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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体书店 选品 主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少波

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8年

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统计，2018 年

全国共出版图书 519250 种，其中初版

新书 247108 种，再版重印图书 272142

种。面对如此量级的图书品种，线上线

下发行渠道如何选品？读者购买倾向

有何趋势？融合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的CNONIX应用示范单位

销售数据和商报·奥示“中国出版业市

场监测系统”线下ERP数据、线上监测

数据的“商报·奥示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线下市场动销品种57.43万种，当

年新书动销率为56.86%；线上市场动销

品种 81.19 万种，当年新书动销率为

80.10%。

可以看到，无论是图书陈列相对

有限的线下市场，还是接近无限的线

上市场，动销率都是一个关乎行业肌

体健康的关键指标。对于实体书店来

说，相当比例的图书从摆上书架的那

一刻起，就成为了动销率之外的存在，

不但难以带来效益，还占据着越来越

宝贵的陈列资源，乃至造成退货、仓储

等一系列成本损失。因此，选品工作

变得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各省发行集团纷纷组建选

品团队，并快速下沉，不少大书城甚至

中小型门店也都有了自己的选品团

队。选品环节下沉化、精细化、日常化、

全员化、专业化，将成为书店未来发展

的重要方向，处理好新品选品和二次选

品、持续选品和阶段选品、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产品等级和产品种类这4对

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新品选品vs二次选品
书目和数据各司其职

选品周期的设定在不同书店之间

差异很大，主要取决于书店的选品流

程，从每日、每周到每月不等，针对不同

品种、不同供应商的选品周期也不同。

但正如湖北随州书城副店长吴艳丽所

说：“选品是常态工作，时时关注，时时

选订。”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新华书店有

限公司业务主管颜务明也表示“每日至

少一添”。宁波市奉化新华书店的新书

征订频率为每周两次以上，重点书选品

每天 1 次，动销补货每天 1 次。安徽合

肥新华书店三孝口店业务部主管袁芬

介绍说，该店每周进行1~2次图书销进

存补货和1~2次新书补货工作。

新品选品往往参考书单，尤其是出

版社提供的重点书目录；二次选品则主

要参考历史销售数据。如湖南图书城

中心门店根据 ERP系统提供的新书征

订平台以及出版社提供的重点品种推

荐进行甄别，每周1次。

据内蒙古新华书店业务部高昕介

绍，保持新书的上架率是考核的一项重

要指标，有些出版社隔周传送新书目，

有些出版社每月更新书目，选品师根据

出版社提供的产品重点等级和店内历

史销售情况进行选品。据重庆书城副

经理杨阳介绍，该书城对供货商进行了

分级管理，根据不同的级数，添货的频次

也不相同。与此同时，新书添订每天进

行，二次添配则是根据销售情况和楼层

反馈不定时进行。 （下转第8版）

国家网信办集中整治问题网站和自媒体平台

距离开幕还有

1212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与上海书城

共同承办“中国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年会”

●深度融合发展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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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24日，由中

国外文局主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的3D虚拟展馆“中国国际云书

馆”上线运行，来自五大洲24个国家和地

区的知名出版集团和大型出版机构参与其

中，中国14家、海外30余家机构共展出33

个语种、16万种图书。中国外文局出版的

20余种多语种电子期刊同时上线。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中宣部进出

口管理局局长王志成、中国外文局副局长

刘大为等出席开通仪式。中国外文局副

局长陆彩荣主持仪式。中国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永刚，浙江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勇良，南

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应中

伟，黎巴嫩阿拉伯科学出版社董事长巴萨

姆·谢巴鲁，波兰阿达姆·马尔沙维克出版

集团董事长阿达姆·马尔沙维克，俄罗斯

科学出版集团副总裁奥列格·瓦维洛夫等

国内外出版集团和出版商代表线上致辞。

杜占元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全球持续蔓延，对各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也给全球经济发展带

