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验感up 书店与文具结合更具优势

近年来，书店不断转型升级，在图书销售区域之

外，书店内的大量空间被打造成为兼具体验与销售功

能的复合式体验空间。书店对文具供应商有哪些吸

引力？不少文具供应商表示，实体书店越来越多的体

验空间和客群相符是其看中这一渠道的重要因素。

今年5月9日，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与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黄冈遗爱湖书城举

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以“倍阅·橙空间百店牵

手计划”为契机开展深度合作。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总监庄鸿坦言，在多种政策的指引和扶持

下，书店开始了多元业态的尝试，书店+文具（文创）越

来越成为标配。“书店的边界在转型中不断拓宽，文创

文具、书籍衍生品、定制品、手工艺术品、生活用品等，

让书店成为新的高频消费零售业态。文具的使用高频

率、复购率高，能够为书店带来可观的流量，文具的集

中化采购也更加便于书店有效管理，体现出‘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作用。”

浙江博学文化生活用品有限公司旗下百新文具馆

与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200余家新华书店有着密切

的合作关系。上海百新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牟

卫平表示，与其他零售业态相比，书店有着“图书精神

属性”的独特优势。“当下，人们越来越需要精神体验，

书店这一业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人们不再满足于

产品功能层面的需求，对文化附加需求越来越高，甚至

已经大大超出了前者，书店渠道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当下，图书零售行业面临着诸多的市场挑战，但书

店有着无法取代的优势。广东汕头市苏铁时光设计有

限公司非常注重与实体书店渠道的合作，不仅入驻了

多家实体书店，还参与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举办的第

三届实体书店设计与运营管理论坛。该公司市场部纪

少萍表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家庭，书店是学习、工作、

生活、成长中非常重要的第三空间。“文具可以为书店

转型提供新机遇，书店的消费群体更注重产品设计和

质量，也更愿意为颜值和创意买单，苏铁时光的文具产

品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非常符合书店客群的消

费习惯。”

青岛点石文具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研产销一体、

内外销结合的文具制造商，目前为内蒙古青城阅立方

书店等提供文具产品，该公司董事长王元鸿认为，实体

书店是不可取代的文具销售渠道之一，该渠道与文具

在目标消费群上有着天然的连接和重合，二者具有相

互依存和补充的关系。谈到书店在经营文具中的优势

时，他表示：一是消费体验感好。区别于传统校边文具

店，书店从消费体验感上更具优势。完整的区域划分、

漂亮的陈列展示，都有助于提升文具产品附加值和品

牌形象。二是生活方式的引领。在当下的消费观念

里，书店已经不再是单纯阅读和购书的地方，而是一种

标榜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场景，在这种文化消费场景

的烘托下，文具才得以真正成为“文化用品”。

北京首正文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针对办公、商

用、教育等市场的专业渠道商，经营的进口品牌超过

50个，产品品类超3000个，并根据品牌发展情况进行

优胜劣汰。作为北京新华和中信书店的文具供应商之

一，北京首正文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晓明坦言，书

店目前正在转型发展，打造体验空间，优秀的文具供应

商和产品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与书店结缘来源于参加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举办的全国书业多元文创品展订

研讨会，后来就与北京新华等开展了合作。90后、00

后是文具的主要受众，该群体与书店的主要客群不谋

而合，将文具以及手帐集市带入书店，无疑能够互利双

方，带来发展。”

北京联信创未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6年8月，

覆盖包括北京新华书店、PageOne书店等线上线下渠

道。该公司销售经理李川介绍，书店对于文具来说无

疑是一个很好的销售窗口，人流、店铺位置和店面陈列

面积是其 3 大优势。“目前很多书店都在销售文具产

品，但我认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选品上不太精准，

需要做细化的品类产品太多，连锁书店的单体店需要

有更大的决策权才能跟的上市场变化。二是幼儿低幼

类文具品牌太少，儿童阅读区没有与文具DIY手工制

作体验区紧密联系，不能更好地留住家庭读者。”

云南旷明商贸有限公司成立至今20余年，经营国

内外知名品牌50余个，构建了“进口文具”“手帐周边”

