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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店一策划，一店一设计。无论什

么类型和定位的书店，凌峰装饰都以

这样的作业理念设计打造，助力新华

书店完成一店一特色，一店一品位的

升级目标。

云南普洱云上乡愁书院，位于普洱

市首个旅游购物中心阳光悦城核心位

置，面积730余平方米，层高5.1米。凌峰

装饰将乡愁作为整个书院的设计灵魂，

打造了集普洱乡土特色、传统文化及全

民阅读为一体的民间书院，一个全新概

念的乡愁书院孕育而生。

“书途童闺”，书院动线游走
的主题空间体验。

“书”，进门首先穿过的是一楼的图书

区，这里有两条路，一条是横穿的“书山小

径”，一条通往图书走廊的“过境小道”，两

条动线都让读者首先进入书的海洋。

“途”，两条通道的尽头是通往二楼的曲折楼梯，三个

楼梯入口的设计，不仅在功能上满足了读者从不同方向上

楼的便捷性，更是普洱茶马古道的文化缩影，整个楼梯的型

制就是按照茶马古道进行设计。

二楼屋顶设计了带有茶马古道元素的天花板装饰，一

条脚下的走廊，一个头顶的古道，将普洱的文化倒影巧妙融

入其中。

“童”，睹物生情，乡愁的情绪和体验，贯穿在对童年的

记忆和情感之中，在设计理念中，不止有人的童年，还有地

方的童年、文化的童年，这些元素的采集既满足了空间装饰

性，又充满了浓浓的氛围感。

“闺”，上楼右转，在动线的尽头是二楼书房和茶室，这

个空间的营造相对独立，读者可以舒适地喝杯咖啡、看看

书，身处其中犹如身处闺阁之内，楼下人看上去有窗内的既

视感，隔窗相望，颇有情趣。

“亦展亦装”，主题鲜明的空间设计十八景。

在这个项目中，凌峰装饰提出了“亦展亦装”的软装理

念，即展示和装饰两项功能的合一，打造出十八处主题鲜明

的空间设计。十八景包括走廊绿礁、大卫回眸、图书走廊、

绿荫窗台、廊檐雅座、晨光舞台、新华之路、二楼后座、阑珊

茶影、读书新语、文遇广场、西厢书房、半墙南座、静思冥想、

蔓延环生、盛繁浮海、藤漫云楼、生生不息。

“蔓延生长”，时光、文化、情感的可视化设计。

书院里最大的设计装置就是屋顶的藤蔓，这也是乡愁

书院主题的精神核心，以3000根接起来将近6公里长的藤

蔓，从树下开始往上生长，最后在顶部蔓延开，充满着生生

不息的力量，灯光打在上面扩散开来，更加美轮美奂。这样

一种的力量，象征着时光、文化、情感的蔓延和生长，正是乡

愁的所有内容。

从产品消费体验到空间消费体验到文化消费体验，普

洱云上乡愁书院，一段浓厚的情感，一个崭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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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蓝皮书：中国高考报告（2020）》在京发布 研讨2019年高考变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2月19日，由中国高考报告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北京志鸿教育考

试研究院协办的《考试蓝皮书》发布暨高考评价体系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了《考试蓝皮书：中国高考报告

（2020）》《中国高考报告：政策与命题解读》《中国高考报告：高考评价体系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

蔡继辉，北京志鸿教育考试研究院院长任志鸿，《中国高考报告（2020）》主编、教育部考试中心创办主任杨学为，

《中国高考报告（2020）》执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教研室主任徐尚昆等与会。

《考试蓝皮书：中国高考报告（2020）》依托国内权威高考命题与研究机构，分别讨论了2019年中国高考改革

的政策分析、命题实践、教学改革、升学渠道、社会影响和评价体系。《中国高考报告：政策与命题解读》由教育部

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机构的权威专家对2019年的高考命题政策及未来趋势进行专业解读。

政策层面上从高考评价体系入手，详解“一核四层四翼”与未来高考命题的内在关联；命题实践上从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和地理9科分科解读2019年全国试卷命制过程、试卷特色及考核要点，并对未

来命题方向作出预测。《中国高考报告：高考评价体系解读》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机

构的权威专家对教育部考试中心出台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进行专业分科解读。

会上还同时发布了“中国高考报告”系列丛书，包括“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指导纲要：试题分析”系列、“中国高

