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公司名称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湖北美术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人民交通出版社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地图文化分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五洲传播出版社

安徽出版集团旗下时代艺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

莎士比亚帆布袋、红楼桌垫、水浒门帘、吴尔夫咖啡杯、屈原端午香囊、

巴黎圣母院书立、“匡扶汉室”T恤等。

“三联文房”系列狼毫笔、葫芦杯、荷花杯；秦砖茶海系列茶器；书房香道

之“桑菩题”藏香、藏香手串；书房字画之冷冰川高级复制画等。

“古漱堂”系列、“自在森活”系列。

《南大故事》（6册）笔记本、《南大记忆》校史主题日历、“思想家手账”高

端学术类笔记本、文艺帆布袋等。

“呼葱觅蒜合作系列”抱枕、帆布袋、手机壳、台历、钥匙扣等。

鲁美传承系列丝巾、孔府珍藏系列文化用品、中国皮影系列手工原创皮影。

海豚标准国际示范园、海豚国际儿童体验馆。

古地图典藏、生活家居、办公商务、传统地图跨媒体拓展等。

huster大爱的帆布包、圈圈圆圆冰箱贴、华科尺子书签、校园建筑冰箱

贴、华科原创文具套盒、丝巾、原创校园文化衫等。

“最美古诗词”系列手账、双语古诗词系列手账、“风物”系列双语手账等。

独具徽文化特色的文房、茶礼、瓷礼、红酒、花艺等系列文创品。

已出版图书周边衍生品，包括周记日历、便签本、书签、明信片等。

手工图书、课程培训、手工工具原材料销售、手工博览会等业务。

“晚清民国旧景遗迹明信片”系列产品、城市系列笔记本。

围绕城市、建筑、文化作品等5个系列开发了丝巾、帽子、首饰等产品。

主要品牌

人文之宝

三联文房

古漱堂、自在森活

/

小浣熊不做面

鲁美传承、孔府珍藏

Dolphin Kids

舆图天下

九思书苑

/

艺茶事

有+、及物（规划中）

玩美手工

/

世纪朵云

部分出版社文创品牌及主要产品 （按采访先后顺序排序）

53本版编辑：王霖
E-mail：250648392@qq.com

排版：姚志英

出版社文创品开发不完全调查

出版社新领域的开拓与进取
线上渠道：自营平台挑大梁

随着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

文创品牌入驻天猫平台，文创品线上销售越

来越受到关注。在这一趋势下，线上平台也

成为出版社文创品销售的不二之选。

各大平台自营店铺成为主力。人民

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策划部主任宋强

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渠道主要有人民

文学出版社文创官方旗舰店“人文之宝”

（有赞商城）、微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

签名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天猫店文创

专区。这一构成也代表了大部分出版社

文创销售线上渠道的构成。例如，湖北美

术出版社线上开设了“自在森活”淘宝专

营店，并在该社的天猫旗舰店和相关社群

进行销售。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文创品的

线上销售渠道主要有天猫、京东和当当等

平台。据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地图文化分

社社长卜庆华介绍，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成

立了天猫旗舰店，也通过大V店、易捷北

京等其他线上平台销售文创品。玩美手

工采取的也是线上线下融合经营的发展

模式。据玩美手工运营总监王标介绍，线

上通过手工网、手工艺网络大学、第三方

平台（微信、微博、抖音等）发展会员、提供

在线服务，通过天猫旗舰店、微店等电商渠道为全国手工

爱好者提供一站式原材料、工具、器材消费供应。

自媒体合作重视KOL（关键意见领袖）引导。化学工

业出版有限公司旗下阅读名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在2018年设计了一套独立原创设计的科普图书文创产

品——《打捞遗失的繁星》。据了解，《打捞遗失的繁星》

自2018年10月上市以来，共加印了4次。如何取得这样

的成绩？化学工业出版有限公司文创图书编辑郑芳介

绍：“渠道的选择十分关键。我们在对比了地面店、传统

电商、微信平台后，选择了微信公众号进行内容推送，由

‘憨爸’‘尹建莉’‘暖暖妈’等KOL发起团购，达到了较好

的销售效果。”此外，南京大学出版社媒体宣传部戚宛珺

补充到，自媒体平台是相对特别的，针对图书的性质去寻

找合适的自媒体合作，平台会针对图书的特性撰写深度

推广文案，触动粉丝购买。目前，南京大学出版社笔记本

类文创品在独立书店、网店、自媒体分销平台以及社内的

天猫、京东等自营平台均有销售，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线下渠道：与书店展会相结合

