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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0届法学专业本科
毕业生高翔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00881，声明作废。

▲唐建军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04094，特此声明。
▲李辉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52032，特此声明。
▲魏安生不慎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丢

失，编号：0132701，授予时间：2012 年 11 月 21 日，声明
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2020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本
科毕业生崔佳敏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015049，声明

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2020届资产评估专业毕业生禹豪就

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02799，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2020 届税收学专业

本科毕业生范凤娜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02594，声
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2020 届税收学专业
本科毕业生王超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02642，声明
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20 届护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赵
嘉欣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100890963，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 2020 届物流管理专业
本科毕业生谢金泰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0200508，声

明作废。
▲河北大学2020届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

生杨红雨就业协议书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0届财务管理专业

本科毕业生高持乾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00087，声明
作废。

▲陈伟不慎将交通建设工程环保监理培训考试合格
证书丢失，编号：JGH201303786，声明作废。

▲陈伟不慎将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培训考试合格
证书丢失，编号：JGA201303773，声明作废。

▲ 郑 艳 平 不 慎 将 执 业 药 师 注 册 证 丢 失 ，编 号 ：
132216100665,注册单位：廊坊国仁医药零售连锁有限
公司大城县明珠分店，有效期至：2019 年 11 月 20 日，特

此声明。
▲定州市定深加油站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130682600058780，核准日期：2000 年 3 月 14 日，声明
作废。

▲定州市定深加油站不慎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
书丢失，编号：冀FF0030，特此声明。

▲定州市万达油品销售有限公司不慎将成品油零售
经营批准证书丢失，编号：冀FF0043,特此声明。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20届动物学专业研究生
毕业生王与琳就业协议书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 2020 届化工过程机械专
业硕士毕业生田夏天三方协议丢失，编号：2000603，声
明作废。

▲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民警郑会明人民警察证丢
失，警号：083729，特此证明。

▲ 杨 玲 玲 医 师 资 格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20161311013042619901101114X，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2020届土木工程专业本科
毕业生孙腾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200722，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2020届会计学专业本科毕
业生刘钰超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04438，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20届本科毕业生戚
鑫欣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100891253，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大学2019届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业本科毕业生李陈涛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191281，
声明作废。

□河北日报记者 冯 阳

疫情之下，直播电商作为一种销售
新业态，激活了消费市场“一池春水”。
从网红主播带货到业界名人亲自出场，
再到各种老字号纷纷入驻直播平台，直
播电商成为新风口。

从“人找货”转为“货找人”的直播
电商，正在深刻影响着商业与制造业，
倒逼企业向“人、货、场”重构的数字化
变革方向进发。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
相关举措规范直播电商运营，推动直播
电商健康有序发展。

■“直播+”，赋能传统
产业再出发

“大家准备好了吗？3、2、1，上链
接。”6月 16日晚，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魏立华参加“总裁带货”公益
活动，在京东、快手等 11 家平台进行直
播带货首秀。主持人方琼倾情助阵，省
工信厅厅长龚晓峰作为嘉宾出现在直
播现场。当晚的直播活动，线上销售额
超过2500万元。

2020 年，直播电商成为一大风口。
疫情期间，直播电商迎来爆发式增长，
并成为“宅经济”中的一道亮眼风景。
它不仅让网络平台找到了新赛道，也为
各类企业提供了新舞台，成为一种流量
变现的新途径。

借助手机，柏乡县宏卓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卓珍化身主播“红薯
姐”，让企业种植的红薯以及加工生产
的红薯淀粉、红薯粉条、红薯汁等优质
农产品畅销全国；清河县“创尔”品牌女
装加力创建主播团队，在扩大自身企业
产品网络销量的同时，帮助其他企业拓
展线上销售渠道；石家庄的北国商城、
邢台的家乐园等传统商贸企业纷纷开
通直播间，“柜哥”“柜姐”成为直播带货
的新生力量，为企业开辟线上新空间。

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直播+”赋能
传统产业再出发，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的新格局，带动一二三产业齐头
并进，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

来自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1 至 5
月，我省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845 亿
元，同比增长 20.6%。省商务厅电子商
务处处长周向阳表示，疫情期间，不少
实体商贸企业及传统电商企业纷纷加
入直播电商行列，有效破解商家在疫情
期间遭遇的现实难题，进一步提升了网
络零售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 新模式下，“人、货、
场”关系有待重塑

