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同台风“山竹”一样，“双11”席卷大街小巷，

各行各业都经历了一番“洗礼”。书业亦然。“双

11”带来的不仅仅是打折和满减，而是更深层次的

改革——消费理念的升级。那么，对于图书电商、

实体书店、出版社而言，它又带来了什么？

图书电商：从“粗暴”到品质
前 3 届“双 11”都简单“粗暴”地喊出“全场 5

折”的口号；直到2012年，“双11”主题词变成“不

一样的双11”；当下，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对“双

11”的诉求更多在于品牌营销，而不只是低价促

销。一组数字可以说明：2009年仅有27个品牌参

与“双11”活动，2018年变成了18万个品牌；今年

“双11”中午12时，167个品牌成交额过亿，达到去

年“双11”全天数量。

提供品质服务，聚拢品牌店铺。今年是京东

图书8周年，除了在10月31日图书超级品类日推

出整点抢券活动外，在11月1日~2日上线三重惊

喜：视频化商品主图、全新书评系统、会员VIP体

系。全方位为读者提供品质服务。由此带来的效

果也十分明显：10月31日当天，京东图书文娱的

图书册数总销量同比增长180%，图书音像销售码

洋同比增长154%。京东全球好物节期间（11月1

日 0 点~11 日 24 点），京东图书销量同比增长

115%，人均购买金额同比增长 35%，JDRead 电子

书阅读器销量同期增长1000%。

同时，京东不但自营图书销售增长，第三方店

铺的品牌矩阵也更加强大。今年，文轩网旗舰店、

中信出版社官方旗舰店、凤凰新华书店旗舰店、博

库网旗舰店、葫芦弟弟图书专营店、湖北新华书店

图书专营店等成为读者最喜爱的图书店铺排行

TOP10。

线上线下联动，发力品牌营销。为迎接19周

年庆和“双 11”，当当采取了形式多样的营销模

式。除了“依旧有你，超时空对话：送给19岁的自

己一本书”微博话题讨论，还集结了19位漫画大

咖为19周年庆生狂欢，邀请数百位作者为读者提

供喜爱作家的亲笔签名书；同时，在线上发起百城

图书漂流活动，线下联合多家供应商与青春文学

作家，在全国17家当当书店发起“给19岁的自己

写封信”投递活动，以多样化的互动形式与用户进

行“亲密接触”，最大化触达用户。此外，“十三亿

分之一书店”上线，读者可以在微信上开一家属于

自己的书店，按个人喜好进行装修及上架图书，好

友购买后还能得到返利优惠等。由此带来的效果

十分显著，当当在11月11日的图书总订单量5分

钟就达59万单、249万册。

联手出版品牌，盘点10年好书。今年是“双

11”10 周年，特殊而有意义。据天猫图书负责人

张炜介绍，2018年“双11”图书行业诞生了第一个

“亿元俱乐部”店铺。今年，天猫图书与上游出版

社、出版品牌联手，共同打造“双11十周年，十年

好书”活动。一是从平台角度精选 10 本畅销好

书，定制了“天猫双11十周年特别版”；二是与近

50 家知名出版社、出版品牌盘点了出版社 10 年

10本好书。

实际上，图书并没有完整地参与双 11 的 10

年，今年是天猫图书第7个双11。第一个阶段是

崭露头角，2012年6月，天猫图书成立，当年只有

少量的商家和有限的商品参与；第二个阶段是从

2014年~2017年，天猫图书茁壮成长；第三个阶段，

就是现在，提出“新阅读，上天猫”，所以有了“天猫

读书”、电子书和知识服务。

瞻前还要顾后，对于未来“双 11”的趋势，已

可见一二。首先，移动端的强势将淘汰PC端入

口。葫芦弟弟创始人林柄洋认为，无线占比基

本上超过了 95%，要关注手机端的玩法，PC端可

以全部放弃了。今年，葫芦弟弟在“双 11”当天

的第1小时就完成了去年全天销售额，当天销售

码洋超过 1 亿，荣膺天猫双 11 童书销售冠军，当

