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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书展迎来了第 16 个年头。早已成为全国性阅读文化盛

发展年会”外，上海书展的专业度、创新性和丰富性更是众多发行人学习

会、全国重要文化品牌的上海书展，在文化引领、全民阅读、开放办展、人

甚至羡慕的焦点。值此 2019 年上海书展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出版传媒商

性化服务上的独特属性，不仅吸引着众多出版策划单位的重点关注与积

报特邀数位多次参加上海书展的资深书店人，从他们各自专业的视角，一

极参与，也引来了众多发行人的目光。除每年一度的“中国实体书店创新

窥上海书展与中国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年会的魅力。

7

（渠道篇）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倪 成/整理

创新融合加速书店转型发展

关注行业发展与满足读者需求兼顾

■李运宝（山东省新华书店集团副总经理）

■郑 虹（云南新华书店集团连锁事业部经理）

上海书展历经 15 年，在业内树立了极佳的
口碑，不仅是图书贸易的平台，更是出版社检验
自己产品的试金石，为上海乃至全国图书爱好
者及从业者奉献了一场文化盛宴。
2018 年，我受邀参加上海书展“2018 中国实
体书店创新发展年会”，能够与众多优秀的出版
发行界人士在黄浦江畔共享这场文化盛宴，感
到十分荣幸。会议以“新零售时代实体书店的
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展现了新时代文化发展
的不懈追求与全民阅读的书香氛围。通过与
行 业 专 家 的 深 入 交 流 ，让 我 对 图 书 行 业 的 发
展趋势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引入，图书出版发
行业各个环节被快速改变、重塑，今年的上海
书展将探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为图书行业特别是书店带来变革的新技
术、新方向。随着国家政策对实体书店发展的
支持以及全民阅读的持续推进，新华书店纷纷
改头换面，开展门店转型升级，在形象、业态、
营销、服务等方面着力创新，为读者提供了更
为舒适温馨的阅读环境。开展这些工作的根
本目的在于尽快实现两大转变：一是使新华书
店从单纯的图书经销商向综合文化服务商转
变；二是由单一的图书经营向数据经营、用户
经营方向转变。将来的实体书店将不仅作为
图书卖场存在，还作为复合文化空间存在。时
代在不断变化，行业也面临不同挑战，我们应
以创新融合为主线，扛起这沉甸甸的责任，为
加快书店转型发展进行更多有力的探索，积累
更丰富的经验。

李运宝

时

创新引领为实体门店发展指路
■肖建新（湖南图书城总经理）

■时 军（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副总经理）
2019 年中国实体书店创新年会以“资本融
合和技术驱动下的书店变革”为主题，紧贴时代
脉搏。实体书店迭代升级，新时代、新阅读要求
传统业态必须不断推陈出新，直面数字时代挑
战纸质书、电商冲击传统书店的大势。实体书
店的发展必须融合图书与多元产品、纸媒与网
媒、交流与营销、线上与线下等各方面资源，通
过开展邀请名人名家开展新书发布、主题讲座、
文化交流、读者见面会等活动，凸显文化活动多
维、
文创生活融合的特色。
湖北新华近年来大力推动智慧书香同行、
精
品力作惠民等
“图书+”
“文化+”
的新活动亮点，
对
书店空间与业态进行升级改造，建设智慧书城。
我们积极关注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
注重读者线
下阅读的体验感，
探索新阅读新发展下适应读者
的新需求。我也非常期待2019中国实体书店创新
年会的交流成果，
共同探索实体书店转型升级的
新趋势、
新判断和新模式，
引领和推动湖北实体书
店融合发展、
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余

上海书展是在国家大力倡导全民阅
读，实体门店建设回暖的大背景下屡屡受
到业界高度关注的盛会，也为上海市民和
参观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阅读主题活动，
可谓亮点纷呈，
这是响应国家号召，
推进全
民阅读的重大举措，已成为其他城市纷纷
效仿和学习借鉴的成功案列。
“中国实体书
店创新发展年会”是全国同行业在书业新
零售背景下的一次盛大集会，每年会议传
递的出版发行信息以及较高含金量的交流
经验，为实体门店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指导作用。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书店和书店品牌进

慧

管月坤

■洪 松（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郑

虹

■余 慧（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已在宁波举办了 4 届的宁波书展将升格为浙江
书展。对作为书展执行方的宁波新华书店集团
而言，此次书展规格更高，要求也更高。希望通
过对上海书展的更多了解，学习到更多先进的
办展理念，获得一些可借鉴和供学习的经验，并
结合浙江、
宁波的地区特点，
取长补短。
每年上海书展期间举办的“中国实体书店
创新发展年会”，是行业内的一场重要交流活
动，也为出版人、发行人搭建的一个集交流、探
讨、聚会于一体的平台，有效加强了彼此间的学
习和分享。在实体书店经营日趋困难的当下，
年会凝聚出的实体书店“大家庭”的氛围让人温
暖，也让书店同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营压
力下，能够有机会坐在一起共同探索新发展方
向和机遇，共同开创新的营销途径和销售渠道，
甚至达成彼此间的合作，这些可能为年会赋予
了更多新的意义。

