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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战报——“几家欢喜几家愁”

在6·18大促暂告段落之时，中国出版传

媒商报记者对全国16家新华系电商进行了

采访，不少书店表示，因线上平台正在转型

升级或升级未结束，因此未集中参加此次6·
18年中大促，一些书店6·18期间各线上平台

基本维持2019年同期水平，但一些“准备较

为充足”的书店，在今年的6·18年中大促中

取得了较好成绩。

文轩网相关负责人表示，6月1日~18日，文

轩网全渠道的整体销量超过了预期目标。文轩

网在各平台店铺销量同比增幅普遍远高于所在

平台品类中的平均水平，部分店铺销量还实现了

翻倍增长，如此次6·18全网热销的教育考试类图

书，文轩网实现了200%的同比增幅。

博库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库网”）总

经理游克华介绍，今年6·18，博库网同步销售有

所上涨，三波大促活动销售均高于2019年同期。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大华表示，6月16日~18日凤凰新华总部电商

实现销售码洋3128万，同比净增长32.85%。凤凰

新华电商今年上半年销售总体保持了快速增长，

同比净增长超36%。“销售增长，一方面是江苏新

华发行集团总经理室持续重视，2019年12月起就

将传统业务的互联网化转型作为集团的十四五

战略来抓；二是疫情的影响，线下流量相当一部

分转移到线上，这一现象也将成为今后图书零售

市场的一种常态。”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连锁分公

司副经理兼零售业务中心经理李照表示，截至6

月18日，湖北新华天猫店、京东店、拼多多店以及

自有电商平台九丘网，6月在线上平台累计销售

码洋达1500万，6·18当天实现销售码洋300万，

湖北新华拼多多旗舰店上线不到2周单日销售码

洋就突破万元，京东店突出特色运营，获得京东

图书开放平台最受欢迎文学艺术商家榜第五、最

受欢迎历史社科商家榜第四名的成绩。“各店铺

在6·18期间销售同比小幅增长，究其原因，一是

受疫情影响，读者积压的部分消费需求在6·18集

中爆发；二是各大线上平台为提振经济促进消

费，活动力度大于往年。”

除了打折“真香”，哪些营销引流效果好？

6·18以打折促销为主自不必说，但除了

折扣优惠，想要在“爆炸式”的销售信息中吸

引读者关注，“快速引流，激发潜在客户消费

积极性”，在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尤为重要。

紧随时下热点引流。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电

子商务事业部网上书店运营总监杨雪刚表示，在

天猫平台，店铺主要是通过直通车、钻展、超级推

荐、淘宝直播和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进行付费推

广，同时店铺尝试拓展了部分社群电商渠道，并

结合店铺活动进行站内和站外引流，促进销售。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云端拓展部总经理

张元侃则表示，因上海新华云端网店需控制利润

率，暂不会跟风低价竞争提升销售，希望出版社

方面能够做好限价工作和全面平衡，同时控制付

费流量成本。

文轩网基于后台大数据，结合各平台渠道特

点，分别上线了精选好书推荐目录，如“年中盛典

TOP 榜单”“文轩聚焦好书”等专题，销量颇高。

同时，借鉴综艺节目模式，文轩网联合16家出版

社发起“王牌好书申请出战”活动，选出80本好书

以拟人化方式进行比拼“出道”，在微博同步发起

活动话题，话题累计阅读量超千万。

提升服务及营销专业度。博库网今年则在

打折优惠促销外，更加关注用户需求的变化，致

力于提升服务的专业度和效率。博库网从服务

上继续加强客服团队的整体专业度和服务能力，

并利用技术手段，供应链系统用自动采购算法提

前合理备货，华中、华北、华东三仓协作，最大程

度提升发货效率。

李照表示，湖北新华电商团队精心制定营销

方案，6·18从预热到大促，每个节点都有详细的

方案设计。“由于现在各个平台是相对孤立的状

态，通过充分利用新华书店品牌优势，线上线下

联动，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以及抖音、

快手等，采用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宣传推广方

式，实现联动营销。店铺内则通过精细的类目展

示，重点图书的不断优化、组套及关联销售提升

转化率，另外借助平台推广工具，如直通车、淘宝

客、海投、内容营销等方式引流提高展现率。”