天销售111 万册（套）童书。其次，品质电商阵营

崛起值得关注。今年“双 11”除了天猫、苏宁、京

东外，出现了网易严选等主打品质的电商阵营，

成为今年逐鹿“双 11”的“新势力”。据统计，网

易考拉销售额3 分49 秒破亿；唯品会订单量1 小

时破 200 万单；小米新零售全渠道支付金额 36

秒破亿元。

实体书店：从冲击到融合
起初，实体书店面对“双 11”带来的冲击时，

曾经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双 11”期间不少商场

可以用“人去楼空”来形容（图1），仿佛下一个就

轮到了书店。但10年过去了，再回头来看，历经

80 年历史的“新华书店”金字招牌，不但在“双

11”期间依然很有人气（图 2 为今年“双 11”当天

的湖南图书城），而且在线上平台也成为一股重

要的势力。

实体书店成为“双11”重要战力。在天猫图

书店铺销售金额排行榜上，新华文轩网络书店、博

库图书专营店、凤凰新华书店旗舰店跻身前10；在

京东读者最喜爱的图书店铺排行TOP10中，实体

书店网店则占据4席。

今年“双11”，新华文轩旗下文轩网首次线上

线下协同开展大型营销活动。据悉，文轩网今年

共组织 400 多家线上网点，近 200 家实体书店（其

中民营书店 80 余家）参加“双11”营销活动，根据

不同消费场景，精心策划营销主题；同时，纸电同

步销售满足不同载体需要，提供了定制化、专属、

优质的阅读服务；并基于不同的渠道传播特性，通

过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进

行阅读互动。值得一提的是，文轩网今年的物流

效率同比提升50%。

江苏新华和湖北新华表现同样出色。今年

“双11”期间，凤凰新华书店旗舰店在天猫平台同

比实现了231.4%的销售净增长，店铺行业排名由

第12名上升为第8名，客单价同比上升53.5%；在

京东的店铺行业排名由去年的第8名上升为第4

名，客单价同比上升 50%。湖北新华在天猫平

台、京东、自营平台九丘网的销售码洋超过 1500

万，其中天猫平台的销售码洋超过 1200 万，京东

平台的销售码洋超过 200 万，天猫店铺排名进入

全图书行业前25名，京东店铺排名进入全图书行

业前10名。

据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连锁分公司

互联网营销总监李照介绍，2019年，湖北新华运营

电商的工作思路是“三稳定、三降低和三提升”。

三稳定即稳定经营模式、稳定经营规模、稳定管理

团队；三降低即降低采购成本、降低整体费用、降

低差错率；三提升即提升供应链效率、提升线上线

下融合力、提升线上渠道拓展力。“双11总体来说

是利大于弊。湖北新华今年采取了线上线下一体

的策略，将线上与线下打通是作为新华系电商的

优势所在。” （下转第46版）

发挥集团优势发力多品牌运营

这些着力打造的子品牌矩阵，充实了宁波
新华书店集团的整体形象，完善了新华书店网
点的布局，为新华书店发展带来新活力。通过
与新华主品牌相互依托的经营，实现精细化运
营，服务细分读者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
据主动。

2017 年底，宁波全市新华书店完成整合

成立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新组建的宁波新华

书店集团拥有宁波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宁波书香文化园”、8家区县（市）新华书店子

公司以及宁波新华教育培训学校和宁波书城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集团旗下还拥有实体书

