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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会新华书店党建流动售书直通车开进乡村学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继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解决偏远乡村“买书

难、看书难”的问题，保障基层读者基本阅读权利，近日，广东新会新华书店开展了以“阅读，为

乡村振兴助力”为主题的第二季度主题党建活动。活动以流动售书车的形式开展，6月15日~

6月19日驶进广东双水镇的11个美丽乡村，服务基层读者近万人次。

活动现场，广东新会新华书店还派发“扫黄打非”相关宣传资料，引导读者们从自己做起，

抵制非法出版物，养成绿色阅读的习惯。广东新会新华书店党支部还为所到村的贫困学生、

优秀学生20人各捐赠价值500元学习礼包，勉励学子自强不息、争先争优。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活动前，广东新会新华书店与广东双水镇政府、各村委、学校密切

沟通，详细了解基层党员、群众、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特点，就积极组织适销对路货源，挑选涵

盖党建、农业科技、家电维修、医疗保健、文学、经济、学生读物等领域的书籍，将先进的红色文

化、农业、科技知识送到基层党员群众、学生手中，打通服务基层读者的“最后一公里”，为建设

书香新会做出积极贡献。 （邓小庚）

今年实体书店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一方

面，突发的疫情让实体书店近年来历经千辛

才实现的销售止稳趋增的势头戛然而止，闭

店长达 40 天，一季度销售平均下滑超 50%。

重新营业后的客流、人流大减，联营商家撤

铺造成的租金减少、场地空置，加上读者疫

情期间已形成的线上购买习惯，让实体书店

经营雪上加霜，恢复遥遥无期。新华书店靠

多年积累勉强支撑，民营书店则不得不又面

临一波倒闭潮。

另一方面，随着网店、自媒体平台、直播

带货等渠道的快速发展，出版社对实体书店

的依赖度越来越低，尤其是疫情期间的图书

销售基本依靠线上实现，更有部分出版社的

自办线上发行、直播风生水起，进一步增强

了出版社对线上渠道的依赖。目前，很多出

版社的线上销售占总销售比重超过50%，多

者甚至达到80%。

实体书店销售的大幅下滑、线上渠道占

比的快速扩大、读者线上消费习惯难以短期

再逆转，仿佛都预示着实体书店图书销售功

能的降低，对出版社的影响力在减弱，但笔

者认为，这样的想法未免有失偏颇，主要原

因有两点。

一是实体书店转型升级效果显现、阅读

引领持续强化，全新的发展之路将为实体书

店带来全新机遇。

作为商业零售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出版

发行业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主体，实体书店在

店面布局、业态构成、技术应用、经营理念、

运营思维、营销方式、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等

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安徽新华

推出共享书店，到深圳书城开启5.0模式，再

到文轩 BOOKS 品牌店的全新探索，实体书

店每一步走得都很踏实。尤其是今年5月30

日，第二家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新华文轩

BOOKS 品牌店（成都招商店）逆市开业，为

实体书店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笔者认为，目前的实体书店不是不能发

展，也不是发展不好，关键要看经营者如何

去作为，如何去尝试。新华文轩已走出了一

条新的发展之路，值得借鉴、学习。出版社

也要将目光更多地放在各地实体书店的发展上，加大与类

似于新华文轩、江苏新华、浙江新华、湖北新华等发行集团

的合作力度，共同促进实体书店的进一步繁荣。

二是线上渠道销售“看上去很美”，但面临诸如折扣低

利润薄、盗版侵权现象严重、投入大产出小等诸多问题。

科技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兴起、直播的出现，让线上销

售渠道除了网店之外，人人都能带货、全民皆可销售。但

动辙一场直播销售金额就能达到线下实体渠道一年销售

的巨大差距，也不由让人质疑直播是否存在大量刷单、销

量造假等情况。

目前，图书线上销售依然以当当、京东图书、天猫图书

等自营店、平台店为主，最近的6·18大促再传捷报。但综观

越来越频繁的电商图书大促，除低折扣外已无更多创新之