强化门店服务、多元拓展和创新经营
■管月坤（大连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
2018 年 8 月，在上海展览中心，很多
上海市民冒着大雨、顶着酷暑买票排队进
入上海书展主会展的情景，
让我们既羡慕
又感动。上海不愧是我国经济、文化中
心，上海书展组委会组织策划能力，活动
水准与嘉宾层次，
市民对图书与作家的热
情程度等，
这些都让我记忆犹新。在我的
印象里，
上海书展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需要
买票入场的书展，
八月又是一年中最炎热
的时候，
但这些都没能阻挡市民们参与书
展的热情，
我想这与上海地区深厚的文化
积淀、市民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发达的经
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

自清末、民国以来，上海就是中国的
文化重镇与出版重镇。海派文化是中国
近代文化中一个重要流派，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在这里诞
生，现在的上海仍拥有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
三联书店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出版
社。此外，
上海还拥有众多顶级高等院校
和科研院所。这些机构培养了众多顶级
学者，也团结、吸引了国内其它城市的顶
级学者。我想这都是上海书展受到多方
关注的原因之一。
2019 中国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年会开

入图书零售市场，
让实体书店有了回暖的气
息。新华书店尤其是大书城，
是各省市的城
市文化地标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窗口，
是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根据地，
更是
党政宣传和国有文化传播的主阵地、主渠
道。作为全品种文化超市和具有文化场景
体验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随着转型升级地
不断深入，
大书城在推进线上线下创新融合
发展和提升传播能力上起到核心作用，
切实
发挥了文化引领风尚、
服务社会推动文化产
业发展的作用。新华书店从业者更成为推
广阅读惠民、
共造书香社会，
推动机关阅读、
全民阅读的践行者、
推动人。

一场阅读文化创新发展盛宴

学习上海书展取长补短办好浙江书展
上海书展对于我、出版发行人和上海的读
者而言，是一场全民阅读的文化盛宴。这场盛
宴，可以说每年都呈现出不同的亮点。关注上
海书展的每个人，每次都带着类似朝圣的心态，
怀着美好的期待参与其中，也能在这个行业
“领
头雁”的盛会中得到一些新的启迪，收获一些新
的经验，
领悟一些新的思想。
在上海书展上遇到自己喜欢的作家，更是
充满惊喜。当我看见自己喜欢的作家时，也会
像普通读者一样在现场聆听作家分享，排长队
去等待签名。我觉得这是对图书、对阅读的尊
重，也是对我们作为书业人的尊重。每每在上
海书展现场，看到很多读者在精心选书，安静阅
读，就有一种感动从心中升起，涌现出对从事职
业的无限自豪。
今年的上海书展，于我而言又多了一项任
务——带着学习的心态参与其中。今年 10 月，

题设置引领行业发展，
对强化行业交流、
促
进行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年年会
将聚焦实体书店资本融合和科技发展，其
重点关注的门店科技化推进，正是当前各
大发行集团关注和发力的重点。云南新华
书店集团近年来大力推进智慧书城建设，
并在门店引入智能终端设备，这些举措有
效强化了门店服务和体验感，增强了读者
的满意度，有力促进了市场的整体发展 。
期待在此次年会上，能够听到更多有关资
本融合和技术驱动的案例与经验分享，能
够学有所得，
并运用到门店实际经营中，
更
好地服务读者，
提升书店竞争力。

军

关注新技术运用 注重读者线下阅读体验
地处长江三角洲前沿的上海，
自古以来就是
人口密集、
经济富庶之地，
人文积淀深厚，
宜文亦
宜商。新文化运动以来上海更成为中外文化汇聚
的重要集散地，
其文化影响力从长江口辐射全国，
每年上海书展前后，
我也是紧密关注书展动态的
无数人中的一员。
近年来，
湖北新华十分注重人与书、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致力于为读者打造多维度、广视角
的文化体验平台和浓郁书香与生活情趣相交融
的文化空间。我非常愿意学习全国各地先进工
作经验，因此对每年的上海书展充满期待，也能
从中收获颇多。
已连续开展 15 年的上海书展不断探索创
新，面向广大读者，推出多种文化活动，推动城
市阅读发展。在每一次的创新中，上海书展组
委会积累了丰富的大型图书展览经验，为全国
出版发行业树立了典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作为新时代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我
想这也是上海书展受到多方关注的主要原因。

已举办15届的上海书展，
每年都能吸引
众多业内外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的关注，
多
次参加该书展，
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书展
组织得当，
注重细节，
从书展的主会场布局、
整体宣传、
多场次活动组织中都能管窥出当
下的一些潮流热点；
二是实惠与品质兼顾，
尤其是对年轻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
消费观
的重点关注，
能够抓住年青读者的目光。
每年的上海书展都吸引了国内众多出
版单位的关注，
同期举办的
“中国实体书店
创新发展年会”更是众多发行人不得不来
的年度盛会。每年的年会都牢牢把握住实
体书店发展的趋势与脉络，以前瞻性的议