要让直播电商这一新业态真正叩
开新机遇大门，进一步激发河北产业资
源优势，无论主播、厂商、MCN（多渠道

网络服务）机构还是政府部门，仍有许
多问题有待破局。

直播有一条完整的生态链。镜头
前是光鲜的主播，身后还有助播、选品、
订单运营、仓储管理等一系列角色。这
些环节都需要人来推动。人才也成为
制约直播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中，尤以站在台前的主播最为稀缺。

“创尔”品牌在清河和广州都建立
了直播基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培育
了30多位主播，建立了10多个直播间。

“创尔”品牌创始人李纪旺告诉记
者，优秀服装主播往往具备较好的外
形、性格和一定的销售、穿搭技巧。忠
诚度也是企业极为看重的因素。培养
一位优秀主播至少需要两个月，公司需
要投入极大的耐心和成本。同时，由于
人才稀缺，主播被“撬”时有发生，各公
司主播流失率普遍较高。

“直播行业的竞争表面上是流量竞
争，本质上却是人才的竞争。”河北科技
大学经管学院电商系主任、石家庄市电
商协会会长高文海说，要让产业更好地
跟直播这个新业态发生化学反应，应加
大力度培育直播团队，尤其要解决特色
产业带直播人才聚集效应不强的问题。

在高文海看来，疫情加速企业进入
直播电商，但不少企业仅将直播作为一种
销售手段，更关注网红培育等前端因素，
而未能看到直播背后是“人、货、场”重构
的数字化变革。直播带来的乘数效应虽
起始于流量，但决定其成败的则是企业
能否构建产业链新业态，使供给侧与需
求侧的链接更紧密、更快捷，互动性更强。

站立于商海潮头的商家，也早已嗅
到市场转向的气息。改变正在发生。

石家庄乐城国际商贸城商户赵微
增，最近尝到了“网红定制”销售的甜
头。今年 4 月，一位主播在直播中发现
粉丝对于个性化 T恤衫有较高的需求，

便向赵微增建议生产一批主播专属的
3D 印花图案的 T 恤衫。赵微增觉得可
以一试。没想到，几次直播后，这一产
品便销售出了十几万件。

向赵微增提出建议的主播便是由
乐城孵化出来的。2019年，乐城开始打
造华北网红直播供应链基地，基地能够
提供电商供货、网红直播、主播培训等
一站式供应链平台服务。目前，入驻基
地的主播超过 350 名，市场内参与直播
的商户达300家。

与传统批发模式相比，直播带货能
够让生产商直面消费端。同时，也更考
验其快速响应、生产周期、库存仓储及
设计更新能力，对其生产环节的各方面
提出更高要求。这也倒逼企业进一步
提升数字化水平，通过建立 ERP（企业
资源计划）系统等，提升各环节的效率。

■ 多方发力，从野蛮生长
到有章可循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
国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在数字经济
持续升温的当下，直播电商助力网上零
售加快发展。但直播电商也频频曝出
质量危机、数据造假、恶意刷单等乱象。

河北省电商协会执行副会长、河北
掌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强认
为，与所有新生事物一样，仍处起步阶段
的直播电商呈现出快速扩张期的特征，
行业确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有待规范。

日前，中国商业联合会对外公布，
要求由其下属中国商联媒购委牵头起
草制定《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
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
指南》两项标准。

河北省电商协会也在与相关政府
机构积极谋划，制定我省 MCN 机构黑
白名单制度，并对名单进行动态调整，

通过建立标准化评价体系，激励机构做
好直播服务。

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以及抖音等
短视频平台，也在逐步建立识别打击机
制，对各类作弊行为进行实时拦截，对数
据造假的商家、机构、达人予以处罚。

行业规范之下，直播电商必将逐步
走向规范。这不仅将打破行业发展的
标准化瓶颈，更会加速行业洗牌。

刘志强表示，大浪淘沙之后，能够
留下的一定是专业化、规范化的直播运
营团队。他们能够为厂商提供更好的
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质优价美的产
品，厂商、MCN 机构、电商平台、消费
者，都能在直播电商这一体系中获得相
应的权益，从而促使行业健康发展。

后疫情时代，直播电商已不是“去
库存”“冲销量”的应急之举，而是发展
数字经济的新举措。研究机构艾媒咨
询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2020年中国在
线直播的用户规模将达 5.24亿人，市场
规模将突破 9000 亿元。面对这一消费
新风潮，全国多地出台政策举措，支持
本地直播电商行业发展。

广州出台打造直播电商之都“16
条”，将培育 100家有影响力的 MCN 机
构、孵化1000个网红品牌、培训10000名
带货达人。安徽启动“电商直播年”活
动，举办由头部主播引领的电商直播、

