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部分受访书店陈列面积、品种数、选品团队人数

湖北万隆书城
宁波市鄞州新华书店
宁波市北仑新华书店
宁波市奉化新华书店
深圳书城宝安城
重庆书城
江西新华文化广场
湖南图书城中心门店
山东寿光书城
湖北随州书城
新华书店合肥三孝口店
济南泉城路新华书店
太原书城
新华文轩西南书城
新华文轩成都购书中心
石家庄图书大厦
宁波市镇海新华书店南街门市
文轩BOOKS九方店
唐山书城
平均数值

书店面积
（平方米）
1000
3000
2000
6000
38000
14000
20000
5000
5000
2400
4000
7600
5000
6000
20000
8000
1200
10000
8000

售书面积
（平方米）
600
2500
1600
4500
5000
8000
10000
3000
3000
1600
1500
5000
4500
3600
10000
6000
1000
7000
5000

售书面积
占比
60.00%
83.33%
80.00%
75.00%
13.16%
57.14%
50.00%
60.00%
60.00%
66.67%
37.50%
65.79%
90.00%
60.00%
50.00%
75.00%
83.33%
70.00%
62.50%
63.13%

图书品种
（种）
2.2万
10.0万
4.5万
5.4万
15.0万
16.0万
15.0万
7.0万
6.0万
4.0万
3.0万
15.0万
10.0万
8.0万
15.0万
10.0万
4.2万
10.0万
6.9万
8.8万

选品团队
人数
1
2
2
3
4
5
5
5
5
5
5
6
6
7
8
10
10
全员
4+N
5.24

售书面积/
人数
600.00
1250.00
800.00
1500.00
1250.00
1600.00
2000.00
600.00
600.00
320.00
300.00
833.33
750.00
514.29
1250.00
600.00
100.00
——
——
874.57

图书品种/
人数
2.20
5.00
2.25
1.80
3.75
3.20
3.00
1.40
1.20
0.80
0.60
2.50
1.67
1.14
1.88
1.00
0.42
——
——
1.99

图书品种/
售书面积
36.67
40.00
28.13
12.00
30.00
20.00
15.00
23.33
20.00
25.00
20.00
30.00
22.22
22.22
15.00
16.67
42.00
14.29
13.80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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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教你改组选品团队手把手教你改组选品团队
——书城选品实操指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少波