店89家，既有宁波书城、鄞州书城、余姚书城、

象山书城等一批集阅读交流、休闲体验、餐饮

娱乐、文化创意于一体的大型智慧书城，也有

如浙江省首家青少年主题书店“开明书院”、

首家 24 小时书店“天一书房”、“麦家理想谷

Ⅱ”以及校园书店、社区书店等特色实体书

店，构建了覆盖宁波的全方位阅读推广网络。

为此，宁波新华书店集团一方面通过门

店升级改造，改变千篇一律的风格，以集精品

阅读、文化休闲、互动交流、多元体验于一体

的高品质复合式人文空间，满足读者多样化

需求，改变读者对新华书店品牌的固有认

知。另一方面，特色子品牌运作成为宁波新

华书店集团应对市场竞争的重要举措。近年

来，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挖掘城市文化内涵、保

留城市人文记忆、集聚资源优势，相继推出了

有别于传统新华书店形象的“天一书房”“开

明书院”“悦读时光”等子品牌。同时，宁波新

华书店集团也意识到“新华系”子品牌的建设

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要形成独特的内

涵，久久为功；品牌要用心培育，根据市场的反馈加以调整，

把握好定位、市场、读者群，形成特色。

子品牌细分需求强化竞争力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推出的子品牌以创新强化竞争力，通
过多元文化服务、满足读者细分需求、借助地域文化特色，在重
塑“新华”品牌的同时，打造了自身的全新品牌魅力，吸引了不
少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的关注，已成为城市、区域的文化中心。

“天一书房”传承历史文脉，推广阅读文化。“天一书房”

的品牌取自于宁波天一阁。“天一书房”项目首家门店“天一书

房24小时书店”集书店、生活美学、咖啡吧等业态于一体，呈

现典雅文艺、精致时尚的风格，满足读者注重美学环境和休

闲体验的新要求，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天候的轻松阅读空

间。同时，该店秉持开放共享的态度，成为宁波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讲课基地、宁波文化研究会社科讲坛授课点等各社

会群团文化公益基地。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天一书

房24小时书店的经营效益也得到了提升。

天一书房镇海店为富有人文底蕴、江海特色的宁波市镇

海区添书香气韵。书店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主题，引入了

众多镇海地方人文图书，成为了解和展示当地文化的一个窗

口。今年9月1日开业的青岛天一书房，是宁波新华书店集团

首次走出浙江开设书店，推动了两城两地的文化交流，也将

宁波的文化融入了岛城，为市民呈现出了一个集阅读、学习、

体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消费空间。

开明书院打造浙江首家青少年主题书店。开明书院于

2018年6月1日重装开业，其前身为新华书店中山东路店，

经营面积2000平方米，图书品种4.5万余种，在经营上，以图

书为主，多元文创产品为辅。“开明书院”品牌的“开明”二

字，既取自书店所在的“开明街”，又有“开宗明义，开卷明

礼；生而茂异，长而开明”之意。开业至今，开明书院举办活

动89场，其中举办开明手工活动25场、文化沙龙46场、开明

大课堂10场。开明书院的全新亮相，是宁波新华书店集团

对传统书店转型升级的一次创新探索，是打造青少年书店

品牌的一个重要样本，从门店形象到经营模式，均实现了全

方位的“脱胎换骨”。

此外，宁波新华书店集团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整合社会

资源，引入多元合作模式，细分用户需求打造的“小而美”社

区书店、校园书店，在颜值、功能、服务等方面均有独特之

处。如“悦读时光”子品牌系列书店，截至目前，该品牌已开

设悦读时光水街店、悦读时光·鄞州高级中学店以及悦读时

光·古林中学店3家分店。

“阳明书屋”发挥地方名人效应，探索当地文旅产业发

展之路。该书屋首个网点设在宁波余姚王阳明故居景区，

于2018年10月28日开业，致力于弘扬阳明文化，推进余姚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未来，阳明书屋品牌将推广到其他文

博点。此外，宁波新华书店集团还先后建设了第1家专业性

书店——宁波音乐书店；与房产开发商合作的新页书局等

特色书店，以鲜明的主题，在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中共广西壮

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

员会组织部主办，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承办，中国

传媒大学、广西人民出版社协办的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广西好书推

介及读书分享会于中国传媒大学举行。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

甘毅，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张树庭，广西出版传

媒集团副总经理何骏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共广

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对外宣传处处长农

华山，“我们的广西”丛书审稿总监、广西人民出

版社原社长区向明，中国传媒大学国内交流与合

作处处长金勇、副处长徐红梅，中国传媒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王进等200余人参与活动。