考评价体系指导纲要：标准样卷”系列等。 （王 茜）

新理念 新建设 新玩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焦翊

随着“双11”“双12”的落幕，2019年也迎来了尾声。这一年，在新掌门人雷玟的带领下，京东图书的发展令人关注；当当重启数字阅

读业务，对主营图书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亚马逊中国全面停止纸质书销售；新华系电商以文轩网为代表，重点发力线上线下，出版社、社

群电商等，在新风口“直播带货”的引领下不断发力TC业务，成绩频频。综观2019年，对图书电商来说既是保存量的一年，也是借力新

渠道与新技术，谋求创新发展的一年。本期商报记者特采访京东图书、当当、文轩网、湖北新华、湖南新华、重庆新华、葫芦弟弟等网络书

店，通过他们的表现，管窥网络书店2019年的创新发展。

互联网的出现为传统书业带来了新理念，而随

着图书电商的进一步发展，由互联网引发的理念变

化正在进一步影响着行业的发展。如何打破“低价

倾销”的销售魔咒？如何利用数据为用户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如何在服务用户的同时，促进行业发

展？对图书电商2019年的发展来说，理念的创新

和发展成为关键。

平台化与课程培训服务行业发展。当当致力

于以平台之力推进行业发展，在今年8月22日举

办的当当出版研讨会上，当当提出将加大“平台

化”。对供应商资源的分配和赋能提供具体的“方

法论”。如在站内资源的分配上按人群设计促销

活动，最大化将微信公号、天猫、抖音等渠道用一

键分享工具对接，打造面向供应商的补货、运营、

促销、数据查询等多元化、自助式运营工具等。此

外，为维护行业健康发展，当当提出了“五要，三不

要”。“五要”指的是：全面毛保；定价权交给出版

社，当当只负责比价，价格全网最低；降低售断率

和加快周转；新书优先上架，当当独家；引流到当

当，当当负责费用。“三不要”即不要采购谈判；不

要跟其他渠道独家；不要赔钱的销售规模。通过

打破原有采购销的营销方式，当当与供应商一起，

共同开拓流量，用场景跟读者交互。

近年来，随着电商的发展不少出版机构开始尝

试触网，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集中体现为对花样繁

多的电商营销手段缺少透彻了解，不能有效操作利

用，难以实现希望达成的营销效果。针对上述问

题，今年，京东图书为供应商打造了电商研修班培

训课程。根据供应商情况，京东图书将课程分为

一阶、二阶、三阶3种，课程内容由浅至深，解决供应商在不

同阶段的难点和问题。今年，随着新书品种数量的同比下

降，出版业进入了品种的深耕细作时期。为充分调动京东

图书和出版单位的优势，进行流量、销售和市场影响力的共

建，助力合作伙伴提升新品销量，京东图书还在今年先后推

出了“超级新品计划”和“京东图书V计划”。

借数据发力用户服务。文轩网持续完善多渠道网络

销售模式，拓展新销售渠道，并根据不同渠道的运营特点，

策划多种营销活动，精准用户需求，提高销售转化率，提高

客单价，扩大销售规模。今年，文轩网在保证优势品类图

书运营的同时，深挖市场需求，加大对图书的精细化运营，

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同时，更加重视对大数据的运用，

建立了完善的数据分析模型，更为精准地获取用户需求、

了解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实现运营效果最大化，不断巩

固和提升市场竞争力。如今年文轩网发挥网络连锁经营

的渠道优势，充分利用数据，深度挖掘、分析和应用相关

数据，大力促进营销活动精细化，在哪些渠道哪个时间节

点，采用什么样的营销方式，都有相关应用数据支撑。

湖北新华今年在电商业务上，通过集团信息技术中

心、物流中心、连锁分公司协同，初步打造了库存小程

序、电商协同平台、融媒体营销矩阵、数据大屏等应用工

具，以大数据为基础对各门店进行精准分析个性化选

品，初步探索精准化、互动化营销，实现聚集线上线下会

员粉丝累计达百万人，库存动销有大幅增长，物流发运

峰值突破 3 万单。而随着图书电商从单一的打折促销逐

步向产品深度、精细化运营升级趋势逐渐加强，湖北新华

电商运营从产品营销逐步向用户营销进行转变，从单一线

上运营向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转变。通过社群营销、融媒

体广泛吸纳新会员，建立会员标签，截至目前，湖北新华线