加大短视频和直播推广。博库网积极布局

新媒体运营矩阵，建立了独立的直播团队，深入

实现内容营销升级，探索新形式营销场景。游克

华表示，通过大数据精细化分析用户人群需求，

依托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矩阵，加大

短视频和直播推广，实现场景聚粉、粉丝裂变，并

持续开展用户运营，积累粉丝。同时积极发力外

部合作，与大V、自媒体账号及社区平台建立合作

关系，结合市场及行业大环境趋势，拓展直播合

作和玩法尝试，逐步建立用户、内容生产及合作、

销售转化的良性循环。

文轩网联合数十家出版单位，6月1日~18日

在各电商平台开展了100余场荐书直播活动。

2019~2020观察

6·18销售特点有啥区别？

“今年线上销售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总

体销售比较疲软，热销周期较短，缺乏持续

力。”——正如许大华的感受一样，对于今年的6·
18销售，不少书店线上平台负责人均表示，虽然

活动时间拉长、优惠力度加大、营销玩法升级等

都利于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激情，但受疫情、中小

学校开学推迟等因素影响，第三方电商销售平台

低价竞争加剧。

游克华向记者介绍，今年 6·18 与 2019 年相

比存在不少差异。首先，从平台方面来说，天猫

图书提高了6·18整体的优惠力度，同时也明显加

快了活动铺垫的节奏、增加了活动时长。参与活

动的商品打标门槛低，整体参与的图书品种也远

多于2019年。其次，对行业来说，图书行业竞争

进入前所未有的白热化低价竞争，配合平台叠加

满减或大额券，出货价格创历史新低。受疫情

影响，区别于以往开展大型活动的要求，以头部

友商为代表，主动掀起价格竞争，抢占销售市场

份额，行业生态严重受损。第三，对于消费者来

说，除了关注价格及优惠，今年会更关注发货时

间、发货地点、售后服务等方面，用户更需要商

家提供更快捷的物流时效和更完善的服务。第

四，今年大力度加入了各类直播玩法，直播成为

了流量获取及用户运营的重要手段。“面对今年

的变化，博库网理性看待市场环境，利用完善的

利润模型平衡利润与规模，制定更合理化的促

销方案，抓住市场机遇，同时理性参与竞争。配

合供货商做好市场限价并在合理范围内给予用

户最大的让利。”

文轩网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同比2019年，今

年6·18期间的每日销售走势较为平稳，一方面原

因是各大电商提前了较长时间进行营销宣传和

造势，拉伸并延展了促销周期；另一方面是广大

用户在网购大促之下的消费观念也在逐渐成熟

变得更加理智。

今年的6·18，与往年相比有着诸多不同之

处。如不少图书电商将6·18的营销节点提前，早

在5月就开启了相关活动。而从活动力度上，相

比较往年也有着更大的促销力度，满减、折扣，甚

至优惠可叠加，都让读者“大饱口福”。图书电商

6·18 期间销售情况如何？开展了哪些营销活

动？又有哪些活动是其重点？这些重点活动，又

将指引图书电商走向何方？

当当：图书销售码洋同比增长65%
数据显示，今年6月18日0时~0时30分，当

当共销售图书约479.62万册，10小时图书码洋同

比增长65%，其中童书销售码洋同比增长89%。

当当6·18自6月9日持续至20日。当当出

版物事业部总经理张玲介绍，在营销活动上，当

当开展了“你读书 我送券”活动，6 月 16 日~18

日，当当分时段开启大额优惠码限时抢，如满

400 元减 120 元等。购书者还可发起拼购。此

外，当当延续了在书香节期间推出的“创建读书

计划 瓜分1亿读书基金”活动，拉长参与周期，增

强读者粘性。

直播方面，今年6·18期间，当当组织了数百

家出版社及名人大咖进行直播，涉及童书、亲子

家教、科技教育、艺术绘画等图书品种。

张玲坦言，书香节与6·18期间，“创建读书计

划 瓜分1亿读书基金”活动都有着相当不错的成

绩，因此，未来该活动将成为常规营销活动。书

香节期间当当上线的“我是荐书官”项目，通过达

人、明星、出版社社长等联合推书的形式，上线之后迅速破圈，抖音

播放量超2亿，微博阅读量超1亿。“经过复盘我们认为，该项目完全

可作为集合更多势能的跨品牌、跨行业超级IP。”此外，“阅读打卡”

活动凭借不同读者的参与，引发了“自来水效应”。

京东图书：“红六月”发力视频营销
早在5月，京东图书就开启了“红六月”。5月27日京东图书主

推日，通过一系列促销活动的推出，当天图书成交额同比增长168%，

成交量同比增长136%。

6月1日~18日，京东图书通过不同时间段叠加不同力度的优惠

券，同时推出百亿补贴强化促销力度，挖掘放大PLUS用户价值，成

交额同比2019年大幅提升。如最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6·18 期间销量过百万册，法律法规类图书成交额同比增长