在探寻出版社爆款产品畅销原因之时，“文创品的研

发大多是围绕图书内容展开，因此可以通过对图书的营

销促进相关文创品的销售”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因

素。此时，线下渠道的体验优势就凸显出来。

抓住书店转型升级之机，占领一席之地。“线下渠道

主要通过各省市新华书店和特色书店进行销售”“我们销

售的线下渠道主要是新华书店、各大连锁书店和独立书

店”，在采访中，诸如此类的声音多次出现。对此，山东美

术出版社营销部负责人刘晓曼说：“目前销售渠道以新华

书店为主，利用其转型升级的有利时机，进行合作、优势

互补。同时，利用自媒体平台如微店等进行重点促销。”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九思书苑文创产品经理陈瑶也表

示，该社文创品的渠道主要为“九思书苑”书店，销售最好

的系列是校园文化衫和笔记本套盒，因为设计元素为校

园经典元素，精美实用。

对接更为精细与细分渠道。教育类、动漫类等产品，

因其特有的群体属性，有着更为精准的细分渠道，所以很

多出版社也将目标瞄准了这些领域。例如，人民交通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很多产品与动漫IP相关，因此，人

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创意发展中心主任邵江

告诉记者，他们偶尔参与漫展时会设

置线下展位。安徽时代艺品公司的文

创产品销售渠道主要是 B2B 采购方

式，据该公司文创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种营销方式既可以减少企业生产成

本，又可以缓解产品库存压力。幼教

玩具研发是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

特色，为了体现产品的多样性、教育价

值和服务的多元化，海豚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辛炜昕介绍，他们主要

聚焦教育渠道和家庭渠道，前者包括

阅读功能室、科学功能室、示范园项目

以及独代品牌EDX等销售较好，后者

有英国高品质手工玩具 Le Toy Van、

瑞典水面玩具畅销品牌 Aquaplay、澳

洲经典数学玩教具EDX以及海豚国际

儿童体验馆等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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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国内出版社在文创品的研发、渠道拓展与营销方式上不断发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也持续关

注他们在文创领域的动态。2019年，已相继推出《“出版+文创”先解决“入”与“出”》《“出版+文创”产品研发3

路径》等专题报道（链接：2019年3月22日第2512期第10版《“出版+文创”先解决“入”与“出”》、2019年4月2

日第2515期第9版《“出版+文创”产品研发3路径》），分别探讨了出版社做文创的切口及“出版+文创”的产品

研发等问题。本期，我们希望从“面”上梳理目前国内出版社在文创品开发上的基本信息，因此我们对全国近

40家出版社进行了“摸底”与采访，企图还原出版社文创品开发的全过程。在采访中，一些出版社由于不同的

原因拒绝了采访，一些出版社有计划但暂时还未涉及文创开发，而大多数出版社均在近三四年前开始涉水文

创产品开发。（注：此次调查以国内出版社为主，大部分出版集团及旗下发行单位开发的文创品不在此列。）

宋强：从产品上，我们希望建立出版社的IP数据

库，将IP形象化，然后成规模和系列地去开发好的文

创品；从渠道上，除了建成以淘宝和有赞微店为主的

电商模式外，也要开设自己的品牌文创咖啡店作为直

营的实体店面，将“文创+咖啡+精品书”的模式推广到

更多城市，满足读者阅读、购物、社交的立体需求。

向 冰：未来，我们希望在产品的研发上加入更

多新媒体、互联网的内容，丰富产品体验感，让文创

品更多地进入到受众的生活之中，让图书与产品更

紧密、恰当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稳定、良好的服

务链，带给消费者优质的体验感。

卜庆华：着眼于地理信息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

的融合，将创意设计与新兴技术融入地图文化，开

创新型文化业态，开发特色的地图文化创意产品，

培育与扩大消费市场，打造从内容、创意设计到销

售的地图文化创意产品价值链，形成地图文化创意

产业特色，并打造品牌特色和国际知名度。

刘晓曼：山东美术出版社将继续围绕“鲁美传

承”“孔府珍藏”两大产品线进行文创品研发，除了

现有的载体形式外，将为文创品注入更多高科技元

素，在满足消费者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充分挖掘

体验经济的红利，为消费者提供更科学、更艺术、更

个性化的全新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

戚宛珺：未来，南京大学出版社可能会和文化

公司、艺术工作室等平台联合开发文创品，充分发

挥各方优势。出版社在内容与创意上多做支持，依

托文化公司与工作室的渠道与资源，强强联手、相

辅相成，共同提升品牌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梁 媛：在文创品的开发上要立足于出版社自身