上线下会员超百万，社群营销方式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活动

的覆盖率、参与率、转化率更带来超过百万元的转化销售。

此外，不少新华系电商还着力细分客群需求，并着力打

通线上线下。如重庆新华阅淘网打造了读书会及团购系

统，读书会将线上热爱读书及传播的人群，聚集到线下实体

店进行文化传播及推广，带动地面门店的人气，使新华书店

成为全民阅读的根据地。

案例

当当拆散出版物事业部聚焦平台化
8月22日，当当举办出版研讨会，当当网董事长俞渝宣

布拆散出版物事业部。除了架构的改变，当当还将加大“平

台化”，对供应商资源的分配和赋能提供具体的“方法论”。

在站内资源的分配上按人群设计促销活动，实现线上场景

化；站外资源的配置，最大化地将微信公号、天猫、抖音等渠

道用一键分享工具对接，带着图书和促销活动找读者。放

权供应商，打造面向供应商的补货、运营、促销、数据查询等

多元化、自助式运营工具；大数据驱动智能物联。

渠道下沉实现利润新增长。今年，京东图书

除了持续关注一、二线城市用户，五、六线城市用

户越来越成为京东图书关注的重点，并利用短

视频渠道触达该用户群体。今年“双11”期间，

京东图书五线、六线城市的成交额同比增幅远

超一线城市。

借流量优势实现线上线下渠道拓展。借助

第三方平台实现规模优势；通过区域自有平台

建立公域、私域电商店铺，打造区域网络发行竞

争力；线上线下融合，实现传统企业的互联网

化，是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在电商

业务领域的三步走战略。“双 11”期间，江苏凤

凰新华电商实现销售码洋 7009 万，核心店铺

“凤凰新华书店旗舰店”同比 2018 年销售净增

长 23%，平台图书类目销售排名由 2018 年的第

11 名上升为第 8 名。经过 3 年多的努力，江苏

凤凰新华初步实现了第一步目标。目前，正在

规划第二步目标，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平台，

构建千人千面的私域与公域电商，为江苏凤凰

新华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夯筑基础。

今年以来，湖北新华在第三方电商平台不

断取得进步的同时，自建电商平台、融媒体平

台、会员平台上也逐步取得新突破。湖北新华

电商平台粉丝总数已超过30万人，通过三方平

台、自建平台、融媒体矩阵的协同发展，相互引

流大力建设湖北新华特色品牌产品体系。随着

零售订单的增加，已逐渐在读者心中形成品牌

效益，并逐步建设完善多店管理、分销应用系统

的功能，初步实现门店、分销商入驻，为实现线

上线下营销一体化打下良好基础。截至目前，

官网“九丘网”上架品种数超过数万余种，销售

码洋1100万。

今年，湖南新华电商平台实现蓬勃发展，天

猫、当当以及自有阅达书城、阅达教育等平台的发

展实现了渠道的拓展，促进了传统图书业务向“互

联网+”的转型升级。此外，今年湖南新华在发展

上更加注重全网全平台的销售，并且注意自身品

牌的打造与推广，通过阅达书城与阅达教育线上

售书平台和 O2O 模式的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

BOOLINK书店的尝试，不仅取得了良好的销售

业绩，也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提升了品牌价值。

案例

文轩网精准服务提升转化率
文轩网持续完善多渠道网络销售模式，拓展

新销售渠道，并根据不同渠道的运营特点，策划

丰富的营销活动，精准用户需求，提高销售转化

率，提高客单价，扩大销售规模。2019 年，文轩网

深挖市场需求，加大图书精细化运营，满足用户

需求。同时，更重视大数据运用，建立了完善的

数据分析模型，更精准地获取用户需求、了解图

书市场发展趋势，实现运营效果最大化，不断巩

固和提升市场竞争力。

场景营销触达更多用户。当当在2019年注

重场景化营销，对内重组出版物事业部，并成立

了成长焦虑小组、生活方式小组、大学场景小组3

个场景化小组。对外，扩大触达范围，邀请大V、

出版社、营销号等，致力于加强与社交媒体的密

切合作。以生活场景小组的合作为例，当当创建

了“阅读+咖啡”的生活场景，与连咖啡共同发起

“连在一起，就是生活”的主题活动，联动文化、快

消、教育、AR科技、旅行和健康等，在连咖啡北

京、上海100家门店内，联合丁香医生、主持人王

芳等大V和50多家出版社，整合多个渠道触达顾

客，曝光量达千万。在听音乐的生活场景下，当

当与QQ音乐共同打造了“听音乐读好书”跨界

合作，通过2000个社群同步推广，为当当带来了

