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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期间日均到馆客流量5817人次
六安市图书馆打造馆店融合六安市图书馆打造馆店融合22..00版本版本

■李永红（安徽皖新智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年是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新传媒”）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的元年，在这一年，安徽铜陵市图书馆新馆开馆运营，因被皖新传媒赋予了“书店+图书馆”的馆

店一体模式而广受关注，也开启了皖新传媒馆店融合模式1.0版本。这一实践的成功，让皖新传

媒看到了公共文化服务行业的新蓝海。2019年，六安市成为皖新传媒开拓这项新业务的第一

站，以六安市图书馆项目为突破口，皖新传媒成立专业运营团队安徽皖新智图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新智图”）专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运营，立足安徽，拓展全国市场。

为什么是六安？图书馆洼地。十八大以来，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使得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面临新课题；

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图书馆法》两部关于公共文

化服务的专门法；政府鼓励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推

出了《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

见》《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的意见》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皖新传媒瞄准了

图书馆行业。与之对应，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

展中有一个“中部洼地”现象，据《2016中国公共图书

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两个指标显示：一是安徽

每万人的平均建筑面积只有71平方米，在全国排名

26位；二是安徽省人均文献藏量不到1册。可以看

出，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再将目标聚焦六安：六安历史上没有市级公共

图书馆、缺乏建设图书馆的经验、缺乏专业队伍、严

控人员编制，这些都为皖新传媒提供了机会。于

是，六安市图书馆项目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皖新

传媒也以此为突破口，2018年10月成立皖新智图，

专注于各类图书馆全产业链服务，提供建设与运营

一站式解决方案，总体工作思路主要有4个方面：政

府主导力和市场配置力双轮驱动，馆店一体统一运

营，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

一，打造以人为本，集知识中心、学习中心、交流中

心为一体的阅读空间。

在六安做了什么？打造馆店融合2.0版本。在

六安市图书馆项目中，我们将馆店融合模式升级为

2.0版本，实行设计、施工、运营一体化的创新模式。

第一，以运营为核心来建设。以往的图书馆运营和

建设是分开的，基本上是由施工单位建设完成后，

运营单位入驻运营，两者之间既没有沟通，也没有

联系。在六安市图书馆项目中，以图书馆为主导，

从读者需求出发进行功能布局。第二，以用户为中

心来运营。我们以用户思维、读者思维出发思考问

题。根据读者多样化的需求进行规划与建设，体现

在馆藏建设、信息化建设、文献的分类与陈列、空间

资源的创新设计等，创造出优美的空间感和舒适的

阅读体验。据安徽省文旅厅文化云服务监测平台

2019年8月数据显示，六安市图书馆在安徽全省市

级以上图书馆排名中位列第一。8 月到馆客流量

157067人次，日均5817人次；图书流通量32023种，

201294 册次，日均 7455 册次；8 月份新增用户 8613

人，日均319人。这也从侧面验证了皖新传媒对于

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定位和创新运营的突破。

有哪些经验和困难？突破的四大原则和面临的

四大挑战。在六安市图书馆的运营中，我们总结了四

条经验和原则。第一，政府与企业两者间角色清晰，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负责项目的考核和监督，例如，

六安市图书馆的建设资金、采购资金和运营资金均由

政府拨款，并提供运营指标。皖新传媒则负责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我们引用市场机制，提升服务质量。第

二，原则性与灵活性。无论是政府还是团队，在项目

运营中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以最开始做招标管理

为例，很多细节都需要考虑在内，既要在法律框架下

把事情做好，又要讲究灵活。第三，观念与担当。合

作双方一定要三观一致，在基本的原则问题上，保持

统一。在面临问题时，要勇于承担。第四，团队执行

力。在皖新传媒内部，每个人都记住一句耳熟能详的

话：满足客户的需求是我们存在唯一的理由。在六安

市图书馆的项目中，我们做六安图书馆的“守夜人”，

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齐心协力使得项目顺利完成。

当然，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的挑

战。第一，异地管理模式。如何更好的管理和运营，

需要破题完善。目前，我们在制定一个创新服务体

系的标准，该标准与传统公共图书馆不同，是一种适

用于新型馆店融合机制的标准，便于未来更好的运

营。第二，激励机制。皖新智图成立3年，一直处于

创业、创新的上升发展阶段，很多工作、任务的超额

完成凭借的是员工的工作责任感与创业激情，但不

可能让员工一直凭借激情去工作，因此需打造完善

合理的激励机制。第三，资源整合。如何将出版社、

馆藏、数据资源等更好地整合和运用，亟待创新。第

四，专业能力。图书馆与书店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体

系，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用户

群一致，都是读者。所以，如何带领团队，运用怎样

的路径，迅速提升专业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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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有效应对读者阅读习惯数字化和购