“千家自播”等系列活动。杭州市余杭
区发布扶持政策，对 MCN 机构独家签
约年带货销售额5亿元以上顶级头部主
播的，给予500万元奖励。

“直播之外，企业也要思考下一个带
货的风口是什么。”高文海说，从传统电商
平台建立之初的“淘时代”，到智能手机逐
步普及的“微时代”，再到当下有5G等技
术强力支撑的“播时代”，供给侧到达需
求侧的链条越来越短。创新始终在路上，
企业也需要先人一步寻找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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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推进危化企业
特种设备专项整治

水路运输经营者
严格实行实名制

疫情之下，直播电商作为一种销售新业态，激活了消费市场“一池春水”

直播电商，河北如何抢占风口

□河北日报记者 赵红梅

6 月 25 日，虽然是端午假日，但丰
宁满族自治县土城镇望海营村村民李
震并没闲着，他来到自己的大棚，查看
甜瓜长势。

“今年第一次使用省农科院植保所
研制的微生物农药枯草芽孢杆菌悬浮
剂，到现在没有发生病害，甜瓜叶片长
得非常好，瓜形周正，效果很好。”望着
丰收在望的甜瓜，李震告诉记者，甜瓜
白粉病每年都很严重，往年都是使用化
学农药进行防治，虽然效果也很好，但
会造成叶片变厚、变脆，叶色也不正常，
还存在农药残留，环境也受到污染。植
保所研制的微生物药剂，既防治病害，
又提高瓜果品质，还不破坏环境。

李震所说的微生物药剂，是省农科
院植保所独立完成，并具有创新性的科
研成果（防治果蔬白粉病和灰霉病的微
生物杀菌剂创制及产业化）的产物。今

年4月，这一成果获得2019年度河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微生物杀菌剂创制
及产业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微生物杀菌剂创新团队首席专
家、省植保所所长马平介绍，以瓜类白
粉病、番茄灰霉病、草莓白粉病等为代
表的气传病害在农业生产中常常造成
极为严重的经济损失，传统上应用化
学杀菌剂是其主要防治措施，但长期
使用化学药剂会造成抗药性、农药残
留、食品和生态安全等问题。由于微生
物杀菌剂具有防病机制多样、不易产
生抗药性、产品无毒无害、对生态环境
安全等优势，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外研
究和开发的热点。但微生物杀菌剂创
制存在四大瓶颈问题：筛选技术落后，
高效生防菌株匮乏；生产工艺不成熟，
成本高；制剂货架期短，难以商品化；
使用技术不完善，防治效果不稳定。

针对难题，防治果蔬白粉病和灰霉
病的微生物杀菌剂创制及产业化项目

在国家“863”计划项目、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支持下，历
时20年系统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

新研发的两种病害高效生防细菌
的快速定向筛选技术，提高了生防细
菌筛选效率，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成
果转化周期和新产品上市时间。

首次发现生防细菌产生的脂肽类
抗生素——丰产素，主要通过抑菌和
诱导抗性起到防病作用，另一个抗生
素——表面活性素则可以增强丰产素
的防病效果，为生防细菌筛选、原药和
制剂生产工艺优化及配套使用技术开
发提供了科学依据。

发明了添加氯化镁提高生防细菌
菌体耐热性新技术，使活菌体耐热性
提高了 5.8倍，解决了生防细菌干粉原
药获得率低的问题，在自然环境条件
下可储存 18 个月，菌体存活率比原有
技术提高 5.7倍，解决了生防细菌液体

制剂储存期短的问题，为该菌株进一
步商品化奠定了基础。

此外，该项成果针对低温高湿环
境下不宜喷施液体制剂和运输成本高
等难题，研发出枯草芽孢杆菌粉尘剂
和泡腾片2个新剂型，研制出3种剂型
新产品5个，可以高效防治6种作物病
害。其中，获得国家农药登记新产品 1
个，并建立了相应的田间配套使用技
术，促进了我国微生物菌剂产业的发
展，提高了我国微生物杀菌剂的国际
竞争力。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开始，该
成果研制的微生物杀菌剂产品在河北
和山东等省份开展了防治番茄灰霉
病、黄瓜灰霉病、草莓白粉病和甜瓜白
粉病的大面积应用，累计应用面积 70
余万亩，新增产值20多亿元，减少化学
农药使用量35万多公斤，为食品安全、
环境安全、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社会
效益显著。

我省微生物杀菌剂创制及产业化走在全国前列

防治农作物病害，高效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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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近
日，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印发

