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读者服务部到书店3.0版

出版机构开实体书店不是新鲜事

儿。在政策红利下，越来越多定位明确、

特色鲜明的书店受到读者喜爱，其中不

乏出版机构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书店。

据记者观察，带有出版基因的实

体书店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坚

守自营与售后服务、保留传统“书架+

图书”模式的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二

是由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升级而来的

阅读体验空间，三是出版社专门打造

的品牌书店。在早些年出版机构纷

纷设立读者服务部风潮之后，近两年

迎来关停或升级潮。不少出版机构

读者服务部通过店面改造、功能拓展

等向阅读空间升级。以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为例，在保留读者服务部的

基础上，该社先后开设了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4小时阅读空间、丽娃西餐

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书香专架、大

夏书店等。在近期公布的 2019 年度

北京市特色书店（最美书店）名单中，

北京外研书店、团结书社、语文书店、

美联书院、北京社科书店等一批由出

版社在京开设的书店榜上有名，不少

是由读者服务部升级而来，并逐渐形

成品牌。

突出专业特色，利用线上销售渠

道丰富的资源与快捷的物流，为实体

书店升级提供便利。成立于1985年、

隶属于语文出版社的语文书店，2019

年崭新亮相，以“语文”为主要专业特

色，突出“语言文字”和“教育”。据书

店相关负责人刘海红介绍，书店与京

东等线上平台展开合作，依托线上平

台榜单、数据、供货的便捷性，完成本

社之外图书的选品、采购。为突出语

文特色，书店策划童心阅读会等品牌

活动，助力中小学生阅读习惯、方法

的培养。为更突出渲染语文的色彩，

书店还将围绕听说读写策划朗诵、书

法等多样式活动，并与语文社研发的

数字产品结合，开拓“数字语文”的文

化新领域。

有传统新华书店从业经验的刘

海红对经营模式变革有着直观体

会。她直言，那时候书店经营就只有

图书，形式比较单一，而现在实体书

店经营，必须是多元的、鲜活的，需要

接触更多的领域，如文创、餐饮、文化

活动等，需要更为细致科学的系统化

管理。 （下转第5版）

近年来，出版机构将实体空间经营作为布局全产业链的重要抓手，从实体书店

拓展到阅读体验中心、文化空间、培训机构、美术馆等多元领域。他们以自身专业

特色为核心，探索更多模式的落地场景。在此过程中，实体店落地实现了哪些场

景？如何借力实体经营延展内容渠道、升级品牌影响？

关键词 书店3.0 场景多元 经营探索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张聪聪

《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征求意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2 月 13

日，司法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

社会意见。草案送审稿的起草说明指

出，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当前在发

展中面临有效供给不足、结构亟待调

整优化、文化企业发展存在困难等难

题，需要通过立法从法律层面加以解

决。对此，草案送审稿从创作生产、文

化企业、文化市场等 3 个关键环节发

力，在人才、科技、金融财税等方面予

以扶持保障。

在创作生产方面，草案送审稿明

确，国家重点鼓励和支持创作“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 7 类优秀

作品。

在文化企业保障方面，草案送审

稿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

化、多渠道的文化产业金融服务体

系，完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

关机制，推动文化资源与金融资本有

效对接。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人民

政府、文化企业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

金，创新基金投资模式，发挥引导和杠

杆作用。国家依据税法规定实行促进

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文化市场的发展，草案送审

稿强调了“诚信经营”原则，明确国家

建立文化市场诚信体系，构建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公民、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从事文化产业活动应当遵

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

受社会公众监督；不得从事虚假交

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虚构市场评

价信息，不得在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

过程中欺骗消费者或过度炒作，扰乱

文化市场秩序。 （小 英）

中版书房再开新店进驻名校校园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2月12日，中版书房上

海交大店正式亮相，上海

交通大学“思·源百年”菁

英创意大赛启动仪式同

期举行。上海交通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伟明，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营销部主任陈晗雨，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

中心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赵东，中国出版集团东方

出版中心副总编辑、上海中版图书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佩英等出席。

王伟明强调，中版书房将成为上海

交大校园新地标，交大人又多了一方分

享文化与智慧的净土。陈晗雨表示“文

化是多元的，合作是共赢的”，希望能与

交大强强联合，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

展方面达成更多合作。“中版书房×

ICCI文创·书里”揭牌，迎来了”最系列”

讲座第一场——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

室项目经理人Gan YU带来的“城市艺

术”话题。

“中版书房×ICCI文创·书里”占地

201平方米，坐落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

校区，是中版书房走进名校校园的第

一家实体书店。 （刘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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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持续打造中国出版传媒业第一全媒体传媒（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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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高层论坛
小康社会书香文化的制度建设

主办：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
议题：（一）年度主旨：制度建设与战略谋划；（二）年

