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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库数字出版传媒集团（以下简称“博库集团”）作为中宣部重点扶持的线上图书发行企业，自2011年

成立以来，依托行业优势和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综合实力和业务规模跻身国内图书电商企业前列。在

深耕图书线上运营的过程中，在自身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博库集团逐步建立了多品牌、全渠道的线上连锁

销售矩阵，覆盖了天猫、京东、当当、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完成了线上用户购书渠道的全覆盖。今年1月，浙

江出版联合集团将浙江省期刊总社、浙江电子音像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公司和原博库集团四家

单位合并成立了博库数字出版传媒集团。2019年上半年，博库集团线上图书销售码洋12.54亿，同比增长

48.86%，朝着全年30亿码洋的销售目标迈进。

随着博库集团线上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整合资源、发挥集团供应链和用户资源优势服务用户，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博库集团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不断尝试、探索的方向。

2017年，博库集团上线了“博库图书馆”，参照传统图书馆模式向用户提供电子书免费借阅服务；2018年，策

划推出了优质内容孵化平台项目，旨在通过打造“纸书专业精选——精编内容共读——深度阅读——优质

内容产出——多形态融合出版”的内容孵化闭环平台，助力全民阅读。该项目获得中宣部专项资金扶持；

2019年，为了进一步加快向综合性数字出版传媒企业转型升级，博库集团推动电商、出版、知识服务和新媒

体的全面深度融合，打造具有浙版特色的博库文化生态链闭环；同时，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博库集团推出

“火把”知识服务平台，聚焦内容运营，通过为出版单位提供一系列技术服务的方式，助推内容运营，实现让

“知识照亮未来”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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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电融合”的思考