“精品玩具”“家居礼品”“办公设备”五大相对成熟的板

块。云南旷明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少明坦言，书店

对文具销售有着天然的优势。“我认为，书店这一销售

渠道与文具存在较高的匹配度，书店的消费主体是学

生和年轻人，他们对文具有着相当高的消费需求。此

外，该渠道的优势还包括受众人群较广，并具备自带引

流的效果。”

互动性十足 书店+文具实现多元互动

不少图书与文具有着天然的联系，如绘画、书法

等与文具品类产生互动。此外，外观更加精美、展台

日益精致的文具产品，不仅为书店销售的增长带来利

好，不少文具厂家在书店内外开展了多种促销活动，

并联合线上开展社群营销，有效促进了销售的增长。

注重空间打造实现店内品类互动。书店和文具作

为文化传播的承载者，二者融合发挥出了1+1＞2的功

效。庄鸿介绍，通过美陈、相关产品的关联陈列，文具、

文创更加生活化的研发，书店内的文具销售愈发火

爆。“齐心集团通过与书店构建专区，开展主题陈列，营

造了舒适的消费场景，经由书店构建气质和美学，并借

助优良的设计体现了人文关怀。”

牟卫平介绍，如文学作品与钢笔、纸张、本册组合，

美术用品与美术作品、创作技法组合，教辅用书与文具

的组合，地理读物与地球仪组合，历史读物与配套的衍

生文化用品或文创品组合等，都能产生很好的互动效

果。“书店内无论是在空间设计上，还是专题陈列、营销

活动等方面，因为产品彼此间具有互补关系，稍加利

用，就能相互促进，实现销售的增长。”李川也注重文具

与图书的联动。他表示，如“秘密花园”系列与彩铅的

联合营销，水彩笔与儿童绘本等的搭配销售，“尤其是

儿童体验区，可以与多种文具用品产生互动与连接，成

为书店内文具销售的优势空间。”

“用好产品、好陈列帮助书店引流。”王元鸿介绍，

在今年开学季，点石文具打造了海盐限定系列的产品，

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和欢迎，如从产品陈列方面和书

店进行深度配合，更可以起到较好的引流作用，增加人

气和销售额，提升门店竞争力。“有效利用书店这一体

验式消费的天然场景，举办各种丰富有趣的线下活动，

如手帐交流会、Brush现场教学活动等，为线下书店推

广引流、增加用户粘性的同时，有效提升了点石的品牌

形象。”

“如今的消费者在选择上更加多样，每个人都喜好

不一，有更多自己的想法，找到自身产品的目标受众非

常重要。”马晓明表示，大部分书店的读者主要分为两

类人群：一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二是以孩子为核心的

家庭客群，而家庭的核心则为孩子，因此书店可以举办

一些吸引孩子参与的体验活动，这不仅能增加书店的

客流，也能延长家长及孩子在店内停留的时间，从而增

加店内消费的可能性。“文具与书店之间的互动，我认

为可通过产品的场景化展示，再结合匹配专业化或相

关联产品，如知识类的图书交插陈列，达到互补。如开

展画画、手帐活动等，带动文具销售。”

