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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图书城·盛文·北方新生活

大众书局ABSHOME

读者小站

广西新华书店集团·“约”阅读体验中心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凤凰海南书坊·小微书店

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啡页书咖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倍阅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乐之书店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青果书房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新华壹品

青岛胶州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涵泳·复合阅读空间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新华·爱书客

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南村映雪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简阅书吧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玖伍文化城

皖新传媒·阅+共享书店（拾光书屋）

云南新华书店集团·云上乡愁书院

浙江柯桥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有书会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萌想+儿童阅读成长体验馆

标杆大书城

安徽图书城店

北京王府井书店

大连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

广东新华赤坎购书中心

贵州书城

湖北新华遗爱湖书城

湖南新华益阳书城

江苏凤凰新华昆山书城

江苏徐州凤凰书城

江西上饶新华文化广场

开封中心书城

内蒙古新华鄂尔多斯书城

宁波新华鄞州书城

青岛新华传媒广场书城

山东新华泰山书城

深圳书城龙岗城

文轩BOOKS

西安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

浙江新华玉环书城店

示范基层店

赤峰洪森书城

北京新华花市书店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江津书城

大连市新华书店大连博物馆店

广东新华新塘书城

桂林新华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

海南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书店

河北衡水新华啡页书咖怡然城店

河南开封新华购书中心

湖北新华仙桃书城

湖南新华衡阳船山书城

吉林梅河口新华书店

江西新余市新华书店

内蒙古新华通辽书城

厦门市新华书店中山·阅埕

山东新华荣成新世纪书城

山东新华寿光书城

沈阳市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

盛文·北方新生活大连24小时书店

西西弗蓝色港湾店

新华文轩龙泉店

云南新华书店凤庆书城

浙江富阳新华书店

中国书店北京雁翅楼店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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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论坛期间，与会嘉宾通过实操案例分

享了实体书店升级改造的经验与教训，为书店转

型升级改造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依据；通过强化门

店设计与店面绩效管理、店面坪效间关系，纵论

转型升级下的店面绩效管理与坪效提升；通过探

讨实体书店绩效提升与考核办法，寻解提升实体

书店整体经营能力的方法。

5G与人工智能
实体书店该如何应对

据相关报道显示，预计今年下半年，5G手

机、5G平板电脑将投放市场。在用户对5G概

念充满未知和期待之时，各行各业已经在其影

响下悄然生变。那么，实体书店应该如何应对

5G与人工智能？业内相关企业负责人给出了

自己的思考，并分享了其实践经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社长伍旭升强调，面对

5G和人工智能，实体书店、阅读空间发展前景不

是更窄了，而是更宽、更快且无限了。如果说，其

他的空间、商超、综合体会遇到5G以及互联网的

寒流，实体书店、阅读空间不会，也不应该会。因

为，它展现的是文化自信、民族力量。5G与文化

“联姻”，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空间就不仅仅是

空间了。设计改造是为了更好地运营管理，而运

营管理的核心是解决“为谁引流”的问题，根本出

路是书店自己能造血汇流，以内容汇流。5G与

科技提供了体验与管理的新手段，门店设计要与

之相适应，跟上创新步伐。

同样，在中金易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数据

中心副总经理周耀光看来，不管是5G还是人工

智能，都是一个长期、个性、具有时代意义的事

业，是个细水长流的“活儿”。在这个过程中，书

店人要有“定心”“定力”“定位”。定心即“为书找

读者，为读者找书”的初心不变，不忘服务读者的

初心，牢记传播知识的使命；“定力”即遍布的书

店是最好的资产；“定位”即找到真正的用户并服

务好。

京东物流价值供应链部图书门店代运营负

责人张姣认为，消费变革和技术革新推动了供应

链升级，供应链变革趋势一是从“人找货”到“货

找人”，二是从“物流执行”到“供应链运营”。京

东数字化供应链以品类规划为龙头，建立从消费

者需求分析到企业内、外部协同的工作流程，以

驱动管理优化、重构数字化供应链能力。从商

品、价格、计划、库存和协同五个方面着力打造数

字化供应链平台。在门店运营方面，京东通过对

用户、商家以及外部环境的把握，基于复杂技术

构建易懂工具，以简单的方式呈现产品深度，对

受限于物理因素的商家赋能，解决其现有痛点，

为市场提供精准服务产品。

此外，安徽皖新智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永红、大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管月坤、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杨红卫、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江宁新华

书店总经理张刘分别从馆店融合、书店高质量发

展、校园书店连锁推进、县区店运营等角度进行

了解读分享。

设计与理念
门店如何避免两张“皮”