一家书城的选品团队有多少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采访了近20家具有代表性

的书店，其选品团队人数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均为5

（见表1），可见5人是比较常见的选品团队配置。比

如重庆书城、江西新华文化广场、湖南图书城中心门

店、山东寿光书城、湖北随州书城、新华书店合肥三

孝口店等，均配置了5人的选品团队。石家庄图书

大厦、宁波市镇海新华书店南街门市则配置了10人

的团队，在受访书店中最多，其中文轩BOOKS九方

店由于是全员选品，所以理论上人数更多。

实际上，选品团队人数与书店的图书陈列面

积、图书品种相关。据调查分析发现，平均约900平

方米的图书陈列面积需要至少1位选品师，平均约

2万种图书需要至少1位选品师。比较典型的就是

湖北万隆书城，该店图书陈列面积为600平方米、陈

列图书2.2万种，根据门店经营需求，设选品员1人，

负责所有商品的选品与报订。

虽然考虑到员工素质、门店定位、坪效等各有

不同，这样的平均数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准确性和适

配性，但900平方米、2万品种这2个数字，仍可以作

为书城在配置选品团队初期时的基准线，各店可以

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调整。

选品团队成员从哪里来？

虽然不少书城目前已经设立专职选品岗位，但

针对选品师的招聘却很少。其背后的原因很多，比

如没有对应专业的毕业生、选品师需要丰富的从业

经验、社会上成熟的图书选品师很少等等。因此各

店选品团队主要通过三条途径招录成员。

一是直接招入。比如文轩BOOKS九方店，全

员选品且全部为直接招入的员工，他们每个人在自

己负责的区域独立选品，之后再由店内高级选品师

以及该员工所在楼层的楼层经理审核。宁波市镇

海新华书店南街门市选品团队有10人，团队成员均

为直接招入，目前按照各自管理的图书分类来分

工，独立完成各自分管区域的选品工作。宁波市北

仑新华书店业务科选品工作主要由2人负责，无其

它部门转入人员。

二是内部选拔。石家庄图书大厦的选品团队

有10人，都是由图书大厦营业员中竞聘而来的业务

人员，目前按楼层陈列图书类别分工。重庆书城负

责选品的业务组一共有5人，业务人员都是从楼层

营业员中选拔出来的，目前文艺、音像选品由1人负

责，社科、科技、少儿、文教选品各由1人负责。

三是抽调骨干。宁波书城今年重新调整了业

务框架，抽调了业务基础较好的几位主管专门负责

图书的采购选品工作；济南泉城路新华书店的选品

团队共6人，团队成员均为书店的部组长或业务骨

干；新华书店合肥三孝口店业务部一共有5人，团队

成员中有2人由卖场员工转入，其余人员为原来的

楼层主管；宁波市鄞州新华书店目前业务科有2人

负责选品工作，是从各柜组的一线业务骨干中选出

的，负责对应柜组的图书选品工作。

选品这件事如何做？

一般来说，书城选品团队采用类似民主集中式

的管理方式。通常由多位选品师共同选品，然后由

一位业务较为熟练、经验更为丰富的选品师审核。

比如文轩BOOKS九方店就采用这样的方式；山东

寿光书城类似，该店选品团队的5人均为来自各个

货区的主管，其中1人是山东新华精准选品团队的

成员，同时兼任该店选品小组组长。

具体而言，一家书城的选品团队负责人要负责

多项工作。据湖北随州书城副店长吴艳丽介绍，该

店选品团队的业务主管负责全面工作，包括：制定全

年进销存调退计划；负责收集业务相关信息做好新

品选订工作；负责对接省店各业务相关部门，协同各

楼层主管做好动销品种添订工作；通过每月数据分

析，合理安排店内库存结构调整；协助店内图书陈

列、各种营销活动的开展及其它工作。

在实际运营中，选品团队的分工根据书城不同

而各异，主要有四种情况。

一是按图书类别分工。这是较为常见的分工方

式，比如湖南图书城中心门店选品团队的5人，1人

负责社科类、经济类、文学类，1人负责科技艺术类，1

人负责中教类、高教类，1人负责少儿类图书的选品

及报添工作；还有1人负责新书资料查询整理、信息

提供等工作。宁波市奉化新华书店选品团队的 3

人，则分别负责社科和文艺、文教和少儿、科技和低

幼的选品工作。而成都购书中心、唐山市新华书店

等，则都是安排专人负责一个类别的选品。深圳书

城宝安城选品团队根据各主题店陈列的图书分类，

每个主题店有1名选品员（品管员）。

二是按营销端口分工。据新华文轩西南书城

选品主管、初级选品师黄玺介绍，现阶段该店选品

小组有7人，分别负责日常选品工作、营销季主题设

计、展台陈展、宣传品的设计制作、新媒体推文等；

选品小组中的成员主要为业务部管理人员、各分类

业务骨干员工、策划人员，其中1人是专职岗位选品

师，其他成员在日常本职工作外兼任选品工作。

三是按出版社分工。据内蒙古新华书店业务

部高昕介绍，目前内蒙古新华书店选品团队共有8

人，根据目前的中盘模式，由对应业务员负责对应

出版社。