打通线上线下实现多方面协同发展。纪少萍介

绍，苏铁时光通过自有渠道营销，线上线下联动，实现

相互引流。在线下，通过举办主题艺术沙龙、读书分

享会、文化插画展览、手帐胶带杂货集市、文具创意促

销等活动，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关注。“我们也通过与书

店进行网红IP联合推广、多层次专区打造、社区活动

比赛等合作，在帮助书店吸粉的同时，很好的展示了

苏铁的品牌和主推产品。通过极具创意的活动策划，

使合作双方在引流、推广、转化等方面获得良好的利

润和市场口碑。”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年轻用户打造更有温度的办公新体验

齐心集团成立于1991年，

以 5 年为一个发展阶段，历经

创业生存期、聚焦文件夹高速

发展期、综合品牌商拓期、企业

全面快速发展期、制造向服务

转型期、布局平台打造生态等

阶段，于 2009 年上市，股票代

码：002301。集团秉持“夯实

主业、打造平台、布局生态”的

发展战略，打造“硬件+软件+服务”的一站式企业办公服务平

台。产品涵盖文件管理用品、办公文具、书写工具、纸品本册、

办公用纸、办公设备、办公耗材、学生用品、个人用品等丰富的

产品种类，超过2000个单品。齐心与腾讯社交IP-QQfamily联

合打造的齐心QQfamily IP系列新品，包括书写工具、本册、便

签等多款创意产品。齐心将QQfamily与生俱来的年轻有趣的

势能通过联合新品释放，通过产品将 IP 形象、品质产品、群体

影响力、多元传播渠道等融合在一起，把产品魅力渗透至年轻

人办公社交的方方面面，最终为用户打造出更有温度的办公新

体验。

浙江博学文化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以书写文化倡导者为理念服务学生群体

浙江博学文化生活用品

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专

业经营学生文具、办公用品、

美术用品、体育用品、生活用

品、创意礼品、IT数码等文化

品进口、批发、零售的连锁运

营商，旗下运营“百新文具馆”

“BOKU 文具”两大品牌。公

司以“书写文化倡导者”的品牌理念，定位中高端客户，提供办

公、学习的时尚文化品解决方案，拥有上海福州路旗舰店、上海

缤谷广场店、上海南方商城等大型店铺。与浙江、江苏、安徽、山

东、山西、内蒙古等省新华书店合作，在新华书店开设连锁门店

200余家，定位学生客户，提供安全、健康、环保、人文的学习生活

用品。

广东汕头市苏铁时光设计有限公司
持续提升品质 深入拓展品类

原创设计师品牌“苏铁时光”创立于 2014年，由最开始的学

生本册到后来的笔袋、文件夹、

热水袋、钢笔及其它各类生活

文创，长期致力于提升品质，深

入拓展品类的实践中。苏铁

时光以“与广大书桌前的旅行

者一起，用设计温暖生活”为

经营理念，打造了核心IP产品

“苏打猫”，并通过不断优化产

品线，使“苏打猫”形象符合不

同消费人群，从而产生跨界联动效果。2018年，为了从根本上

提升纸品质量，苏铁时光对全线本册产品内页进行了改良，升

级使用苏铁本白环保纸。苏铁环保纸，采用优质原生纸浆，不

添加荧光剂/染色剂，视觉白度调校标准为80度（正负1~2度），

还原纸浆本色，更加天然柔和，它是一种为书写量身定制的全

新纸张标准。在书写体验方面，苏铁时光通过不断调适纸浆的

比例，使纸的纤维强度、耐水度、吸水性等多个标准比例达到相

对平衡，力求真正做到“苏铁时光，好纸不洇墨”。

青岛点石文具用品有限公司
构建研产销一体、内外销结合的文具制造商

青岛点石文具用品有限

公司是一家以书写工具为主，

研产销一体、内外销结合的文

具制造商，专注书写工具 20

年，以“韩国的设计，日本的品

质，美国的速度，中国的价格”

为核心竞争力，拥有国内外专

利百余项。点石文具在业务

上主要分为国外和国内两大

板块，国外业务以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西亚、东南亚、南美

等国家和地区为主，服务客户包括沃尔玛、好市多等世界五百强

公司。国内业务坚持“本土优势、国际标准、世界眼光”，充分整

合日韩资源，自身研发设计水平亦持续攀升，每年保持50%增长

水平。点石文具在定位国内中高端时尚文具品牌的基础上，对

产品研发提出了四大要求：让技术遇上艺术、让灵感邂逅美感、

让品质携手品位、让创新联袂爱心。点石文具将文具用品的定

位升级为文化产品，以提供时尚创新产品为己任，满足消费者对

高品质、高品位文化产品的需求，“立志让国人不出国门就可买

到日韩范儿的文具产品”。

北京首正文仪科技有限公司
以专业渠道商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北京首正文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是一家针对