买习惯网络化的改变，大连市新华书店深入研究互

联网在发行中的运用和创新，积极探索“文化+”“书

店+”，推动文旅融合，精心布局小微实体书店，形成

大书城和小网点星罗棋布、线下实体店与线上网点

互补的发行渠道体系。在不增加店面成本与人工

成本的情况下，增加了实际营业面积，取得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建设袖珍式实体书店，打通服务读者

的最后一公里。大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

司精心布局小微网点，与中国石油大连销

售公司、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等企业合作，在遍布城乡的加油站、药房

建设袖珍式实体书店；与大连博物馆、大

连武术文化博物馆、大连美术馆等合作，

建设博物馆书店；与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等合作，建设医院书店；与大连少年儿

童图书馆等合作，建设图书馆书店。

这些袖珍式实体书店一方面增加了

新华书店网点覆盖面，拓展了相关业务，

例如书店提供图书物流配送、图书更新

以及书架（统一采用大连市新华书店

logo标识），其他的日常运营则由相关合

作企业进行管理，大大降低了书店的管

理成本、场地租金成本等。另一方面，让

知识走进居民生活的每个空间——让他

们在加油间隙，在买药、候诊、观展之余，

都能顺便逛逛书店，打通了服务读者的

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袖珍式实体书

店已建设510余家。

建设农村连锁体验店和“智慧型”阅

读综合体，助力文化扶贫。大连市新华

书店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实

现书香下基层、进农村，全面推进“大连

市新华书店农村连锁体验店”项目建

设。2015年，大连市新华书店与普兰店

三十里堡农家书屋合作，开始了农家书

屋微型书店的建设试点工作。2016年，

大连市新华书店与大连供销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建设大连市新华

书店农村连锁体验店。目前已建成196

家，点多面广、贯通城乡的发行体系已基

本形成。2017年，该项目入选国家新闻

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并获得财政部300

万元扶持资金。

此外，大连市新华书店将在全市已

经建成的987个农家书屋中，根据房屋面积、地理位置、

周边环境、服务人群等条件，首批挑选60个地理位置佳、

辐射范围广的农家书屋，通过安装“智慧共享书吧”，打

造以书屋为基础，功能全面的“智慧型”阅读综合体。

推进数字化新华书店的创新与发展，实现线上线下

智慧共享。大连市数字化新华书店发展历程起步于

2010年，大连市新华书店自主研发了数字化新华书店多

媒体终端机；2011年，首批多媒体终端机落地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场所，实现利用终端进行新华书店所有图