肖建新

洪

松

2018 年，我代表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
有限公司参加了上海书展以及“中国实体
书店创新发展年会”。在上海书展上，我
再一次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书展期
间举办的“开放年代的光荣与梦想”主题
阅读论坛、
“ 旅行的意义”国际文学周等活
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上海
书展让传统和现代阅读在展会上碰撞出
火花，没有把眼光停留在参展机构数量等
冷冰冰的数字上，而是在不断推广更具价
值、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
惯，在如今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不断引导
读者深度品质阅读，我认为这是上海书展
最难能可贵的精神，也是其受到多方关注
的原因之一。
今年中国实体书店创新年会以“资本
融合和技术创新驱动下的书店变革”为主
题，符合实体书店发展规律。如今，言几
又、钟书阁等新型书店如雨后春笋般蓬勃
发展；
当当、
亚马逊等图书电商在积极布局

线下；浙江新华、四川新华、辽宁出版集团
等传统出版发行集团在积极改革转型；共
享书店等阅读概念不断被激活，书店行业
因此受到了更多资本市场的关注。同时，
实体书店的发展与技术创新联系也愈加紧
密，如辽宁出版集团推出的“盛文·北方新
生活”系列项目全面启动以“荐读服务、借
享服务、
定制服务、
展演服务、
课程服务”
为
核心的“盛文知识服务体系”，构建以“图
书+文化多元+空间+知识服务”为内核的
书店最新经营模式，提供“学习型社交、生
活型社交、娱乐型社交”所需的文化产品，
推动实体书店社交型供给侧改革，让读者
享受到纸媒阅读、
电子阅读、
听书阅读等多
元化全载体阅读体验，这正是技术创新为
实体书店经营带来的巨大变革和红利。
辽宁出版集团的转型战略与今年的会
议主题不谋而合，这不仅让我们坚定了继
续运用新技术的信心，也让我们未来转型
发展走得更快、
更顺、
更实。

上海书展 8 年常见常新
朱钰芳

幕在即，此次会议以“资本融合和技术驱
动下的书店变革”为主题，令人期待。实
体书店的创新离不开资本融合和技术驱
动。大连市新华书店一直重视新技术的
应用，致力于打造数字新华书店，并自主
研发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智慧共享书
吧”，24 小时为读者提供购书、借阅服务，
实现了“由买书到借书”
“由个人阅读到共
享阅读”
的重大转变。受图书电商等因素
影响，
目前实体书店发展确实遇到了一些
困难，但也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亮点，如
越来越多的图书电商、在线读书会等开始
在实体渠道布局，建设地面体验店，这说
明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书店或组织，
都希望
离读者更近一些，
面对面开展交流。这也
要求实体书店在未来要在服务、创新、多
元化等方面下功夫，
增强竞争力。

■朱钰芳（杭州晓风书屋创始人）
“扶老携幼全家逛上海书展”
已经成了
一道美丽的文化风景线。参与上海书展 8
年来，晓风书屋以“书店+地方文化元素”
为特色，每一年都加入新元素，如 2013 年
加入了老地图、西湖伞等西湖元素；2016
年，
将南宋文化和《宋画全集》进行了结合；
2018 年是丰子恺先生诞辰 120 周年，遂以
“先生的书房”为主题开展了相关活动；今
年，晓风书屋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会联
合 推 出 限 量 出 版 物 ，提 倡 和 传 播 国 学 经
典。8 次参加上海书展可谓受益匪浅：一
是书展的现场交流锻炼了参与同事的能
力，
让他们真正成为有内涵的阅读推广人；
二是可以检验晓风研发的系列文创品的市
场接受度，第一时间得到读者一手反馈意
见，
便于后续研发和推广；
三是让更多读者
知道杭州有家特色书店——晓风书屋。
晓风书屋开业至今 23 年，始终坚持以
“书”为中心，打造成为杭城读书人的一处

“精神家园”。我们意识到，在这家小书店
里，有着这座城市的“包浆”——读懂地域
文化，做好在地特色才是书店生存之道。
近年来，
晓风书屋每一家分店都独具特色，
打造的每一家分店都有自己的
“活法”
。截
至目前，晓风书屋共有 15 家直营门店，共
有 5 大类型：景区书店、校园书店、医院书
店、社区书店、博物馆书店。以不同定位、
不同经营理念，做好书店运营。我有责任
开好晓风书屋，将其打造成为一家有情怀
的人文书店；打造成为一家有乡愁、有胸
怀的书店，不仅能够留住杭州的乡愁、浙
江的乡愁，也向世界敞开胸怀，向一切世
界文化优秀遗产致敬；打造成为一家有责
任感和使命感的书店，不忘肩负的社会责
任，努力开展公益活动，并积极探索更有
效和更有公众影响力的公益模式，更多地
回馈社会，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城
市增砖添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