已有的资源。一方面，这些资源是现成、可利用的；

另一方面，利用特定的资源开发具有针对性的文创

品，其实是开发具有出版社特色的产品。这些产品

是其他出版社或公司模仿不了

的，也是出版社立足之本和后期

产品营销的切入点。

安徽时代艺品文化公司文创

相关负责人：目前，时代艺品集中

在高端品牌文创品、艺术家周边

产品等方面进行探索，例如与北

京电影学院合作开设北影文创店

项目，不断整合高端文化品牌资

源，通过“产学研”联动，实现强强

联合，逐步建构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模式，带动“产学研”成果转化，

全面提升创收能力，实现合作共

赢。此外，我们立足时代美术馆

所汇聚的文化艺术资源，打造艺

术家周边文创衍生品，例如将安

徽省文化艺术名家的书画作品设

计开发成衍生文创品等。

出版社为什么做文创？

文创成为趋势，拥有广阔市场空间。2016年，国

务院发文明确要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这从政策

上对文创品给予了支持。

文创成为一个流行趋势，也成为时代的大背景

和潮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策划部主任

宋强表示，当下文创市场空间广阔，为出版社进行

拓展提供了时机，“目前国际上很多大型的出版机

构都在向文化服务机构转型，文化服务包括由文化

内容而衍生的文化生活用品，这种趋势也坚定了我

们发展文创的决心。”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也看中了文创的市场潜

力，作为高校出版社，在大学生人数较多的武汉，年

轻学生群体是文创品的主要消费者。该社自2017

年开始组建文创团队并启动文创项目。华中科技

大学出版社九思书苑文创产品经理陈瑶认为，受当

下文化新形势带来的改变，出版社尝试产业价值延

伸发展，用创意创新的方式把文化元素及价值赋予

到产品上，能更好传递文化理念，让更多大众了解认

识出版行业。

湖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向冰也认

为，如今消费者消费观念转变升级，人们不再仅仅停

留在简单的物品消费层面，更多追求的是通过购买

物品，获得附加值，以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认

同，表达自己的态度、品位和格调。该社2014年就

开始启动了文创衍生品的研发工作。

出版社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出版

社本身就是文化创意企业，一些出版社经过多年经

营，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内容、优秀作者和明确的读

者对象。利用资源优势策划和生产文创产品，是转

化资源、延伸产业链的有效途径。

2012年，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依托在时尚手工

图书出版领域深耕多年以及积累的品牌价值和资

源价值，通过对欧美、日本手工产业的学习研究和

对我国创意手工市场现状的深入调研后成立玩美

手工品牌。经过6年多不断努力和探索，玩美手工

立足时尚手工艺，倾力打造成为中国手工文化创意

全产业集成商。据玩美手工运营总监王标介绍：

“经过十多年手工图书出版和品牌塑造，河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在手工领域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另外图书本身也是一种媒介，这对玩美手工的

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沿着专注、特

色、产业化的发展路径，逐步形成‘一书一品牌、一

线一世界’的品牌特色。”

湖北美术出版社在国内专业美术社中一直名

列前茅，旗下有多条码洋过千万的产品线，每条产

品线都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图书品牌，并在业内

和读者心目中有一定号召力。向冰认为，依托这些

品牌的内容资源优势、传播优势与人才优势开发文

创产品不仅可为，而且潜力巨大。

安徽时代艺品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时代艺品公司”）自2016年正式运营，文创

衍生品的研发工作自公司运营初期便已是业务发

展方向之一。作为安徽出版集团和时代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艺术板块发展的核心公司，在经营发

展的过程中，安徽时代艺品公司积累了丰富的艺术

资源，为了更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需要不断整合优

质文化艺术资源，做好文创市场的开发工作。

拓展图书品牌内涵，提高文化机构影响力。文

化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高知识性、

高附加值的特点，出版社做文创有利于调整产业结

构，为传统出版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同时满足读者

阅读、购物、社交的立体需求，拓展与延伸图书品牌

内涵，提升影响力。

三联时空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是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控股，北京、上海、中国香港

