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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出版营销出版营销周报周报 中国出版营销
周报官微

书业教装文创多元
展订协同平台

上艺门
官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少波关键词 商业逻辑 线上营销 供应模式

社电对接催生图书电商新逻辑社电对接催生图书电商新逻辑
2019全国书业社电营销实务对接会在京举行

当线上电商高增速红利见顶，当垂直电商演变成传统渠道之时，开始发力线上发行的出版社

该如何应对？线上电商该如何寻求破局？

从“新华书店.com”的建立到当当网的开通，再到如今各家发行集团先后建立线上平台；从京

东、当当、天猫图书等电商成鼎立之势，到出版社、书店的网店“火力全开”，再到微信公众号售书、

大V、抖音、拼多多等新渠道涌现，出版发行业线上发行路走过20余载，渠道越来越多元，面临的

困惑也越来越多。

在此背景下，8月29日~30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举办了“2019全国书业社电营销实务对接

会”，携手出版发行业、电商平台大咖，纵论移动互联新时代线上图书运营。（链接：2019年9月3日

2557期头版《大咖荟萃，社店营销进入新时代》）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7日，由中华诗词

学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央电视台、中华诗词

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

理委员会主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西安沣

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咪咕阅读协办，陕西诗经

里文化旅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诗

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在陕西省西咸新区

沣东新城“诗经里”小镇举办颁奖典礼。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潘凯

雄，陕西省西咸新区管委会主任康军出席颁奖礼

并代表主协办方致辞。潘凯雄高度评价了“诗词

中国”四届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他说：“让当代诗

人将自己的优秀作品带到‘诗经里’，与三千年前

的先人们唱和吟咏，是一次浪漫的邂逅。”康军表

示，将以举办第四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

赛颁奖典礼暨大美诗经里系列文化活动为契机，

提升优化西咸新区文化创新创业氛围，把西咸新

区打造成中国诗词传承发扬的文化高地。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

代表“诗词中国”组委会向西咸新区党工委委员、

沣东新城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柳政颁发了“诗词

中国创作基地”牌匾。王蒙、周笃文等当代文化名

家，赵敏俐、钟振振、熊东遨等国内诗词领域学者，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

李舫，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副总经理简勤，第四届

“诗词中国”获奖代表以及沣东地区“书香家庭”代

表等出席颁奖礼。

第四届“诗词中国”共评选出绝句、律诗、词、

古风四个组别的年度创作奖项431名，其中主赛

279名、青少分赛152名。与往届“诗词中国”相

比，第四届“诗词中国”更加注重作品质量和题材

的当代性。在此次获奖作品中，不乏以南海舰

队、三峡人家、赴边援藏等为题材、体现新时代昂

扬精神的佳作。据了解，自“诗词中国”举办以

来，组委会共收到原创传统诗词投稿41万余篇，

存档作品 63 万余首，自发存档的民间诗人突破

4.6万人。

第四届“诗词中国”颁奖典礼的文艺演出以

《诗经》为主题，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运用地

屏跟踪技术、冰屏显示技术、AR虚拟等先进技术

手段，将《诗经》中描写到的“桃之夭夭”“在水一

方”的美妙诗意完美呈现在舞台上。歌手平安在

颁奖典礼现场演唱了由喻江作词、何琪作曲，为

“诗经里”小镇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诗经里》。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诗词中国”与西咸新区