举。销量大增的背后往往是低折造成的利润滞胀，这种涸泽

而渔的做法损害了实体书店的利益，也给出版行业带来了不

利影响。今年5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谭跃、潘凯雄、

于殿利就联合在《关于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的提案》

中提议：新书出版一年内不得以低于其定价的八五折销售。

实体书店深恶线上低价竞争带来的冲击，出版企业也难以长

期承受线上低价之苦，最终带来的只能是全行业的崩溃。

此外，因线上平台针对盗版的打假追查、追责成本

高、难度大，线上销售的图书难免鱼目混珠、盗版丛生。

当前的出版社直播营销，不是引流困难关注度低，就是

有流量直接销售转化低，最终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投

入大成效小。

一方面是实体书店正积极寻找出路，转型升级效果显

现，尽管受疫情影响，在政府支持、自身调整下正努力进行

复苏，在未来行业发展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出版社重

要的利润来源。目前一些出版社和民营策划商，正积极加

强与实体书店的合作力度，针对适合线下销售的图书进行

重点陈列、针对性促销，通过实体书店覆盖城乡、社区的网

点，将渠道下沉至区县乡镇地区；通过实体书店在团购、馆

配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扩大销售。另一方面针对线上渠

道，出版社要在肯定电商平台销售地位和功能的同时，也

要学会对线上的低价无序竞争说“NO”，不能出现量增利

不涨最终伤及出版社发展本源的情况。

笔者认为，未来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实体书店

与网络渠道并行推进。实体书店与线上渠道，不是谁取代

谁，而是要融合发展，要通过发挥各自优势，都发展成为图

书销售的主渠道、主阵地，更好促进出版发行业的健康、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出版社要加强社电营销力度，更需要

持续推进社店合作，在社店长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线下门店活动、促销的开展，文创产品的研发、

销售；进一步向实体书店线上平台进行营销资源的倾斜，

助力发展，以全方位促进出版产业的做大、做强、做优。

头部品支撑整体增长 销售态势难达预期

此次受访的30家出版社，在6·18大促中

实现同比增长的并不太多，但相同点是头部产

品表现突出。对于大部分出版社而言，今年的

6·18都难说达到销售预期。

销售增长依靠头部品种带动。今年6·18，译

林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中华书

局、接力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均实现了

销售同比增长。其中，头部产品的带动作用显

著。如在 6·18 当天，华文出版社在当当、京东图

书的销售同比 2019 年翻了一番。华文出版社市

场营销中心副主任陈杰表示，增长的原因一是该

社对重点图书和产品线的重点推广运营，通过与

各电商平台充分沟通争取好的营销资源；二是合

作作者的微信公众号引流效果佳；三是电商平台

的配合度、参与度较高。陈杰说：“我社新出的《故

宫六百年》一书，在6·18前后3天，仅在当当平台

就销售了 1000 多套。”河南文艺出版社企划营销

部主任杨莉介绍，该社在6·18期间的销量比平时

好，尤其是套装书产生了较好的带动作用，如“十

大华人科学家丛书”等。

针对重点品种，出版社在6·18大促期间加大

了营销力度。译林出版社市场发行中心副主任高

晓丽认为，该社在6·18期间的销售增长离不开好

书的支撑，如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的《我心归

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2019豆瓣年度高分榜第

一名《呼吸》等。其次，得益于B站UP主的推荐，科

幻类图书的销售增长显著，如《仿生人会梦见电子

羊》等。此外，该社今年在营销方面全面发力，6·18

前调动了几乎全部作者、译者、责编、书评人等资

源，各路媒体的推广也非常密集，平台触达的层面

比较广泛。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各电商平台的促销

带动，也是销售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华书局营销中

心市场部副主任彭玉珊介绍，6月1日~18日中华书

局在京东的销售码洋已超2019年整个6月的销售

码洋。“这是中华书局增强线上营销力度、保证重点

品供货的结果。”