关于“社电融合”话题，我更愿意从图书电商

行业和传统出版业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角度来

谈谈自己的认识。

从总体上来看，当前出版单位和电商平台都

处于阶段性的转型期：线上图书电商正处于从规

模增长型的外延式发展向质量效益型的内涵式增

长过渡的阶段；出版社正处于从同质化规模扩张

向多元化、个性化纵深演进的重要转型期。产业

转型期的大背景是我们思考“社电融合”工作的基

本出发点，转型期的矛盾必将伴随转型期的完成

而完结，这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毋庸讳言，当前出版单位与电商平台之间存

在一些分歧，甚至存在矛盾冲突，这些问题都是在

各自领域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带有明显的转型期

特征，具有难以规避的过程性，各自都深受经济规

律的制约。因此，与其聚焦矛盾冲突本身，不如渠

道端和产品端都专注于各自领域的深度转型，用

各自健康、符合市场规律的产业行为，促进产业链

的健康完善。

出版单位是博库集团线上业务发展的重要依

托，也是博库集团的产业链合作伙伴，双方的健康

发展是我们一致的目标。博库平台作为国有的线

上渠道，需要承担两项责任，一是坚守两个效益的

位阶关系，并尽最大努力探索书业健康和谐发展

之路；二作为渠道商要承担起服务用户与出版单

位的责任，当好产品与用户之间的桥梁。

火把——让知识照亮未来

打造四位一体的火把知识服务平台（以下简

称“火把”），即用户聚合、内容聚合、知识变现以

及出版3.0升级服务。

一是用户聚合。内容与用户是出版业发展

的两大根基。如何更好地实现内容与用户的完

美交互，是“火把”致力于解决的终极问题。“火

把”通过技术手段，可实现用户来源精准到每本

书籍或每个智能二维码，并通过提供一对一的专

业指导，让每个码都可实现最大的有效用户转

化。利用用户在平台的操作路径，采集用户动态

信息，并与博库集团已有的 7000 万纸质书用户数

据库相结合，建立起庞大的动态用户数据库，具

象化用户画像。

二是内容聚合。在知识需求多元化的时代，

以纸书为媒介，进行“一种内容，多种产出”的深

度价值挖掘势在必行。但是出版社是否真的清

楚社里内容资源和可开发的版权资源？尤其是

随着多年来的资源积累以及人事变更等，是否也

会出现内容资源或版权丢失或不明的情况？针

对这些问题，“火把”提供了内容资源库的系统服

务，帮助出版机构整合和管理内容资源，随时修

改、随用随取；帮助出版机构对自有内容资源进

行深度聚合，提升内容聚合能力及创新能力，更

全面地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差异化内容需求，增

强不同场景下的内容体验，提高内容感染力和品

牌影响力。

三是知识变现。对入驻平台的出版机构提供

技术服务支持，以出版机构自有微信公号为载体，

进行用户深度整合，实现汇集纸书用户到自有微

信公众号中，扩大出版机构的用户池。

四是出版3.0升级服务。出版3.0的内容变现

不再是单一的纸书或电子书或音频内容，而是利

用新媒体传播，形成全网络营销体系的整合，推动

传统电商、自媒体电商、知识付费和线下的融合。

其核心是内容和用户勾兑，随时检索，随时呈现，

随时在场，随时生产，随时分享，这也是传统出版

与数字出版转型的高级阶段。除此之外，还将通

过智能二维码服务，赋能纸质书价值，通过提升扫

码率，扩大用户群体。

“火把”的定位是给内容出版机构和用户提供

满足需求、痛点的一揽子可行性解决方案，即为以

出版社为主体的内容出版机构提供从选题到销售

的全流程软件服务，为用户提供源自出版机构的

优质、可靠、精准、立体的知识内容产品。

一是专注于出版机构应用场景的SaaS（软件

即服）工具平台。本项目打造的 SaaS 平台基于出

版机构需求设计，包括知识产品电商、内容承载、

营销推广、用户管理、数据分析、大数据选题等一

整套技术解决方案。SaaS 工具平台在解决出版机

构人力、经费、资源不足时所面对的发行与营销模

式升级难的问题同时，还将引入出版全流程 ERP

管理模块，推动传统出版机构的流程再造。

二是建立完善的第三方服务体系。“火把”第

三方服务体系主要包括选题策划、内容设计与制

作、版权管理、店铺代运营、数据管理与分析、软件

开发等，在平台提供免费 SaaS 工具模块的基础

上，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有偿技术开发与定制服

务，并对传统出版服务内容进行整合。

三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精准产品集群。“火

把”着力打造“知识产品严选”概念，对入驻机构进

行严格筛选，并依据出版机构的业界影响力、专业

能力、市场表现力、平台运营能力等进行等级细

分，在确保内容质量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技术，

以千人千面的模式，向用户进行精准推送。

四是整合资源打造版权交易后台。“火把”将

充分整合相关行业资源，打造全版权交易后台，包

括三个措施：建立可量化版权价值评估标准、以全

版权经纪模式网罗优质内容源以及全方位开发版

权衍生价值。

五是建立共赢的广告销售模式。基于平台知

识付费用户的优质群体，丰富广告收费模式，重点

引入 CPC（点击成本）、CPM（千人展示成本）和

CPS（销售佣金）等互联网广告模式，为广告主提

供精准高效的传播渠道的同时，与机构、用户建立

相应的分账模式，实现平台与用户、机构、广告主多

方共赢。

5G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正处于一个具有无限想

象空间的技术革新时代，博库集团将全力以赴，在

“数字+”“内容+”和“用户+”的道路上与出版单位携

手同行、精诚合作，共同助力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聚焦内容运营升级
博库集团建设健康和谐线上平台

■蒋传洋（博库数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海书展、南

国书香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聚集的

8月可谓“书展月”，与之相伴，阅读氛围

也在全国各地日渐浓厚。8 月底迎来的

开学季前的图书销售旺季，更是让 8 月

的图书销售迎来了一个小高峰。透过

“商报·京东数据”8月畅销榜可以看到，

无论是虚构类还是非虚构类，经典文学

名著和词典、专业考试用书等与学生相

关的图书，在榜单中都占据较大比重。

虚构类畅销榜：经典名著与热门IP

受关注。《平凡的世界》《三体》《人世间》在

8月虚构类图书销售中占据前三，而与近

期热播电视剧相对应的《长安十二时辰》

《蜜汁炖鱿鱼》也迎来了热销。值得一提

的是，《长安十二时辰》还占据了电子书销

售榜单的第一名。还有一个亮点不容忽

视，在刚刚揭晓的第10届茅盾文学奖5部

获奖作品中，在虚构类畅销榜TOP20中

占据了3席位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

出读者对于热门图书的关注。

非虚构类畅销榜：词典与考试用书占

据半壁江山。该榜单中的前4位全部被商

务印书馆出版词典囊括，分别为《现代汉

语词典（第7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9版）》《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古汉

语常用字字典（第5版）》。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有2本书入榜《新概念英语1：英