沣东新城“诗经里”小镇将围绕“大美诗经里”举

办丰富多彩的诗词文化推广活动。自 8 月~11

月，将先后开展以“我从诗经里来”为主题的线上

摄影大赛、短视频大赛，在“诗经里”小镇举办文

创产品展售活动、主题诗会采风及“诗词中国”文

化名家讲座。 （江海）

回归诗词原乡回归诗词原乡 书写新时代书写新时代““风雅颂风雅颂””
第四届“诗词中国”颁奖典礼在陕西举行

平台电商更新商业逻辑抓精准对接

对于电商平台来说，“流量+转化”依然是当

前的焦点问题。如何吸引年轻一代目光？如何

进一步深耕大众市场？如何挖掘用户的深层需

求？如何精准触达实现营销转化？如何打造爆

品……与会嘉宾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解疑答惑”。

正如博库数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蒋传洋所

说，目前在渠道端，线上图书电商正处于一个从规

模增长型外延式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内涵式增长过

渡的阶段；而在产品端，出版社正处于一个同质化

规模扩张到多元化、个性化纵深演进的重要转型

期。据介绍，博库数字出版传媒集团今年上半年

销售码洋12.54亿，同比增长48.86%；实现销售实

洋6.42亿，同比增长47.09%。下一步，博库将以用

户和内容为基础，以数据和技术为驱动，推动电

商、出版、知识服务和新媒体传播体系的全面深度

融合，全面提升内容运营能力，更好的服务用户。

未来平台电商要面对哪些人群？京东图书

文教业务部自营总监刘婷分析了Z世代的营销

思路。Z 世代泛指 95 后和 00 后，即 1996 年到

2010年间出生的一代人。针对Z世代有三个营

销重点，一是宠爱粉丝，当下粉丝经济、用户品牌

意识崛起，如何吸引粉丝和如何更好地与粉丝相

处，成为营销运营最重要的一环；二是用货找人，

找到圈子，标签化用户和产品，要触达精准；三是

娱乐营销，社交营销，想要和Z世代的人“打成一

片”，需要创新营销中的互动性、结合兴趣爱好垂

直营销以及植入社交场合精准营销。

了解了消费人群的特征，如何触达？当当出

版物事业部总经理张玲介绍了当当发力触达、告

知、服务顾客的方式与方法，如在电视台、微信朋

友圈、今日头条等大量投入品牌广告，通过线下

书店、“当当购物”微信小程序、“当当云阅读”微

信小程序、当当百度小程序、当当QQ小程序、当

当今日头条小程序等渠道提供服务；同时，以“0

元领”“打卡”“1分抽奖”“拼团”“芝麻开花”“集书

签”“作家评选”等形式进行裂变触达。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兼信息中心主任、四川文轩在线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邹健则提出以技术驱动促进业务升

级提升的理念。一是中台支持创新，通过中台能

力，实现多业态共享经营、供应链的能力，数据集

中治理；二是数据创造价值，助力流程改进、改善

体验、管理优化、业务变革、提高效益；三是用户

精细化运营，将第三方电商信息、门店POS中的

会员信息整合进入会员中心，并通过活动导流到

会员中心；四是精细化商品运营，打造核心产品

线、品种定制、挖掘小众市场、多维度营销；五是

店铺营销常态化，形成多元化的营销互动推广矩

阵；六是供应链商品组织；七是商品补货；八是渠

道选品；九是提升物流运转效率；十是产品化。

天猫图书总经理张炜谈到了三层商业模式，

第一层是卖货平台；第二层是大型服务商；第三

层是做后端市场，天猫大数据已经具备精准抓取

能力，可以分析消费者后续的潜在需求。

拼多多杨瑞则介绍了从服务精英阶层到走

向大众市场的商业逻辑，以此切入高性价比的新

增量场景，并讲解了如何用 90 天打造爆款图

书。他将之分解为新品期、上升期、成熟期、冲刺

期4个阶段，分别利用搜索推广、场景推广、聚焦

展位等付费项目，以及9.9特卖、领券中心、多多

进宝、搜索、场景、限时秒杀、专题活动、个性化首

页、推文等免费项目作为运营策略。

社群电商创新供应模式助营销升级

京东物流价值供应链部业务副总裁杨海峰

从京东物流价值供应链对图书行业供应链的创

新变革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消费变革和技术

革新推动供应链升级。供应链的变革趋势，一是

从“人找货”到“货找人”。当商品不再稀缺时，如

何精准地匹配合适的商品与有需求的人，成为零

售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二是从“物流执行”