活动周期变长但销售难达预期。通过发力店

铺的建设和粉丝的累积，接力出版社今年6月16日

~18日整体销售同比实现增长。但受疫情影响，更

多的出版社在销售方面难达预期。石油工业出版

社图书营销中心网络销售部主任胡书渝表示，今年

6·18各电商平台活动均开始较早且持续时间长，

但截至目前的销售数据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不

少，究其原因，一是疫情对销售影响显著；二是出版

社出版新书较少。杨莉表示，河南文艺出版社订单

较预期少很多，和2019年双11比，订单只有其20%

左右，究其原因，一是受疫情的影响；二是6·18活

动周期长，流量分散。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在6·18前后参与了天

猫图书、京东图书、当当等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但

图书销售情况均未达预期，该社市场图书发行公司

执行副总经理王俊晓介绍，6·18销售同比基本持

平，但今年促销活动太过于频繁，活动已经日常化，

大促销售吸引力下降。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限公

司发行部主任徐国强认为，受疫情影响，实体书店

销售普遍下降，经销商不愿意订货，今年5月1日~6

月20日期间发货同比基本持平，没有延续往年快

速的增长态势。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市场图书发

行中心主任李红明认为，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感

受不到往年6·18、双11那种“过节”的气氛，销售所

反映出来的结果也明显不如往年，今年6·18总体

销售与2019年持平。

全平台参与广撒网 重点捕捞显现差异

6·18 作为每年线上营销的重头戏，自然

也是各大电商平台唱主角。无论首倡者是哪

家平台，其他平台最终都会来分羹。作为上游

的出版社，少有继续过去抓大放小的策略，而

是选择参与全渠道各平台的活动。回顾今年

的表现，大平台的优势依旧。

活动力度加大，全渠道参与成常态。押宝单一

平台的做法愈发少见，广撒网重点捕捞更符合出版

社的当下利益。如译林出版社对于电商平台的促

销活动几乎全部参与，包括当当、京东图书、博库

网、文轩网、凤凰新华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除了

参与当当网、京东图书、博库网、文轩网等大平台的

活动外，还参加了山东杏林、盛世天佑、河南树人、

湖南金卫、江苏宁海、北京好友等医药卫生专业网

店的活动。

“整体来看，今年各平台的促销力度都很大。”

王俊晓介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在天猫图书参

与了6·18年中大促各阶段的活动，促销力度较往

年增大；在当当参与了6·18开门红、年中狂欢、图

书大牌日等活动，主要方式是满100元减50元与拼

团活动；在京东图书参与了“61开门红”、6·18巅峰

活动日、超级大牌日等活动，促销方式有满100元

减50元与京东秒杀活动等。接力出版社营销主理

刘佳金介绍，该社参加了天猫图书、京东图书、当当

等平台的活动，天猫图书在直降5折的基础上叠加

平台每满300元减40元津贴；京东图书POP店每

满99元减50元，到手价格都在5折以下；6月16日

~18日在京东图书开启了全天不间断直播。石油

工业出版社参加了当当、京东、天猫、拼多多等电商

平台的促销活动，在京东、当当平台通过返点、毛

保、进折价保等方式给予平台让利，从而让平台有

更多的活动空间。

大平台优势依旧，京东增长势头猛。线上流量

的集中赋予了大平台更多优势，6·18期间，出版社

在京东图书、当当、天猫图书等平台的销售相对更

好。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从5月25日起，配合京东流

量节点，分别做了“超级品类日”“开门红”“SKA大

牌日”“6·18大促”“返场日”等活动。该社发行部

主任李理介绍，截至6月21日，京东平台的销售额

已超去年6月全月。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参与了

天猫图书、京东图书、当当、文轩网等平台的活动，

李红明介绍，这其中，文轩网销售相对较好。华文

出版社在6·18当天，在当当、京东图书的销售同比

2019年翻一番。现代出版社在京东平台销售同比

上升。

强者愈强，平台加成带给强势出版社更多的

流量和销量。中华书局参与了多家平台的满减、

返券活动，投入品种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京

东图书数据显示，6 月 18 日上午，该社《史记》《资

治通鉴》、“二十四史”三种重点产品进入社科类最

受欢迎榜前10，中华书局店铺取得了京东图书6·

18 销 售 总 榜 第

六、社科榜第一的

好成绩。浙江人

民美术出版社在

天猫平台的“boss

来了”直播活动，

在“天猫 6·18 热

门榜·大牌文娱小

时榜”排名第一。

据介绍，在黄金时

间集中各方面优

势资源冲上榜，上

榜后向天猫倾斜

的流量就更多，限

购产品迅速售罄。

策划活动更谨慎 直播带货成标配

虽然对6·18大促满怀希望，但上半年的

情况让出版社不得不在营销投入上更加谨

慎。除了参加各大平台的促销活动之外，出版

社自主策划的活动较少，其中直播成为活动标

配，为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转化率。

线上引流造势，直播带货转化效果好。今年，

由于疫情原因，直播带货成为了主要的营销方式。

接力出版社在6月16日~18日期间，邀请《六极物

理》《天赋教养：刘墉谈亲子教育的40堂课》等书的

资深编辑全天候直播。为配合今年6·18活动，中

国中医药出版社在5月举办了3场图书网络直播活

动，在该社专业直播室，邀请作者或资深编辑，通过

数10家经销商平台与读者互动。据徐国强介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对参与网络直播活动的店铺有