书的查询和购买功能；2013年，大连数字化新华书店项

目成功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和2014年度

国家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并获得

500万元中央财政专项扶持资金；2018年，第四代自助售

书机升级为“智慧共享书吧”，能在30秒内实现借阅、购

书功能，相当于一家智能、便利的24小时书店或图书馆；

2018年5月，19个“智慧共享书吧”在大连高新区落地，

分别安装在腾飞软件园、大连软件园、天地软件园、东软

河口软件园、高新区职工公寓等写字楼内；2019年4月，

“智慧共享书吧”项目代表辽宁参加了在浙江杭州举办

的第五届中国数字大会，受到与会嘉宾及读者的好评。

目前，“智慧共享书吧”已安装在大连市委市政府，辽宁

省新闻出版局、信息中心，大连市税务局、高新园区等40

余个场所。

打造新阅读共享体验空间，满足多元文化消费新需

求。大连市新华书店充分发挥实体书店自身优势，通过

为市民提供更加多元的书业空间、舒适的购书环境，打

造更精、更细、更优的体验式服务，倾力将书店打造成城

市文化会客厅，用精细化服务培育文明市民，提高全民

阅读率。例如，2014年12月，24小时书吧正式营业，这

是大连地区第一家提供24小时服务的书店。与此同时，

大连市新华书店还对传统老店图书大厦进行了升级改

造。值得关注的是，为进一步打造书店文化力，大连市

新华书店每年举办各种公益活动200余场，除传统的名

家讲座与签售之外，还包括名校名师优秀学子讲座、藏

书票艺术讲座、电影欣赏讲座、“我是小明星”才艺术大

赛、“声动大连·寻找朗读者”语言艺术沙龙等，满足不同

读者的需求。

融合新业态，积极探索“文化+”“书店+”，推进文旅

融合。大连市新华书店不断加大“文化+”“书店+”的探

索力度，并在大连文化产业集团的支持下，积极尝试“文

化+文创”“文化+研学”“书店+演艺”“书店+旅游”等商

业模式，通过参与“大连有好礼”首届大连文化创意和旅

游纪念品大赛、“大连之夏”2019 国际大马戏大连站巡

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合唱大会暨首届大连合

唱节等活动，不断延伸实体书店多元经营产业链，实现

产品的立体关联开发、文化旅游消费的深度融合。

最in校园店
湖北新华倍阅华师店

广东江门新华江门一中校园书屋

广东清远新华清远华侨中学校园书屋

河北衡水新华深州中学校园书店

河北唐山新华遵化一中校园店

河南新华中原图书大厦朗悦慧外国语中学店

湖南新华长沙望城区一中校园书店

江西新华江西师大校园书店

青岛新华青岛第十九中学校园书店文创中心

山东济宁新华梁山现代高级中学儒风书院

山东京广·漫悦美文创空间潍坊职业学院店

山东文友书店·英雄山中学校园店

深圳书城中心城学苑书屋

云南昆明市第三中学U品悦读栈

浙江萧山新华萧山三中店

格调社区店
北京新华永安路书店

海南华润凤凰九里书屋

河南新乡市新华书店小镇娃娃书房

弘道书店麓南店

湖北新华红T书店

湖北新华红安七里坪红色书店

湖南怀化市新华书店先锋书吧

江西新华上饶市水南街社区书店

吉林新华凤凰社区书店

内蒙古包头新华“悦书吧”高新店

山东新华·爱书客鲁能领秀城店

皖新传媒紫园修远小驿

浙江上虞新华e游小镇無書书吧

浙江余杭新华创客之家

湖北新华校园书店的推进与创新湖北新华校园书店的推进与创新
——以倍阅书店运营为例

■杨红卫（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7年，湖北新华认真梳理了集团整体发展战略，开始思考实体书店的转型升级之路。湖

北新华当时确定了战略发展的两条主线：一是文化消费生态圈，二是教育服务产业链。2017年

下半年，我们开始规划实体书店的升级改造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心门店的改造，二是校