语初阶（新版）》《新概念英语2：实践与进

步（新版）》。此外，在近期各大书展中的

热销图书，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19版标准版）等

也在电商平台销售火爆。

童书畅销榜：低幼类图书占比上升。透过8月童书畅销

榜发现，诸如《听，什么声音》《我们的身体》《宝宝视觉激发》

《0-3岁行为习惯教养绘本》《我爸爸+我妈妈》《小熊宝宝绘

本》《和小鸡球球一起玩》等偏低幼类的图书占比上升。从图

书自身IP来讲，“米小圈”不可忽视，该IP下有4本不同类型

的图书入榜，分别为《米小圈上学记一年级》《米小圈漫画成

语》《米小圈脑筋急转弯》和《米小圈上学记二年级》。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少儿类图书打造品牌IP的重要性。

电子书榜：文学与经管类图书为主。一方面《人生海海》

《简读中国史》《未来简史》等受到关注，另一方面，《稻盛和夫

的人生哲学》《逆商》《低风险创业》等经管类图书也成为学习

的重点，从侧面反映出受众阅读电子书的喜好和定位。

由于“文化建设和中华优秀文化传承”项目列

入了《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资助

重点，2018年5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手绘中国造

园艺术》出版发行；2019年5月29日，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国家出版基金”栏目公布了“2018年绩效考