超千万码洋的销售额。这些主动营销触达、服务

顾客的场景化动作，无论是在流量、新客还是销

售额上都增长显著，打造了现象级的场景活动。

京东图书不仅注重场景营销，还在流量积蓄

和私域打造、用户感知三方面发力，今年“双11”期

间，京东图书在全民带货、店铺增粉、新品打爆三

个方面重点部署，通过开展抖音挑战赛，以专业大

咖和渠道达人的影响力快速实现销售转化。京东

图书在营销方法上的创新远不止在“双11”期间，

今年以来，京东图书在流量方面，积极搭建流量

池，实现声量、流量、销量的“三量合一”，除微信、

微博渠道外，布局抖音、快手、B站等新渠道，并重

视达人挖掘，积极与MCN机构开展合作，接入京

东商品池。其自制短视频节目《书生说》栏目点击

量超千万，#书生说#微博话题阅读量近2000万。

作为今年的高频词，“直播带货”成为不少新

华系电商重点发力的方向。与2018年相比，文轩

网今年开展的营销方式更多样化，充分发挥多渠

道、多端口的营销和销售能力，与出版社构建更加

互动、紧密的协作关系，在产品曝光、品牌推广等

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将不同产品与不同营销端口

的传播和销售特性相结合，打造了高品质内容营

销。在“双11”当天，文轩网利用不同的直播平台，

直播场数高峰期每小时达3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

百万。微博阅读话题阅读量超千万。

湖北新华“双11”期间直播22场，直播排位

赛最高获得天猫图书文教行业第2名，新增店铺

粉丝达5万余，累计参与人次超过50万，通过直

播、社群营销成交码洋300余万。

深耕童书市场9年、连续5年保持天猫童书销

量榜榜首的葫芦弟弟率先走出童书市场舒适区，变

“输血”为“造血”，抓住短视频的风口，结合当下全

新业态的童书直播，源源不断地为推广阅读注入新

活力。今年，葫芦弟弟首次将线下实体书店、线上

网络书店、直播视频平台融为一体，旗下天猫旗舰

店“葫芦弟弟儿童书店”，10位主播11小时不间断直

播，还邀请著名音乐家谭盾的夫人、教育家黄静洁，

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全国语文名师何捷等知名

专家、优秀作者走进直播间，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专

业、有趣、权威的阅读指导，有广度，有深度，更有温

度。数据显示，其天猫店直播月播量300余小时，日

均观看量1.7万，平均每场互动量5万，单场直播销

售额约1万元，月成交额约20万元。通过正规化运

营和精品化内容，直播为图书营销、推广阅读实现

突围、走进更广大人群打通了新渠道。

案例

京东图书抖音引关注
目前，京东图书合作的传统媒体、新媒体和

自媒体触达近8亿互联网用户，并致力于借助新

玩法吸引更多用户。以2019年开学季的抖音挑

战赛为例，京东图书通过抖音完成前端获客，通

过京东平台完成流量变现。#越读越上头#抖音

话题播放量近4000万，参赛视频累计528个，视

频点赞+评论+转发总数近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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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电商发展进入瓶颈期成为行业共识，因此，越来越多的电商着力“渠道下

沉”，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从城市向农村扩大用户群体。而这种变化也影响着当当、京东图

书、天猫等传统图书电商的发展。此外，新华系电商因其具有的线下渠道优势，在线上线下方面也进行

着不断的探索，实现良性互动。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当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成为书业关注的焦点，并开始逐渐发力之

际，谁也没能料到，凭借超高的“带货能力”，“直播”会成为今年的“黑马”。在“双11”，凭借抖音、快

手、天猫直播等诸多新渠道的发力，无论是天猫图书、京东图书、当当，还是文轩网、博库网、阅淘网

等新华系电商，销售均呈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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