的MCN机构，以较
好地弥补海南MCN机构的
短板，同时不断完善产品供应
链体系和电商直播配套体系。

名词解释

MCN机构：一种聚集网红并进行包装和
支持持续输出内容，实现商业
变现的网红经济运作机构。

GMV：商品交易总额，多用于电商行业。

海南网红主播通过亲身体验向网友“安利”海口景区的美丽风光。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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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庞宽大、身型敦实、爱穿迷彩背心、
说话直率中带一点粗犷的“宝岛阿林”是
海南屯昌人，从2017年开始，先后在今日
头条、火山小视频等网络平台当过视频博
主，一直不温不火。2019年被认为是中
国电商直播元年，当年，“宝岛阿林”开始
在抖音直播带货，迎来自己网红生涯的转
折，曾在3天卖出5000多单、10多万斤的
菠萝蜜，近20万元进了腰包。

在2019年下半年，“宝岛阿林”和
好友在海口共同创立了海南鼎壹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电商直播和
生产短视频内容的MCN机构，旗下招
徕了不少网络主播。尽管是公司联合
创始人，“宝岛阿林”日常还是继续发挥
优势，奔波在海南各市县，在“一线”当
海南农产品带货主播。

有了公司后，与果园的供货合作由
公司人员打点好，“宝岛阿林”只需做直
播推荐，“保守估算，现在平均每天可挣
至少5000元。”2020年，“宝岛阿林”曾
在单场直播卖掉300万个椰子、500万
斤菠萝蜜，全年为公司实现GMV一两
千万元。这样的业绩足够令海南大部
分网络主播眼红。

一位与海南某MCN机构签约的
主播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的粉丝20
多万，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

与“宝岛阿林”一同创立海南鼎壹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的吴清满
说，有的主播 1 个月才实现几千元
GMV。他表示，海南有上百万粉丝量
的网红不超过15个。

海南也有一些不签约公司而是自成
一派的网红，如“大漠警示”“老四赶海”，
在抖音上分别有600多万和300多万粉
丝。但从直观的层面看，他们只做趣
味内容分享，不做带货。有分析认
为，受限于内容题材和用户属性，这
股力量并没能恰当地注入海南网红
生态圈。

“宝岛阿林”认为，海南存在“懂带来
流量的网红不懂变现，懂变现的网红却
没有流量”的现象。“海南不少网红干到
半路，都干不下去了。”他说，海南许多投
身直播电商行业的人并不谙网红之道，
即便有上百万粉丝，日子也不一定好过，
因为找不到变现之路，“最近我就见到这
样一个人，因为生活压力大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