在门店的升级改造中，书店“颜值”及功

能的与时俱进对于客流的吸引、读者体验感

的提升来说都十分重要。在此过程中，门店

升级的文化再造、科技与艺术元素的融合、

门店设计运营提升的关键事项、文化综合体

一站式运营提升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书店人。

昆明凌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溥斌

认为，任何一个书店的设计，都是为了助力于未

来运营。书店升级，首先，要升级人与空间的互

动，包括功能互动、情感互动、平台互动；其次，当

空间被赋予“社会+历史+文化+人”的活动等特

定含义之后才能称为场所，先要拓展空间价值，

然后再提升空间颜值。他认为，书店空间的价值

体系由书籍空间、阅读场景空间、文化活动空间、

休闲与社交空间四大空间产品组成。而地域文

化能够有效提升书店颜值，“地域文化+书店文

化”既是书店文化场所更是国家文化品牌。

在深圳十方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设计总监金

云禧看来，现代书店与阅读相关的商业行为都是

根据阅读和消费习惯而设计的。设计的目的，是

为了使读者的购书行为更加便捷，消费环境更舒

适，与阅读相关的活动更加顺畅合理，最大程度

的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因此，让书店成为市民

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空间，是一个书店的根本制胜

之道。设计时可将建设前期的所有数据对应预

想空间输入模型，从而计算出相应的预留面积以

及核算客单量效益，权衡书店各个板块利弊，选

择适合设置的板块，再进行下一步的搭配。

杭州大隅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高奇坚以浙江新华海宁书城为例，该书城的设计

理念包括“站立的钱江潮”“文化地标”等，因此，

引入了名人文化——文化墙、潮文化——摄影作

品、彩灯艺术——徐志摩的诗等单元。他强调，

在此过程中，文字氛围的体现和营造、书店专属

的标识和导视、书店所属的当地文化的挖掘和表

现尤为重要。

湖北知合空间设计装修有限公司市场负责

人余成梅表示，如何打造一家成功的文化综合

体？“场景”与“人”的重新构筑十分重要。场景设

计是一门艺术，新的场景革命以“娱乐、互动、体

验”为主诉求，将商业环境极大地融入娱乐的主

题、艺术的主题、人文的主题等，将商业嫁接更多

的跨界元素，给予消费者人性化的关怀，丰富多

元化的体验，形成新的商业空间和氛围。在运营

方面，“文化+商业”“商业+文化”以及顶层设计

是第一位。多样化的创新体验手段、颜值即设计

和美感是基础，同时，先进的管理系统不能缺失、

线上与线下同步起飞、以人为本的服务品质不能

放松。

广州豪镁集团运营总监周勇辉更看重书店

在设计与运营中的差异化竞争。他认为，书店核

心竞争力包括九大维度，即市场、客群分析、模式

定位，经营类别配比与商品品类结构规划，采购

供应链系统，数据化系统建立，书店管理培训，商

品陈列标准，活动营销系统，多元业态规划以及

业务团购系统。

运营与管理
如何打造书店共生文化生态？

书店升级改造，除了“颜值”的提升，更

重要的是背后的管理与运营。如何持续吸

引客流？如何留住读者？怎样推动业态融

合？这些问题是书店人反复研讨与探索的

课题。

西西弗副总裁曹晋锐介绍，西西弗现阶段定

位为大众精品连锁书店，物理空间、产品运营、服

务互动体验三位一体，重快销模式、数控精细化

单品管理，体系化合作、跨地域复制发展，标准化

基础上的多元店型产品线。其中，在产品运营体

验，西西弗在图书占绝对优势基础上形成“图书+

咖啡+文创”三大产品板块，同时，专业选品团队

在海量SKU（库存量单位）中遴选10%的图书品

种；自主研发数控系统，实现精准单品流转管理；

自建物流仓配体系，保障每周3~4次产品上新。

新华文轩Kids儿童书店线上运营总监杨金

鹏表示，文轩儿童书店在做用户运营时，将两套

用户画像结合运营思考：在什么场景，用什么方

式，满足用户的什么需求。同时，通过“用户体验

地图”和“运营服务蓝图”来安排书店的资源以及

配置每一个接触点的角色，从而开展运营工作。

杨金鹏强调，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在

服务蓝图上配置资源制造用户体验，让用户拥有

一个美好的峰值和令人回味的终值，并全程不突

破用户的底线。

云南新华书店集团连锁事业部运营管理中

心门店管理部经理冷冰介绍，云南新华书店集团

“云上乡愁书院”是一个面向基层群众的文化服

务体，是推动基层全民阅读活动的有效方式，是

云南新华书店文化惠民的新探索。乡愁书院现

阶段以零售为主的经营模式，需要在“书与非书”

上扩充完善，在“店内店外”销售渠道上发力，实

现“开得起、立得住、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玖伍文化城开业2年，玖伍文化城自营业务

部总监白冰总结了其运营发展原则：以书引客，

以客带商；以商养店，共生发展。白冰表示，玖

伍文化城以“图书+文化+商业+旅游”为命题，

以用户需求为基本，链接多种业态，打造 360°

城市文化综合体；以“书窝”为理念，以“书丛的

旅行”为主题，体现“一步一花样”。玖伍文化城

在推动业态融合创新上作文章，打好“文化+”组

合拳，形成以文引商、以文带商、以文兴旅、以旅

促荣的良性循环。同时，以书店为主业态，将商

业置于书香氛围中，形成图书类目与商业类型

的深度融合，将书的内容场景化，将商业的内容

生活化。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实体书店升级改

造潮，在颜值提升、业态多元、吸客力增加的同时，不少书店也

面临着空间、业态同质化倾向，品牌辨识度低，选品能力偏弱，

经营效益提升有限的困境。

随着5G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实体书店的设计升级改造

进入了新的阶段。不少书店管理者认识到，书店的设计改造

只是手段，目的是更好地进行运营管理。此外，如何避免设

计与运营两张“皮”，改造后如何持续引流，如何更好地追求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等问题均成为书店人不得不面

对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9月19日~20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大

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与北京永盛艺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共

同举办了第三届实体书店设计与运营管理论坛。来自全国各

地、拥有丰富书店设计经验的设计师，以及在门店经营管理中

有着突出表现、与时俱进的书业从业者，聚焦“新时代、新科

技、新融合、新开拓”，共话实体书店设计与运营管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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