153%；地方公务员考试图书成交额同比增长530%。此外，京东数字

阅读方面，成交额达2019年同期20倍；京东读书APP总阅读人次同

比增长183%，人均阅读时长同比增长102%。

与往年相比，今年6·18期间，京东图书在直播带货、大V带货等

方面重点发力，通过集卖货与传播为一体的营销玩法，以CPS（销售计

费）补贴、带货补贴、优惠券等方式，实现多场景触达、全渠道营销。

为了更好地提升销售，京东图书在四方面进行发力：一是用户

策略方面，以提升家庭用户为主的老用户复购为主。二是通过打造

单品爆品，为销售做增量。三是采用多样化合作和激励模式，刺激

大V和平台媒介、MCN机构带货，实现站内外联动。四是借助直播

以及营销共建，为平台引流，促进销售。

此外，6·18期间，京东图书联动线下书店，通过场景化营销让线

上线下联动经营更为顺畅，更贴合读者消费诉求，线下店线上销售

表现突出。

天猫图书：销售超预期 玩法多样引关注
“此次6·18，天猫图书销售整体来说超出预期，用户在天猫图书

平台上的购书热情持续了20多天。”天猫图书总经理张炜介绍，从品

类上分析，尽管受疫情影响取消或合并了一些考试，但与学习、考试

相关的图书需求依然旺盛；童书品类继续表现优异；原版书继续领

跑大盘，成为实物书增长最快品类。张炜坦言，疫情的影响使图书

行业更加向线上转移，如何布局运营好线上市场，成为行业从业者

需要思考的问题。“从今年6·18的情况来看，内容营销已成为图书行

业的重要营销方式，而直播、短视频、图文等多样的内容表现形式，

则要求图书推广者更加了解图书本身，并能有效提炼表达卖点。”

营销活动方面，今年6·18，天猫图书的整体玩法较为多样，直

播、短视频、图文等多种表现形式，为阅读推广者带来更大的发挥空

间。“天猫图书此次6·18采取了四波段活动，分别是预售开启6·18、

6·1开门红、亲子品类日和616狂欢日。”张炜介绍，其中预售商品以

套装商品为主，亲子节以童书和学考书籍为主，开门红和狂欢日全

品类参与。

张炜表示，6·18期间天猫图书通过一系列多样式的营销互动玩

法，打通了出版方、商家和用户消费关系纽带，为新老用户带来了更

好的购书体验。“未来，天猫图书将更多围绕用户，开展立体化营销

和服务，通过各种数据化和精准化营销工具赋能商家，惠及用户。”

张玮强调，人货场的精准匹配，内容化的营销，将是未来天猫图书的

两大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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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第六届海峡读者节收官第六届海峡读者节收官 活动主阵地首次转移线上活动主阵地首次转移线上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福建省新闻

出版局、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主办，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承办的第六届海峡读者节圆满收官。为期1

个多月的时间，共举办文化活动1000余场次，掀

起了全民阅读活动的新高潮，为建设书香八闽发

挥了积极作用。

读者节以“咏读歌抗疫·书香迎小康”为主

题，首次将活动主阵地转移至线上，开启“线上平

台为主，线下活动为辅，线上线下齐发力”的全新

模式。依托信息化平台和大数据应用，建成了本

届读者节官方网站及云馆配网站线上双平台，设

有多个专题板块，为广大读者打造永不落幕的阅

读盛会，也为助力疫情防控和加快推进生产生活

秩序全面恢复贡献力量。福建全省各地新华书

店充分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开展了系列主题

图书展活动。鳌峰坊书城还打造了“新华·党建

读物空间”。

福建新华首次将春季馆藏图书订货会转移

至线上举办，吸引了省内外330多家出版社和图

书公司、300多家图书馆及有图书采购需求的单

位参加。

读书节期间，福建新华旗下各分公司以新华

书店门店为线下分会场，充分利用“新华·阅读中

心”“新华·作家空间”组织策划专题讲座、作品阅

读分享、名家读者见面等活动，并将部分活动在

线直播。 （肖 颖）

今年以来，突发的疫情让线下渠道销售几近停滞，各大出版社

纷纷在线上重点发力，而图书电商也借此时机，通过开展多种营销

活动，如折扣优惠、直播售书等，继续深挖潜在用户，扩大线上销售

份额。在此背景下，原先的“以点营销”逐步拉长成为“以线营销”，

如围绕6·18，不少图书电商自5月就开启了相关活动。在此背景

下，线上图书销售大幅上涨，收益可观。但也有不少书业从业者担

忧，过度挖掘用户消费能力容易造成“竭泽而渔”，造成下半年销售

疲软。

今年6·18，线上销售情况到底如何？各电商平台、出版社又开

展了哪些营销活动？未来，围绕线上销售，又将有哪些新动态？

新华系电商新华系电商：：66··1818是否是否““逆袭逆袭””

强者愈强强者愈强 弱者仍弱弱者仍弱
受疫情影响，新华书店更加感受到建设与发展线上平台的紧迫感与急迫性，并对线上销售平

台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投入力度。同时，受疫情影响，全国人民被压抑了小半年的消费欲望在6·
18得到释放，市场也希望通过6·18进一步推动消费复苏，因此，今年6·18的销售竞争也前所未

有的激烈。但由于不少新华书店缺乏现成的线上运营、技术人才，起步晚、基础差，对于6·18大

促这趟营销与大促的快车，还略显生疏和准备不足，短时间难以产生较好效果。采访显示，新华

系电商6·18总体呈现“强者愈强、弱者仍弱”的态势。当然，也有一些“蓄势待发”的书店通过精

细制定线上营销方案，从预热到大促，每一个节点都有详细的方案设计，获得了较好成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专题报道组 蔡雷 王少波 焦 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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