到“供应链运营”。以用户需求精准满足为出发，

供应链视角的物流，逐渐从执行走向整体运营，

关注点从“效率”向“效益”转变。无独有偶，福州

葫芦弟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颜力将图

书品牌化、流量私域化产品化、内容变现、物流智

能化看作当下环境图书行业生存突破口。

社群电商的社交属性在如今的销售体系中

颇受读者喜爱。目前最为流行的社交软件抖音

成为图书线上营销新阵地。字节跳动政务策划

总监辛耕从探索政务新媒体创新边界的角度讲

述了如何用好抖音这一平台。樊登小读者创始

人、CEO肖宏文非常看重联结的重要性，据其介

绍，樊登小读者的策略是“一书两讲（故事版、讲

读版）+口袋秘笈”，以此可以促进孩子和家长的

联结。

理解用户才能找到营销逻辑。爱阅宝（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尉志江总结了公号渠道

特点：一是私域流量，打造相似人群聚集地、半封

闭的渠道；二是内容电商，撰写内容，定向推荐，

有曝光、有转化，市场作用大，容易打造成为热搜

词，适合推荐新品；三是社交电商，短平快、控价

好、单品非全品、饥饿营销；四是定位中高端，粉

丝群体消费能力偏强；五是粉丝年龄段增长，开

启儿童图书馆配业务；六是成为稳定渠道，会持

续增长，并成为稳定转型。

十点读书和童书妈妈是目前较受关注的图

书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副总裁廖仕健在现场

详解了爆款课程背后的核心营销逻辑，提出“我们

要理解的不是选题而是真正去理解我们的用

户”。贩卖课程要抓住人设、痛点、效果；传播课程

是传播选题背后的价值主张。选题不仅仅是满足

用户显性需求的路径，也是传播能够让用户认同

的生活方式，而这种认同一定是基于课程的核心

价值主张。“童书妈妈三川玲”内容总监舒雯则提

出要以内容为王，帮助出版方挖掘好书的价值。

图书出版在社交电商领域具备天然优势。

这是有赞学院金牌服务商、白石互动联合创始

人、CMO王慧敏的观点。但从何入手？她提出，

首先要明确目标，第一目标是什么？如果是品牌

宣传，看内容数据、粉丝数据、传播数据；如果是

销售转化，零售方面看用户数据、转化数据，分销

方面看渠道数据。其次是合理使用资源，是要集

中力量办一件事，还是要多点开花？合理使用内

部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最后是合

理安排内部人员，发现团队优劣势，扬长避短，核

心优势是基础素质和学习能力。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营销管理部主任杨韶

辉谈到做自营网店的N个好处，例如图书的销售

可以换一种更好的思路、玩法，撬动和改变出版

社和渠道的关系，接近用户（读者）是企业（出版

社）重要的资产，需了解最新的电商玩法、锻炼营

销队伍等。

在“2019全国书业社电营销实务对接会”现场，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联合京东图书、当当、天猫图书等电商

平台揭晓了2019年度全国图书电商金牌店铺、2019年

度全国图书电商诚信经营店铺、2019年度全国图书电

商创新经营店铺3大推选奖项名单。

2019年度全国图书电商金牌店铺

文轩网旗舰店（京东、天猫）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当、京东）

博库（京东、天猫）

中信出版社(京东、天猫)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当当、京东）

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当当、京东、天猫）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京东、当当）

葫芦弟弟（京东、天猫）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京东、当当）

北京智慧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京东、当当）

2019年度全国图书电商诚信经营店铺

安徽新华书店图书专营店（京东）

北京京源畅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猫）

北京图书大厦旗舰店（京东）

常州新华书店图书专营店（京东）

凤凰新华书店旗舰店（京东）

湖南大学出版社（当当、天猫）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当当）

江苏译林出版社有限公司（当当）

接力出版社童书旗舰店（京东）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天猫）

青岛书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天猫）

人教教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当当）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当当）

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当当）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当当）

天地出版社（天猫）

学苑出版社旗舰店（天猫）

浙江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天猫）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当当）

中国妇女出版社（当当）

作家出版社（当当）

2019年度全国图书电商创新经营店铺

北京盛世九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猫）

北京新东方大愚图书音像有限公司（京东、天猫）

北京远流经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蒲公英童书馆）（当当）

布克图书专营店（天猫）

电子工业出版社（京东）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京东）

故宫博物院出版旗舰店（天猫）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当当）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京东、天猫）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APP）

机械工业出版社（京东）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京东、天猫）

辽宁出版集团图书专营店（京东）

青岛市即墨区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天猫）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京东）

山东书虫图书有限公司（京东、天猫）

时尚传媒旗舰店（天猫）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当当）

悦悦图书专营店（天猫）

浙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当当）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当当）

注：获奖店铺名称后括号中的“当当”“京东”“天

猫”为推荐该店铺参加本次推展活动的平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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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接
会
获
誉
名
单

全
国
书
业
社
电
营
销
实
务
对
接
会
获
誉
名
单

聚焦内容运营升级 博库集团建设健康和谐线上平台

“商报·京东数据8月畅销书榜单”分析

开学季拉动词典与教辅书销售

责任编辑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打磨法 P6

6省1市发行集团2019半年考

稳固主业经营 持续进行新业务拓展 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