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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电商办〔2022〕1 号

关于举办枞阳县电商直播大赛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开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引导和推动我县电子商务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发

现和培育电商直播人才，助力乡村振兴，拟于 2022 年“春游江

淮请您来”第二届枞阳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活动期间举办枞阳县电

商直播大赛，充分调动社会和市场力量，为市场主体搭建线上线

下平台，组织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促消费活动，营造

“全网热卖枞阳农产品”活动氛围。

一、大赛主题

展销枞阳特产 助力乡村振兴

二、大赛时间

2022 年 3 月 8 日-油菜花节开幕式当天。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枞阳县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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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文旅局、县卫健委、县执法局、

县融媒体中心、县文旅公司、县文化融媒公司、县旅游协会

承办单位：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县电商协会

四、大赛安排

（一）宣传推广

大赛主办、承办、协办单位均要广泛宣传本次大赛，主要分

为三个集中宣传阶段。3 月上旬，利用报纸、电视、网络、户外

媒体等手段，宣传大赛的目的、意义，让更多的人了解直播大赛，

鼓励更多主播和供货商报名参加大赛，掀起全县直播电商新高

潮。在这一阶段，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负责制作本次大赛的宣传

海报、宣传短视频；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枞阳主流媒体对大赛进行

广泛宣传预热。3 月中旬，围绕初赛成果、选手风采进行宣传，

增强全县做好电商直播的信心。3 月下旬，围绕决赛成果和胜出

选手宣传，结合直播账号成长行动，推进全县电商直播发展。

（二）报名

1.报名条件：

（1）年满 18 周岁，本地户籍或在本地就业、创业、就读的

居民，职业不限，性别不限；

（2）熟练操作智能手机；

（3）对直播带货有一定了解，经过培训可以独自完成直播。

2.报名方式

线上报名：通过“枞阳电商”微信公众号报名二维码线上平

台专属报名入口报名。

线下报名：各乡镇组织报名人员填写报名表报名，并将报名

表打包发送至邮箱（guxuanrong@sanweitech.com）（报名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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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及报名表，见附件 1）。

3.报名时间

2022 年 3 月 8 日—3 月 14 日。

（三）产品征集

1.3 月 15 日前在全县范围内征集枞阳本地特色产品、旅游产

品，做为本次直播大赛指定产品，被选中产品的企业需免费提供

比赛选手直播带货产品样品（直播大赛产品征集表见附件 2）。

2.供货商需提供企业简介、产品网店链接、产品介绍、产品

清单（包含产品名称、规格、价格、快递费、可发快递和物流的

公司名称、邮寄地区、发货期限等）。

（四）直播培训

1.培训时间：2022 年 3 月 16 日

2.培训地点：枞阳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三楼培训室

3.培训内容：

3 月 16 日上午：

（1）农产品电商的趋势；

（2）开通农产品直播店铺；

（3）农产品产品上架发布技巧；

（4）农产品店铺交易及收入资产管理；

（5）农产品直播账号创建；

（6）直播账号认证；

（7）直播平台 APP 功能全解析。

3 月 16 日下午：

（1）直播电商橱窗创建；

（2）直播设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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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产品直播计划创建；