园书店的建设，三是社区书店布局。为此，我们专门制定了实体书店三年行动计划，其中对中心

门店、社区书店、校园书店建设进程进行了规划。

创新建设品牌矩阵，让“老字号”成为“新地

标”。首先，从品牌的角度进行规划，湖北新华聘请

专业品牌咨询公司对新华书店品牌运用进行了梳

理。品牌最重要的功能是区别功能，是把产品和服

务与竞争对手区分开，但实际上新华书店品牌区别

功能弱化，但不同省市的新华书店主体不同。同时，

新华书店在读者心目中产生的印象可能历史悠久、

有情怀和信任，但店面形象较陈旧，服务定位太过笼

统，所以往往与保守落后相关联。因此，我们对湖北

新华书店母品牌的VI（视觉形象识别系统）、SI（店面

形象识别系统）等进行了统一优化和设计，同时创建

校园书店新品牌“倍阅”和社区人文书店“书邻小

境”，明确各类书店的商业定位、功能分区、业态布局

和地域特色，形成湖北新华品牌矩阵，提升了富有湖

北特色的新华书店辨识度。

倍阅高校校园书店的发展定位：形成覆盖全省、

辐射华中、影响全国的高校综合性文化服务平台。

2017 年，湖北新华对校园书店整体定位进行了设

计，确定校园书店品牌名称为“倍阅”，并对“倍阅”品

牌的VI体系和SI体系进行统一设计。倍阅校园书

店品牌包括中小学店、高中店和大学店。大学校园

书店和中小学校园书店的设计风格在内在逻辑关系

相一致，但设计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中小学店更为活

泼，大学店更为清新时尚。

目前，湖北新华全省校园店建成190家。今年，

湖北新华重点打造高校校园店，年内完成不少于15

家的建设任务，全力打造传播先进文化、培育文明风

尚的重要阵地，切实推进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建设、校

园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如倍阅·华中师范大

学店、倍阅·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店、倍阅·襄阳职

业技术学院店、倍阅·华中农业大学店等店已经建成

开业。

倍阅高校校园书店的“五大功能”：阅读、休闲、

社交、论坛、“轻文化”生活。校园实体书店是高校重

要的文化设施、文明载体，能够在传播先进文化、推

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方面发挥作用，但大学校园书店在开办过程中还存

在一些困惑。虽然大学生是阅读的一个最重要群

体，但阅读消费比其他的消费有更多的门槛，从某种

程度上说，阅读不单单是消费而是一种生产活动。

在大学校园里面开设书店，尽管主要读者群体是大

学生，以及今后其走向社会也将会是书店最重要的

读者，但大学生除了专业教学用书之外，在大学校园

里购书消费力也在下降。他们往往是网络最活跃的

群体，不仅在实体书店购书减少，甚至纸质阅读的机

会也被网络消费所替代。他们既是书店最好的服务

对象，同时也可能是在实体书店建设过程中不容易

产生收益的一个群体。

大学校园书店的定位非常重要，如果仅仅把它

开成一家书店，首先这个定位就可能失败了。实体

书店升级中所面临的问题在校园书店发展的过程中

也会存在。湖北新华对于大学校园里的书店定位

是，将它作为大学生群体社交的一个场所，是人文活

动平台和学校文化服务空间。因此，销售商品就不

再是大学校园书店的主要功能，我们需要把空间更

多地设计成学生喜欢、更有亲和力的风格。以倍阅·
华中师范大学店为例，该校园店的整个设计团队来

自该校学生，是运用学生自主创业的设计公司进行

统一设计。该店共750平方米，从2018年8月开业

至今已举办200余场活动，且大部分活动是通过学

校的社团进行联系组织。同时，在书店整体销售业

绩中，文创品占70%，而文创品的开发全部也是与学

校的团队共同合作。

倍阅高校校园书店的合作模式、运营团队、资源

整合创新。如果众多的校园书店网点都需要书店员

工运营，那无疑提高了书店的人工成本。因此，在此

过程中，湖北新华探索充分挖掘学校需求、拓展校内

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建；通过共同参与倍阅

品牌的建设和维护，打造符合学校多方需求的校园

书店；丰富倍阅高校校园书店的经营业态，深度服务

高校产学研，实现校际、校企的深度合作，成为湖北

全省高校间的联系纽带，打造全省高校联动的综合

文化服务平台。

倍阅大学校园书店采取与学校社团进行合作的

方式，书店的员工基本来自学校勤工俭学的社团学

生。我们搭建校园书店运营的管理体系，为每家校

园店配备一个店长，该店长不一定每天都在书店，但

是每周都会在书店进行若干次监督和管理指导。书

店日常的运营由该校学生社团来进行管理。一方

面，学生社团进行运营既节约人力成本，同时又能成

为带动学生参与校园书店活动的重要吸引点之一，

增加其参与感。在开办校园书店的过程中，不管是

实习、文创开发还是其他的参与机会，事实上都增加

了校园书店为大学带来的价值。

事实上，在大学中开办校园书店，在合作模式探

索上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由于认识和管理模式的原

因，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能支持与配合，其中包括选

址、店面和费用等方面。因此，湖北新华希望提高标

准打造一些示范校园书店，起到带动效应，同时也寻

求与校方院系的深度合作，扩大校园书店的业务范

围和功能承载，并通过校园书店布局成网，从单纯的

书店向高校综合性文化服务平台转化。

（上接第5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精品图书展”开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精品图书展”在桂林独秀书房·旗舰店开幕。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艺兵，总裁助理潘虹呈等出席启动仪式。该活动既是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读者家门口的一场书香盛宴。启动仪式由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大学书店副总经理陈诗艺主持。

张艺兵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精品图书展既是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成立10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成立33周年的一次成果小结，也是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的一份礼物。在独秀书房开办此次精品

图书展，对持续推进全民阅读，打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乃至全国高校校园实体书店的知名品牌是一

个重要推手。

现场，张艺兵、潘虹呈一同为本次书展揭幕。启动仪式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深圳贝贝特、社科

分社、美术分社、文艺分社的编辑代表分别介绍了近期出版的《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影子之城：

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及《广西通史》《西域游历》等精品好书。

据悉，此次精品书展在独秀书房·旗舰店、独秀书房·育才店、独秀书房·广艺店、独秀书房·玉师店等9

家门店同时开展，集中展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400多种优秀的图书，涵盖人文社科、文学艺

术、建筑设计、少儿等多个领域。 （刘志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