三家三联书店合资成立的文化公司。该公司是为

了整合三地资源，发挥各自优势，不仅在国内，也在

全球图书市场打造“大三联品牌”，大力推动中国文

化“走出去”这一战略目标而成立的。三联时空国际

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博文表示，2017

年上半年，公司在策划图书出版的基础上，开始尝试

做一些图书衍生品，例如笔记本、手账本、便签本、环

保布袋等，尝试以另一种形态来展示三联的历史和

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媒体部主任秦静花认

为，该社开发的文创品主要是契合学术出版的特点，

是出版资源的再利用和再开发，配合相关出版物附

赠或者捆绑销售，作为宣传品的同时也促进销售。

出版社主研哪些文创产品？

出版社研发的文创品，有的创意来源于图书，有

的依托于出版社自身资源，有的则根据出版社主要服

务的渠道与对象。不管做什么样的产品，出版社文创

品的研发思路主要依据出版社手握的资源、擅长的方

向，以市场导向为指导，以读者需求为着力点，力求产

品和图书都能最大化实现品牌增值。

试水首选主题笔记本等富有内涵的纸质产

品。主题笔记本等纸质文创品是大多数出版社初

做文创时喜欢研发的产品。除了笔记本，还包括手

账本、台历、明信片等。向冰坦言，对于出版机构而

言，纸质产品的研发难度较小，也是所了解和擅长

的领域，并且市场的需求较大。纸质产品内容丰富

且大多成本不高，所以从纸制品等小物件来试水文

创品，是出版社比较容易操作的方式，再通过市场

检验，不断总结经验作相应改变。

研发文创品一般依托于某本图书或系列图书

品牌。2017年，全民掀起“诗词热”，五洲传播出版

社开发了一套“最美古诗词”系列手账本，获得市场

好评，到目前为止，该系列已经出版了7本，印数已

有十几万册。五洲传播出版社编辑梁媛介绍，2018

年，该社尝试做了一套双语古诗词系列手账，上市

后，市场反响不错，为其在如何使用出版社已有资

源开发具有“五洲特色”的文创品上打开了新思

路。2018年年底，五洲传播出版社开发了一本双语

古诗词台历，产品一上市就受到欢迎，供不应求，加

印了3次。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开始试水文创品，并

直接选择了笔记本形式。2016年“5·20”南京大学

校庆期间，南京大学主题笔记本《南大故事》（6册）

上市，引起南京大学师生和海内外校友的广泛关

注，先后4次重印，销售3万余册。南京大学出版社

媒体宣传部戚宛珺认为，以《南大故事》为代表的文

创品，标志着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大众图书产品结

构转型的开启。 （下转第54版）

出版社开发文创品，已经成为当下的潮流。对

于出版社来说，涉足文创赢利并非主要目的，文创

对于品牌的溢价作用才是他们看中的地方。但文

创品生产出来不是结束，在哪里销售才是实现溢

价的关键一环。在调研中记者发现，线上线下渠

道已成为文创品销售的“标配”，在此基础上，出版

社再根据自身特色，精耕更多的细分渠道。但无

论是哪个渠道，都直接面对的是消费者这一C端。

出版社发力文创品未来有哪些计划与愿景？思
考

观
察

宋 强：出版社研发文创品，因各自占有的资源不同，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有些无版权可开

发，有些无品牌可借力，有些没有渠道，有些思路僵化……解决了这些问题后，还有IP的可视化

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也不能说具体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只要给正确的

人足够的空间去尝试，给足够的政策去支持，解决问题是迟早的事情。

向 冰：在文创研发中，我们目前遇到了三个问题，一是文创研发生产缺乏系统性中长期规

划；二是缺少营销等人员组成相对专业的团队；三是销售方式目前尚未形成一种固有模式，没有

形成一以贯之、不断完善的机制。出版社本身就是文化创意企业，有丰富的内容资源。目前来

看，出版社利用资源优势策划和生产文创品，是转化资源、延伸产业链的有效途径。但对于文创

品而言，内容、创意和渠道都是关键。设计人才的缺乏和销售渠道的开拓等，尚是出版社文创品

研发的短板。如何真正实现1+1>2的效果，仍需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邵 江：文创品研发的过程也是商品研发的过程，品类的研发、量的考量、质的要求、店铺装

修甚至仓储、物流和财务都需要一一做好。麻雀虽小，也要做到杂而不乱，每个环节都需要我们

用心把控。

辛炜昕：目前我们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幼教具生产行业的产业链认知普遍有待提升，理论

和实践的平衡点不断在修正，导致市场需求的变动频繁，我们还没有找到较好的解决方法；二是

产品研发周期长，目前在持续调整优化中。

南京大学出版社帆布袋（左）、三联文房手工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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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
恼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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