度聚焦：科技驱动精品生产传播新机制；（三）年度现象：
“健全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创新阅读推广模式”沙龙；
（四）年度发布：从数据看文化消费趋势特点。

时间：2020年1月9日上午9∶00～11∶30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国展）办公楼226会议室

联系人：马雪芬 13910953133

2020中国民营书业峰会
民营书业未来发展内容和营销模式探索

——错位竞争、流量破局

主办：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

承办：中国出版协会民营工委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工委

时间：2020年1月5日14∶00~17∶30
地点：北京东三环希尔顿酒店一楼天元宫

咨询电话：010-82252889、82252898

联系人：王子荣 13911704261

张维特 13801064364

参评资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

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A座15层 邮编：100029

第10届全国出版物供应链论坛
聚焦融合创新 共谋行业发展

主办：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国 ISLI 注册

中心、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

承办：信息内容通用位置标识符（SLCI）注册管理及

服务机构、北京中启智源数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时间：2020 年1月8日上午 9∶00~12∶00

地点：北京金龙潭大饭店（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1号）

内容：专家演讲：腾讯、网易、阿里的专家，分别就

大数据、电竞、区块链在跨界融合中的应用进行深度

剖析和解读；行业论道：出版发行单位、游戏企业、网

络文学企业的专家就行业融合发展现场对谈

联系人：

冯思然 13401184487 happypat1031@163.com

张晓明 13381125781 李玉红 13621037248

第2届《中国编客》烧脑“私享会”
出版从业者2020行动指南

主办：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

协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科学研究院

时间：2020年1月8日9∶30~18∶30

地点：北京京师大厦三楼第六会议室（北京市新街

口外大街19号）

联系人：孙 珏 13601185425

张聪聪 13521322168

2020研学实践教育研究与发展大会
暨研学实践教育研训

推动各领域研学相关力量的共建与合作，针对研

学实践教育相关热点、难点展开交流与实地研训

主办：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

支持指导：中国出版协会、全国出版发行业文旅联盟

时间：2020年1月8日~9日

地点：北京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联系人：张潮鑫 18610654550

江玉婷 17611433036

北京图书订货会重磅活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穆宏志

12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

于公布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新闻出版

“证照分离”改革具体措施的通知》，引发

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业内人士。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表

示，“证照分离”中的“证”是各类行政许可

事项，“照”是营业执照。在自由贸易试验

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是国

家推进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大举

措。自2015 年国务院授权上海率先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以来，以破除“办证

难”“准入不准营”难题为核心的“证照分

离”改革持续推进。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既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市场化、法制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迫切要求。此次国

家新闻出版署通知，正是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国发〔2019〕25号）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具体行动。

记者梳理通知看到，此次国家新闻出

版署在自贸区开展新闻出版“证照分离”改

革提出了26项改革具体措施，主要涉及从

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

活动企业、出版物印刷经营企业，音像、电

子出版物制作单位，图书、音像、电子出版

物、网络出版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

音像、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等设立、变更等

审批，以及中学和小学教科书出版和发行

资质审批，等等。对照之前的设定依据，即

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等可以

发现，此次改革举措有不少具体变化，包括精简申报材料、

取消对一些设备数量的规定、缩短审批时限，以及依托“互

联网+政务服务”，推行网上办理，提升改革效能等。

按照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要求，将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分为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

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

进审批制度改革，全力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升级。在此次

国家新闻出版署通知中提出的26项改革措施中，4项为实

行告知承诺，22项为优化审批服务。范军表示：“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定了相应的创新和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的具体办法。尽管审批条件放低了，但事中事后

监管强化了，并将事中事后监管主体下放，这也解决了过

去出版业审批权在上带来的‘高位截瘫’问题”。

通知明确，“各省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

通知要求，做好改革政策的工作培训和宣传解读，及时跟

踪总结评估试点情况，确保试点取得预期成效。鼓励各省

（区、市）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允许范围内，在其

他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优化审批服务的举措，创新和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将有益经验和做法及时报送国家新闻出

版署”。

一些受访书企表示，这个政策的出台，让他们有了去

自贸区设立公司的信心和底气，有助于解决过去一些挡在

书企面前的准入不准营问题，特别是推动解决民营企业在

市场准入方面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三门”问

题，降低门槛，把“门“开大；同时盼望省市一级管理部门跟

进，出台更多细节，让企业享受到更多政策红利，产生示范

效应，从而吸引更多企业积极寻求进入自由贸易试验区发

展 。（ 通 知 链 接 ：http://www.wenming.cn/bwzx/ggtz/

201912/t20191217_53541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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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网络书店创“新”发展 P2

2019英美非虚构类图书年度盘点 P6

2019年名家阅读生活报告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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