《关于贯彻落实〈国内水路运输
管理规定〉有关工作的通知》提
出，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者应严
格落实水路运输实名制管理要
求，对旅客或货物托运人的身
份信息进行查验，并对托运人
身份信息、托运货物信息进行
登记并保存至运输合同履行完
毕后6个月。

通知提出，国内水路旅客
运输业务经营者应当按有关规
定为持有效证件的军人、人民
警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人员以及老幼病残孕等旅客
提供优先购票、安检、候船、登
船和乘船服务，并且应当为符
合规定的旅客提供免票或半价
优惠客票。

通知明确了我省国内水路
运输业务等经营许可权限：省
际普通货船运输、内河省际客

船运输的经营许可及国内船舶
管理业务的经营许可，仍由省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施；省
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由市级
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市级审
批部门）具体实施。

各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
做好国内水路运输备案工作。
从事小型客船运输业务的经营
者，应当按照要求进行市场主
体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向所
在地市（县）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备案。水路运输经营者配备的
海务、机务管理人员从业资历
应与其管理船舶的经营区域

（沿海运输或内河运输）、业务
种类及船舶吨位、主机功率相
适应。各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要对现有海务、机务管理人员
的从业资历按要求进行摸底排
查，不符合要求的在7月底前完
成人员替换，并按要求履行备
案程序。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近日，省邮政
管理局印发《河北省2020年邮政行业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实施方案》。今年我省将通过快
递包装综合治理，到年底力争实现45毫米以
下“瘦身胶带”封装比例 90%、电商快件不再
二次包装率80%、可循环中转袋使用率95%、
邮政快递营业网点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设置
率保持100%，新增1000个设置标准包装废弃
物回收装置的邮政快递网点。

实施方案提出，到今年底，全行业按照规
范封装操作的比例、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应
用比例均达到 95%以上，电子运单使用基本
实现全覆盖，一联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40%，
免胶带纸箱应用比率达到10%以上。行业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2000辆以上。

强化邮件快件包装绿色治理。全面推动
邮件快件包装规范化和标准化，推动企业建
立实施绿色采购制度，督促寄递企业采购使
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国家有关规定
的包装产品。支持寄递企业通过与电商企
业、第三方机构合作，提高可循环快递箱（盒）
的使用率。鼓励寄递企业通过与包装生产企
业、电商企业、连锁商业机构、回收企业等产
业链相关主体合作，创新和丰富可循环快递
包装的回收方式，加大智能回收终端设施的
投放力度。

稳步开展行业节能减排。支持和引导企
业利用分拨中心闲置平面屋顶开展太阳能光
伏发电。加大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的应
用力度，降低资源消耗。持续推进邮件快件
上机、上车工程，提升高铁等运输方式在行业
运输中的比例。加快推广使用新能源或清洁
能源汽车，充分利用营业网点、分拨中心开展
充电桩等配套设施建设。

强化试点示范引领。邯郸、廊坊、张家口
市继续深入开展行业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综合
试点，深入探索行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模式，
推进行业治理与城市环境治理的有效衔接。

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鼓励包装生产企
业推行标准化、减量化、可循环包装设计技术。
发挥快递业绿色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示范基
地作用，推进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系统
集成。鼓励支持企业申报国家和地方环保科技
相关项目。鼓励支持企业制订实施高于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的绿色发展企业标准。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从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召开的深
入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特种设
备专项整治工作视频会议上获
悉，我省将突出重点，聚焦难点，
从多个方面着力抓好危险化学
品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治理。

扎实推进工业管道专项整
治。按照《河北省危险化学品企
业工业管道专项整治方案》要
求，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业管道
进一步普查摸底，建立台账。督
促企业认真仔细开展一次年度
检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解决。

严格落实油气长输管道法
定检验制度。各地要全面核查
本地在役油气长输管道法定检
验情况，建立完善油气输送管
道质量安全监管台账。进一步
提升油气长输管道法定检验覆

盖率，确保油气长输管道在法
定检验周期内。

加强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
监管。组织对全省汽车罐车、长
管拖车、罐式集装箱和管束式
集装箱等移动式压力容器使用
单位开展重点检查。

持续推进化工行业安全生
产整治攻坚行动。将深化化工行
业安全生产整治攻坚行动与落
实《河北省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有机融
合，对特种设备方面可能存在的
隐患实施精准排查评估。

认真开展气瓶非法充装
“清零”整治行动。严肃查处无
证充装或超许可范围充装、作
业人员无证充装，以及充装非
自有产权气瓶、超期未检气瓶
等非法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