评通报表扬及奖励名单”，《手绘中国造园艺术》项

目在2018年度所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排名第37

位。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手绘中国造园艺术》

一书的责任编辑和项目负责人，经历了两年多的项

目运作流程，我成长了许多，面对这项由国家出版

基金资助的优秀项目，从选题策划，到图文设计、编

审校和质量检查，到项目申报、组织实施，再到出版

运作、项目结题，是一系列连贯的动作，项目负责人

是在这一过程中游刃穿插的一条线，将每个节点动

作串连为一个整体，最终呈现给读者。反思各个阶

段的经验和教训，思考如何做好科技类国家出版基

金项目，我总结出了做好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两大

关键要点。

传递学术精神、内容“双效”平衡是关键

作为老一辈中国园林史专家，《手绘中国造园

艺术》作者陆楚石坚守在中国园林设计领域，不断

创作了大量的手绘作品。作为策划编辑，当我第一

次看到陆楚石五十余年创作热情的手绘作品和文

字手稿，除了惊叹、折服，还有伤神、为难。不难看

出，这一摞摞手稿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对于推动

中国园林走向世界具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出

版发行的挑战和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编

辑整理的工作量大，这是对“作者型编辑”的一次严

峻考验。另一方面，书稿内容专而精，读者受众面

相对较窄，会导致销售的诸多不确定性，成本回收

压力大，经济效益预期风险较高，“双效”可能会严

重失衡。这样一来，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或是

项目推进的最佳选择。该项目的选题策划大体概

括为以下几个步骤：挖掘作者、定位选题、斟酌书

名、整理书稿、策划出版形式、申报选题。其中，在

斟酌书名、整理书稿、策划出版形式是大费周折的。

积极参加行业会议，紧密跟踪学术动态，围绕

手绘原创斟酌书名。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高度重

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工作，专门设有

园林古建编辑部。《手绘中国造园艺术》从字面上看

是一个很直率的书名，但却是通过多次参加中国风

景园林学会学术会议、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组织

的学术活动，同时向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

研究所的傅熹年、孙大章多次讨教等密切关注行业

和学术动态所最终决定的结果。所谓“手绘”，是指

书中600余幅作品全部出自作者的手稿；所谓“中国

造园艺术”蕴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全书是从造园

的角度解读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第二，中国传统园林

是一门高雅艺术，造园要有高尚的素质和情操，尊重

传统文化，对自然真诚，追求和谐之美。

针对新园林设计实践，采用专题法详解“古为今

用”创作理念。《手绘中国造园艺术》一书在选题策划

之初，就力争从设计与构造的角度研究阐述中国传

统的空间造园观，记录和描绘中国传统园林的发展

演变。因此将内容分为八个专题进行详解，通过对

北海静心斋、故宫乾隆花园、杭州西湖等三十余处古

典园林的历史资料及图纸整理，收录了一些未对外

公开、日常难得一见的中国园林,其中不乏遗址已然

改变的珍贵史料。该书不仅解析了空间构成与造

景、景观建筑、理水、园路、植物配置、假山、小品等造

园的研究成果和设计疑难，还阐述了传统构造手法

和创作理念。同时，该书作者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对

于园林设计、旅游景点的设计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观

点和心得，也在书中进行了传统造园理论“古为今

用”的经验汇总。

以手绘图统筹图文设计，提前测算成本做好申

报准备。考虑到该书的呈现，为各篇章内容的阐述

增加直观的例证，书中配置了大量的原创手绘图

纸，包括平面图、鸟瞰图及造景分析图，多图的特点

在同类书籍中也属少见。为了确保了图片与文字

穿插组合，降低版面浪费率，该书针对手绘图纸的

大小比例，采用12开的版面；为了实现封面与内文

的风格统一，精挑细选将作者的一幅手绘图作为封

面底图，同时邀请一位气质相近的书法家题写书

名，充分从细节统筹设计该书的图文。值得关注的

是，在申报国家出版基金之前，往往要先按照设计

好的版式进行初排，并根据内容选择适当的印装形

式，这样才能更直观地呈现图书成果，更准确地掌

握图书规模，测算出版成本，为申报基金做好准备。

对标项目申报指南 邀请行业专家权威指导

项目申报的准备工作是否到位，直接关系着项

目能否成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作为责任编

辑，首先，在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前，务必熟知并

理解《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按照指南所列

出的条款，延伸阅读其出处。在填写国家出版基金申

报书时，逐条对标指南条款进行填写。其次，责任编

辑需与作者深入交流意见，准确地介绍项目背景和项

目内容。再次，因学术性、专业性存在差异，编辑还需

进一步向业内权威专家请教，了解申报项目的优势和

特色，将学术性强的专业用语转换成通俗、简练的描

述性的表达，有效地表述项目基本情况及已出版同类

项目情况。最后，邀请不少于2位业内权威专家，有针

对性地对项目作出中肯的点评和建议，撰写专家推荐

意见书。

同时，责任编辑在项目实施的全流程中，必须围

绕项目进度、成果质量、资金管理等三个方面，妥善地

与出版社领导沟通，以便在编辑出版及结项各流程

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确保项目按时保质保量、按

照规章制度顺利结项。项目完成后，责任编辑需按

照国家出版基金的结项要求，认真及时撰写结项申

请书、项目内容简介、项目实施经验等。

回顾《手绘中国造园艺术》的整体流程，正是因

为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在多方配合努力下，大大

提高了出版效率，该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完成国家

出版基金项目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对于在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学

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

于深入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

研究成果、体现文化积累、关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

创造的文化传承项目将更加重视并优先出版。

责任编辑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打磨法
——以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手绘中国造园艺术》为例

■章 曲（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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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时代下，线上平台如何实现内容运营升级，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在博库数字出版传

媒集团随着图书电商行业快速发展而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适应新零售时代下图书

电商行业的变化，如何利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让用户更快捷获取到所需的知识，如何让内容出版机构

更精准的向用户提供知识服务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想以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及项目实践来展开。

书名

《平凡的世界》（全3册）

《三体》（套装3册）

《人世间》（套装3册）

《人生海海》

《长安十二时辰》（上下册）

《活着》

《蜜汁炖鱿鱼》

“金庸作品集套装”（朗声旧版）（全36册）

《红楼梦（原著版）》（全两册）

《主角》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广州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虚构类畅销榜

书名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

《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5版）》

《新概念英语1：英语初阶（新版）》

《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

《故宫日历·2020年》

《考研政治 1000题（上下册）》

《2020新高考数学真题全刷：基础2000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19版标准版）》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故宫出版社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非虚构类畅销榜

书名

《听，什么声音》（套装6册）

《DK博物大百科》

“米小圈系列”

《我会爱自己》（套装6册）

《我们的身体》

《培生幼儿英语·阅读街》（全72册+2张光碟）

《不一样的卡梅拉手绘版·第一季》（套装12册）

《大侦探福尔摩斯》（40册合集）

《宝宝视觉激发》（套装4盒）

《逻辑狗》（5本题册+6钮操作板）

出版社

中国环境出版社

科学普及出版社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未来出版社

中国宇航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童书畅销榜

书名

《长安十二时辰》

《Python编程》

《原则》

《美国陷阱》

《从受欢迎到被需要》

《人生海海》

《简读中国史》

《穷查理宝典》

《稻盛和夫的人生哲学》

《道德经说什么》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中信出版集团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岳麓书社

中信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公司

江西人民出版社

电子书畅销榜

Z2 一线实战中国中国出版营销出版营销周报周报
CHINA PUBLICATION MARKETING WEEKLY

焦
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