（4）直播常见话术；

（5）直播过程中的雷坑；

（6）如何获取更多的公域流量。

4.参与培训学员，将加入枞阳优质电商人才库，优先推荐就

业、创业孵化与就业辅导。

（五）直播大赛具体流程

1.第一阶段：初赛（3 月 19 日-3 月 20 日）

参赛选手在 3 月 19 日-20 日自行选择一天进行直播，直播时

段为连续直播 180 分钟，直播平台不限，每位参赛选手只能选择

一个平台进行直播且不能更改，参赛选手提交成绩时可选择最佳

成绩提交。（直播账号及直播平台在报名时进行登记）

作品上传内容：选手在直播平台连续直播 3 小时的销售数据

和直播时长数据。上传的相关截图需清晰且真实，承办方会随机

抽查选手销售订单的实际物流发货信息，如发现数据造假，则取

消该选手参赛成绩。参赛选手逾期上报数据的，视为主动放弃比

赛。

成绩提交方式：关注“枞阳电商”微信公众号，右下角大赛

报名入口→作品上传。（截止 3 月 21 日 12:00 之前）

评分标准：初赛比赛评分采用积分制，积分排序取前十名进入

决赛。

两天时间任选一天直播 3 小时，销售金额每满 100 元积 1

分，销售消费帮扶产品或脱贫户产品，能提供有效证明的，销售

的产品金额每满 100 元计加 1 分。不满 100 元不积分（快递费不

计分），以此类推，以最终总成绩合计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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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成绩统计时间：2022 年 3 月 21 日-22 日，评选结果将

在“枞阳电商”微信公众号公示。

2.第二阶段：决赛（油菜花节开幕式当天）

初赛前十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时间在油菜花节开幕式当

天，在主办方统一时间要求下开展直播比赛，时长 2 小时。

评分标准：决赛根据直播成绩和评委团打分选出最强主播、

最受欢迎主播、优秀主播等获奖名次。比赛满分为 100 分，依据

评分指标：直播交易额、交易笔数、观看人数、点赞数、直播

选品组合、直播互动话术以及评委团打分综合评选，同一选手

不能同时获得多种奖项。

决赛成绩统计时间：油菜花节开幕式当天。

决赛成绩统计规则：选手比赛数据由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收

集、核实、计分。根据评分标准和计分方法得出选手最后得分。

五、奖项设置

奖项名称 奖项 数量 奖金（元/人）

最强主播 奖金+证书 1 5000

最受欢迎主播 奖金+证书 2 3000

优秀主播 奖金+证书 3 2000

优秀直播机构 奖金+证书 1 2000

优秀组织奖 奖金+证书 1 2000

六、总结表彰

（一）邀请县有关领导、活动主办方、协办方以及获得直播

大赛各奖项的单位或个人出席。

（二）县商务局领导致辞，对此次电商直播大赛活动进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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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三）县有关领导向获奖单位或个人颁发荣誉奖金及证书。

（四）媒体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报道。

七、其他事项

（一）请各乡镇及相关部门积极宣传，动员组织本辖区内选

手参与报名和培训，3 月 15 日前，各乡镇将本辖区参赛选手信息

以电子表格报大赛组委会。优秀组织单位将颁发本届直播大赛优

秀组织奖。

（二）本次大赛将建立直播选品库。3 月 15 日前，各乡镇积

极推荐本辖区农产品、日用品、旅游产品、工业品等适合直播带

货的本地特色产品，力争做到一镇一品、一厂一品，超过时限原

则上不再接收产品信息。大赛组委会将组织专业团队对各单位推

荐产品进行评估，对选中产品与供货商进行专项对接，确定直播

带货价格，设计直播促销活动，提炼商品卖点，编写直播话术，

进行商品知识培训等，完成直播带货产品的初步对接。

联系人：县商务局 张丽娟 15755679819

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菅永燕 18756992896

邮箱：guxuanrong@sanweitech.com

枞阳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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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枞阳电商”微信公众号线上报名二维码

↑ 报名入口 ↑

长按二维码识别打开报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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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大赛报名表

姓名 手机号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参赛使用直

播平台

直播账号 是否使用公共直播间

账号粉丝量 直播经验（年）

是否是签约主播：□是 签约公司（ ）□否

是否需要大赛主委会提供货品： □是□否

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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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直播大赛产品征集表

企业

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商品

名称

商品

原价

直播间

活动价

到手

原价

是否

包邮
产品图片 产品链接 卖点

备注：此表格用 excel 表制作，制作完成后发送至指定邮箱 guxuanrong@sanweitech.com。

联系人：谷宣荣 联系电话：15922330470 ，审核后无链接的商品将统一上架至枞阳电商抖音小店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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