政策支持，有效调动了经销商参与网络直播活动的

积极性。石油工业出版社在各平台均开设了直播，

图书编辑上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亲

自参与直播两小时，助力冲榜，给读者带来了诸多

优惠政策；该社针对这次直播共召集了20余人，从

下午2时一直到晚上10时，编辑们轮番上阵，助力

直播。

通过自媒体和短视频引流也是重要手段。

今年上半年，直播、短视频成为百谈不厌的话

题，为加快相关业务的布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在 6·18 前后策划了诸多视频营销活动，如

在快手平台陆续投放了十余个短视频，视频总

播放量 240 万次、总点赞量 1.2 万次；在天猫图

书、京东图书、快手等平台开启直播 30 余场，共

吸引了近 12 万人次观看。中华书局自媒体矩阵

从 5 月底开始，策划了十余篇推文并形成系列，

向读者荐书。在 6 月 18 日当天，中华书局发起

了“当 108 岁的中华书局遇上 6·18”直播活动，

从早上 10 时 8 分~下午 6 时 18 分，编辑们化身主

播，向读者介绍中华书局各条核心产品线的好

书和背后故事。

活动成本增加，涸泽而渔或造被动局面。今

年 6·18，华文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新星出

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等除参与平台大促，

并没有自主策划营销活动。之所以不少出版社

6·18 期间没有策划活动，而是跟着平台走，也是

因为自己做活动，流量资源一般配置不到位。河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则只在地面店选了一部分畅

销品做促销。

如此谨慎的态度，源自对成本的理性控制。

徐国强认为，今年 6·18，经销商要求出版社的政

策支持力度更大了。王俊晓表示，活动时间增

加、力度增大、成本增加，处于无利润甚至亏本销

售状态。新星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宏丹坦言，对

于直播出版社很积极，但折扣压得低，快递费又

上涨，所以合作非常谨慎。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营销部主任钟阳认为，电商全年都在做活

动，挤压出版社的利润，如果长此以往势必导致

图书定价抬高，最后吃亏的还是读者。有营销人

认为，为刺激市场信心，今年活动时间更长，能理

解但也非常无奈；疫情影响消失前，此举只是将

后期消费集中提前释放，涸泽而渔只会让下半年

的销售更加被动。

受疫情影响，很多出版机构上半年经营欠佳，年中6·18这一节点，便成为出版社促销冲销量的重中

之重。从电商平台到各家出版社，对今年6·18都投入了更多关注。

不少营销人说这是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6·18大促。或许因为疫情压抑了人们的消费需求，6·18

大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情绪释放的时机；也或许是因为疫情倒逼各行业大力发展线上渠道，这一战略在

6·18大促迎来了厚积薄发的时机。大促后盘点，虽增幅距预期尚有差距，但不少出版社依然实现了销售

同比增长，有些虽没增长但较上半年情况也有所好转，其中头部产品的带动效应十分明显。然而，也有一

线营销人表示了心中的担忧：大促带来的成本压力依然巨大，而长时间促销造成了消费需求的提前释放，

也给下半年销售带来了隐忧。那么，今年的6·18大促，出版社销售情况如何？大举促销到底是顺势而为

还是涸泽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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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的6·18大促，电商平台又迎来了

一波销售高潮。以京东、当当、天猫图书为

主的图书电商，在最多低至2～3折的促销力

度下，捷报频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

体书店的悄无声响。甚至有人在网上发文：

“实体书店离全面死亡还差几个6·18？”

微讯

北京亚运村图书大厦北京亚运村图书大厦1010周年打造区域文化新地标周年打造区域文化新地标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今年6月18日，北京亚

运村图书大厦迎来10周岁生日。10年间，大厦逐

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区文化生活书

店”，以“打造区域文化新地标”为发展目标，累计

接待各界读者近1000万人次，销售各类图书及相

关文化产品200余万种、600余万册，销售突破3亿

元，共举办了近千场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

近期，亚运村图书大厦策划组织了为期10天

的10周年庆典活动。活动期间，大厦推出了名为

“我与亚图共成长”寄语征集令，还策划组织了多

场互动活动，如参与“10年相伴感恩回馈”全场图

书音像制品8折优惠，并可加盖“亚图10周年纪念

章”，满50元赠送10周年纪念包装袋；消费满100

元可前往大厦休闲活动区参加“幸运转转 惊喜不

断 ”转盘摇奖；微商城“线上周年庆 砸金蛋 送积

分”活动；“北京书店之夜直播活动”等。 （伊 璐）

（上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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涸泽而渔现隐忧涸泽而渔现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