来严重冲击。出版发行行业不可避免地受

到严重影响，特别是重要国际书展相继取

消或延期，国际图书物流受到很大影响，全

球出版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特殊

形势下，中国外文局启动“中国国际云书

馆”建设，以云展览的形式，为各国出版发

行同业展示图书、交流合作提供新平台，为

各国读者阅读了解多样文化、增进心灵沟

通提供新渠道，汇聚携手抗击疫情、促进繁

荣发展的强大合力。陆彩荣介绍说，“中国

国际云书馆”秉持“以书为媒，文明互鉴”的

主题，运用互联网新技术新理念，突破时间

空间限制，通过构建3D虚拟展厅，最大限

度还原线下展馆真实场景，是国内首座以

海量图书为主体的云展馆。

云书馆特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

展示厅”，集中展示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二、三卷，以及《摆脱贫困》《之江

新语》《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习近平上

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重要讲话》等在内的

习近平总书记署名著作、论述摘编和讲话

选编，共80余个品种，涵盖33个语种。这

些著作将在云书馆长期展示，供中外读者

阅读。其中，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外文局所属外文

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正式亮相“中国国际云书馆”，这是该著作首

次在国内外大型活动中展出。目前首批已经发行

到全球五大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进入当地

书店，面向读者直接发售。

开通仪式上，多位国内外出版集团和出版商代

表线上祝贺“中国国际云书馆”上线运行。

陈永刚表示，中国出版集团积极响应此次活

动，旗下出版社推出一批精品图书参展。新冠肺炎

疫情虽然带来了不利影响，但通过中外出版界共同

努力，一定能危中求机，化危为机，为推动中国文化

海外传播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朱

勇良表示，中国外文局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率

先推出了国际云书馆的新举措，利用移动互联新技

术手段，以线上云展览呈现了全新书展模式，在国

际交流受限的情况下，及时为海内外出版商提供了

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对推动国际出版和文化交流

具有重要意义。应中伟表示，南方传媒致力于传播

中华优秀文化、岭南特色文化，借势云书馆，更有利

于讲好中国故事、广东故事、粤港澳大湾区故事。

开通仪式由中国网官网集合多个新媒体平台

在线直播，今日头条、百家号、官方微博等同步展

现；全媒体矩阵联合推出，西瓜视频、企鹅号、一点

资讯等精编推广，生动呈现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

“文化大餐”。 （禾）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国家网信办日

前召开专项部署会，集中整治商业网站平

台和自媒体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突出问

题，聚焦六大任务：一是集中整治商业网

站平台、手机浏览器、自媒体违规采编发

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非合规稿源问

题；二是规范移动应用商店境内新闻类

APP审核管理；三是建立健全社交平台社

区规则，加强社交平台运营管理；四是规

范商业网站平台热点榜单运营管理；五是

加强网络名人参与论坛、讲坛、讲座、年

会、报告会、研讨会等网络活动管理，规范

相关活动网上直播；六是优化改进移动新

闻客户端和公众账号正能量传播。

国家网信办负责人表示，此次集中

整治将坚持三个原则：一是点面结合。

按照“全网一把尺”的标准，在聚焦重点

对象的同时，对各类网站平台逐一排查；

在集中解决重点问题的同时，将企业自

查、网上巡查、实地检查、举报受理中发

现的各类问题都纳入整治范围。二是标

本兼治。网信部门将在开展集中整治的

基础上，以治标促进治本，以治本巩固治

标，着眼于打基础、利长远，梳理工作中

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系统研究治本之策，

推动形成长效机制。三是管用一体。在

整治突出问题的同时，将进一步发挥各

类网络主体积极作用，大力弘扬主旋律、

广泛传播正能量，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良好网上舆论氛围。 （芮 念）

abC艺术书展探索“艺术+阅读”新可能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继 2020 年

abC（art book in China）艺术书展线上展

“云亮相”之后，7 月 24 日~7 月 26 日，

“abC艺术书展 2020·北京”在京举行，共

有86家国内参展方以及17家委托展出

的国际出版机构参加。

此次书展策划了“全世界的书，联

合起来”单元，得到了瑞士文化基金会

上海办公室、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

学院、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瑞典驻华

大使馆的支持，以四个主题展出各国

在艺术与设计图书及独立出版领域的

不同实践。书展还邀请了来自 10 个国

家的 17 家海外艺术出版社，以委托展

出的形式，将世界各地的新书连同他

们的影像视频送至现场，与中国观众

见面。香港视觉艺术家FLABJACKS和

插画艺术家 AGAN 阿感的艺术衍生

品、YOHO 潮玩版画、XXD STUDIO

新款预售公仔以及其他艺术画册和

ZINE等参展。

记者了解到，abC 艺术书展自 2015

年创办至今已是第五届，以联结艺术与

阅读，在中国探索出一种新的展览形式

和可能，并通过艺术书展的平台集结多

元、丰富的本土创作新生代力量。该书

展凭借独有的敏锐视角与洞察力，深入

挖掘全球性的艺术书创作趋势，并试图

打破“书”这一传统媒介的规则与界定，

推出更多当代“新阅读”。 （芮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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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25日，上海本土书店品牌大隐书局布局长三角

的首个项目苏州云栖时光·大隐书局揭开面纱，书店面积800平方米，分上下两

层，遵循大隐书局“一店一策”的宗旨，设计别具一格，陈列的书籍也针对周边

居民喜好，倾向于美食分享、创意手作类。该书店由大隐书局、上坤置业联合

在苏州市相城区打造，是大隐书局在长三角城市开出的第一家“三维书

店”——即高颜值、好内涵、美生活。绿树丛林间的儿童活动区、叠石溪流旁的

萌宠乐园、社区居民的共享种植区等，契合社区居民社交、生活之需，阅读、文

化之需，便利性强、接近性高，使得书店具有“三气”：接地气、有生气、高人气。

将教堂改造成书店，国外早有先例。在国内，北京模范书局·诗空间当属

首创。该书店是由始建于1907年的中华圣公会教堂改造而成，是模范书局的

第四家店。书局创始人姜寻是文津雕版博物馆馆长，读者可以在店内找到蝴

蝶标本和古石雕柱、画作等艺术品。图书类别多是文学艺术类，其中不少是网

上售书平台买不到的版本和古书，适合喜欢小众文学书籍的读者。

位于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言几又·Artmix西安曲江店预计2020年底开

业，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将以书籍为核心元素，以商业为吸引载体，以文创、

艺术为基本主题来设计生活美学商业体验空间，集实体书店、咖啡文化、文创

产品、文艺沙龙、特色体验等空间，总投资约3亿元。 （温）

苏州云栖时光苏州云栖时光··大隐书局大隐书局

北京模范书局北京模范书局··诗空间诗空间

言几又言几又··ArtmixArtmix西安曲江店效果图西安曲江店效果图

出名著，商务印书馆有自己的眼光 P3

手把手教你改组选品团队 P9~P10

“发行员”将成过去式? P13

暑期阅读季，你在读什么？ P17~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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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结晶，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做到

学习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进，不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充分反映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伟大实践的最新教材，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

民、推动工作的最新教材，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最新教材，

是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教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是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旗帜，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指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出席会议。

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作了发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综合新华社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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