办公、商用、教育等市场的专

业渠道商。销售的产品包括

IT（数码产品）、OA（办公自动

化）、OP（办公产品）三大领

域，产品线拥有品种1万余个，

并荣获“中国文具十大经销

商”称号。首正文仪以员工成

长为首要任务，以客户价值为

目标，销售全球多个文具品牌

文具，满足并引领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旗下代理品牌包括百

乐、白金、奇多、艺雅、GLOTTO、奇多贝贝、国誉、普乐士、

蜻蜓、N 次贴、麦克赛尔、3M、柯达、爱克发等。

北京联信创未科技有限公司
专注儿童群体 实现寓教于乐

北京联信创未科技有限

公司以为下游客户提供丰富

多 彩 、品 质 优 选 的 畅 销 产

品，服务客户细致周到为宗

旨，不仅专注于婴幼群体的

益智发展，更要达到寓教于

乐 的 完 美 效 果 。 公 司 创 立

于 2016 年 8 月，致力于销售

高端婴幼、儿童文化美术用品，代理品牌包括 韩国 AMOS、

德国思笔乐、德国施德楼、日本阿思卡等。公司覆盖渠道广

泛，既包括北京线下各高端商场、北京新华书店、文具店等，

还在京东、淘宝、拼多多等开设了直营 POP 店，年销售额

1500 万元。

云南旷明商贸有限公司
打造新型综合服务商

云南旷明商贸有限公司

（原 广 明 电 子）成 立 于 1999

年 ，以“ 以 人 为 本 ，合 作 共

赢”为宗旨，秉承品质为先

的原则，形成了“旷明出品，

必属精品”的良好口碑。公

司目前经营推广 50 余个国

内外知名文具品牌，已形成

“进口文具”“手帐周边”“精品玩具”“家居礼品”“办公设

备”五大板块。在团队模式上，逐步从单一的纯销售模式转

型为“为客户提供品牌规划、产品陈列、专业培训等的新型

综合服务商。”

多元推介
文具

近年来，随着国家

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

新华书店的天然优势，

教育装备在书业的发

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突破和巩固。上艺门

与鲸采网（www.jc6688.

com.cn）是中国出版传

媒商报打造的集在线

展示、交流、交易于一

体的综合性平台，着力

于为全国书业及相关

行业供应商打通渠道，

畅通供货，提供推广捷

径。为进一步扩充供

应渠道，推广平台入驻

商品及企业，中国出版

传媒商报特开辟“多元

推介”栏目，对入驻企

业进行展示、推介。同

时，欢迎更多企业携商

品入驻、展示、推广。

更多内容详见：鲸采网·全国书业教装文创多元协作平台（www.jc6688.com.cn）

更多产品请联系：

焦 翊 15701321962

安徽新华多元活动庆国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在安徽全

省门店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展销活动，为广大读者提供文化盛宴，营造浓厚书香文化氛围。

共享书店将迎来第100家新成员。共享书店是安徽新华对实体书店创新发展的一项尝试，也是安徽文化

产业发展的一幅缩影。国庆期间，位于合肥高铁南站龙川路和南二环路的共享书店开门营业，后者还举办了

“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色光影展暨书展。两家门店开业后，也标志着安徽新华的共

享书店数量达到100家。

店内开展多项主题图书展销活动。安徽新华全省门店开展重点图书展示展销、门店场景布置等，营造了

浓厚的节日氛围，如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展示展销专区、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展销活动等。9月20日~10月10日，安徽图书城还联合上海书城福州路店、江苏凤凰南京新街口店、杭州市

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心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长三角四大书城主题出版物联合展销”活动。此外，

快闪、朗诵、绘画、名家讲座主题活动，让文化活动走进机关、校园、企业、学校、军队、社区、农村等场所。

文化惠民季叠加银行优惠让利读者。第6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季已于9月6日拉开帷幕，此次惠民季以

“文旅融合 惠民安徽”为主题，消费者购书可享立减书价10%的优惠。国庆期间，安徽新华还联合中国银联、

徽商银行等，在会员优惠基础上开展“折上折”让利活动，以“文化+金融”助力全民阅读。 （皖新）

书店转型文具升级 书店+文具缘何“如胶似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焦翊关键词 书店体验 文具 多元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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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开学季的结束，书店的又一轮黄金销售期也迎来了尾声。对学生来说，在开学季除了

要购买新学期的教辅，购买文具等学生用品也必不可少。电商的发展让消费变得愈发简单，但

到实体门店尤其是书店购买学生用品仍是不少人的选择。近年来，随着书店转型的不断深入，

更高颜值和更富有体验感的书店，也愈发重视如文具等与其客群密切相关的产品，不仅打造了

更多的体验空间，图书与非书品间的互动也日益频繁。文具供应商如何看待书店这一销售渠

道？书店与文具能产生哪些互动？商报记者据此对部分文具供应商进行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