2018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广西

出版传媒集团组织实施了大型复合出版工程“我

们的广西”丛书。经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准，该工

程被列入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

精品创作重点项目。现场，何骏代表广西出版传

媒集团向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捐赠了包括“我们

的广西”丛书在内的精品图书。在随后的读书分

享会上，嘉宾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现场读者分

享编写、阅读体会。

据了解，作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化艺术展览展演系列活

动之一，广西好书推介及读书分享会在北京9所

高校相继举办，推介“广西好书”、宣传“书香八

桂”、展现“文学桂军”的风采。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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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实体书店多种政策红利的落地和新零
售背景下用户文化消费的升级，全国每年有百余家新书店
开业。市场核心消费群体的年轻人，追求个性、时尚、精
致，但对“传统老字号”新华书店的认知度不够热烈。同
时，读者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也改变着传统书店经营模
式。细分客群需求、推进复合式经营，成为实体书店转型
升级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品质 融合 定制

从 2009 年~2018 年，10 年间

“双 11”已深入人心。2018 年 11

月 11日，天猫以2135亿元的成交

额再度刷新纪录；10年前，这个数

字只有0.52亿元。从“电商造节”

到被比作电商行业的“春晚”，“双

11”已经成为一场覆盖全网、从线

上延伸至线下的购物狂欢节。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8 日是沈阳市新

华书店马路湾书店建店70年的纪念日，同时也是

“沈阳晚八点”文化沙龙3周岁生日。2015年11月

8日，“沈阳晚八点”公益文化沙龙在马路湾书店推

出，3年间共开展讲座1030场，受邀嘉宾578位，线

上线下累计参与听众超15万人次。

“沈阳晚八点”每天在马路湾书店准时开讲，

讲座话题包括职场、享阅读、忆盛京、同分享、品

生活、爱亲子和约名人等。3年来，“晚八点”文化

沙龙每晚都聚集很多读者，有时没有座位，很多

人都站着或席地而坐；辽沈地区的专家学者、行

业精英为“晚八点”奉献自己的力量，公益讲座没

有酬劳，他们仍积极参与，热情地为读者开讲。

目前，“沈阳晚八点”读者沙龙群有 3 个读书

群、2个嘉宾群，累计人数近2000人，在微信群里，

书店工作人员定期将每月、每周，甚至是每天的讲

座课程提前发布到群里，方便读者依据个人兴趣，

安排时间来听课。

“沈阳晚八点”不仅是公益讲座，它代表的是

一种文化现象，传播文化正能量，唤醒读者回归书

店。沈阳市新华书店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峤表示，

“沈阳晚八点”举办3年来，从人文到艺术，从生活

到职场，一期期精彩讲座如一张张精美的电影画

卷在夜空中接续滚动。“沈阳晚八点”作为享誉全

国的知名文化品牌项目，真正成为点亮沈城夜文

化的一盏明灯。 （江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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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与启示》纪念改革开放 助力化解矛盾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4日，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与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

《变迁与启示：改革开放四十年化解社会矛盾经验研究》新书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李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北京市政府副秘书

长、北京市信访办党组书记、主任韩耕，北京市信访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宗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刘海涛，副社长乔先彪等出席。本次座谈会分为2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为新书首发式，现场李皋与李

岩共同为新书揭幕，并由李岩为北京市朝阳区信访办、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赠书；

第二个环节为图书出版座谈会，与会嘉宾、信访工作者以及专家学者以“变迁与启示”为题，集思广益，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

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该书立足我国社会矛盾的整体变迁，揭示社会矛盾演变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规律，总

结中国特色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经验，是国内首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矛盾总体变迁与演变的著作。

李岩高度肯定了该书出版的意义，并表示中国出版集团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加强与

国家信访局、北京市信访办公室等省区市信访部门和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等权威部门的合作，加

大信访理论和实务图书出版力度，为国家信访工作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作出应有的贡献，充分体现中

国出版国家队的使命与担当。 （江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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