四是按产品等级分工。据江西新华文化广场选

品员王小琴介绍，该店选品团队有5人，分别是各部

门主管及操盘手，各部门主管负责本部门常销、常备

书的二次添订，操盘手对新品、重点书征订。

（链接：本期第10版《书城选品最实用十种逻辑》）

实体书店的选品作为一项业务由来已久，但设

立专人专职来负责选品则是近年来的新变革。因

此，除了部分书店新成立了选品部门或小组之外，

还有很多延续着业务部门来选品的机制。采访发

现，单独招聘选品岗的书店极少，选品团队或由业

务部门改组而成，或从业务人员、门店骨干中抽选

组成，可以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目前，各地新华书店在选品机制上的情况不

同，分为连锁选品、市店选品、书城选品等。比如

浙江新华、福建新华、内蒙古新华等，在省公司一

级设有选品部门，据内蒙古新华书店业务部高昕

介绍，目前负责选品的部门是内蒙古新华书店业

务部，该部门自内蒙古新华书店成立伊始便开始

进行业务往来；苏州新华书店的连锁拓展部设有

专门的业务组，其重点职能就是选品，负责苏州各

门店的选品；而在河北、山西、山东、湖北、安徽、江

西、湖南、四川、重庆、宁波、深圳等地新华书店，已

有不少大书城甚至中小型门店组建选品团队，不

同程度地在独立选品，反映出选品下沉化的趋势。

实际上，在采访中发现，选品业务已经在向楼

层或柜组继续下沉，基层有了越来越大的选品权。

毕竟距离读者越近，选品才能越准。

这些独立选品的大书城或门店，其选品团队的

组建主要有三种方式。

新成立选品部门或小组
这是最具变革性的举措，或许是未来书店选品

机制的最可能的方向。目前业内较为知名的当属

新华文轩旗下门店的选品小组。这离不开一场大

赛的推波助澜，2018年4月20日，新华文轩“厉害

了，我的伙伴”实体书店人才发展计划第一季启动，

历经近 1 年时间的比赛遴选，最终产生了团队赛

一、二、三等奖和个人赛高、中、初级选品师。这成

为不少门店组建选品小组的契机。据黄玺介绍，该

店现阶段由“选品小组”负责选品，该小组成立于

2018年初，恰逢“厉害了，我的伙伴”比赛。“比赛结

束后，书城产生了3位选品师；2019年，在选品师的基础上，又

邀请了几位有能力、有想法、愿意参与其中的业务骨干成员一

起加入，以选品师+业务骨干的组成方式填充了小组人员。”文

轩BOOKS九方店更是“全员选品”，据该店店长、总经理佘攀

介绍，这是一开始就设定的理念，希望每位同事都能成长为选

品师，而不仅是书籍的搬运工。

通常情况下，从业务部门选品到成立选品部门之间，既有

过渡，也需摸索。比如宁波书城自2010年成立以来，主要由宁

波市新华书店业务科负责书城的图书采购选品工作；2018年

开始，由宁波书城各区域主管独自开展甄选书品的采购工作，

然而这只持续了2年时间。据宁波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综合

业务科胡晓烽介绍：“在随后的工作当中发现，图书采购选品

和卖场陈列上架无法兼顾，顾此失彼，因此从今年开始，书城

重新调整了业务框架，抽调了业务基础较好的几位主管专门

负责图书的采购选品工作。”

如今，越来越多门店拥有了独立的选品团队、选品员。湖

北万隆书城设有一长三员，即店长、选品员、营销员、信息员；

山东寿光书城2018年底成立了门店精准选品小组。

由业务部门负责选品
这是十分常见的一种方式。通常书店的业务部门负责图

书的进销存退，这可以说是选品的雏形。有的书店如今仍由业

务部门负责选品。如重庆书城由业务组负责选品，该部门从书

城成立之日起就已组建；成都购书中心目前有专门的选品师团

队，也由业务部负责；石家庄图书大厦由业务人员负责图书选

品；随州市新华书店的选品工作也归属业务部，且自书店成立

以来一直设有业务部。

有的书店将业务部门进行改建，从而更好地担负选品的

职能。如湖南图书城负责选品的为营销业务部，该部门于

2016年11月由原单一的业务部改建而成；新华书店合肥三孝

口店的选品由业务部专门负责，该部门于2019年4月成立，由

楼层主管部门改建而来；太原市新华书店负责选品的是业务

营销中心，该部门原名业务科、商品采购中心，于1951年太原

市新华书店建店之初成立。如今，很多负责选品的业务部门

仍管理着图书的进销存退。比如宁波市奉化新华书店业务

部、宁波市鄞州新华书店业务科等。

成立或改组其他部门负责选品
为何不是成立选品部门而是其他部门？这是因为选品

作为一个业务环节，在书店采购和销售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

作用，极其关键，为了充分发挥选品这一作用，很多情况下，

选品团队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要负责营销策划、美陈、销

售、社店对接等。比如深圳书城宝安城负责选品的部门为商

品组织部，该部门于2015书城开业之初就已设立；江西新华

文化广场由销售部负责选品，该部门同样成立于2013年书店

开业时。唐山市新华书店的选品工作由门店管理部负责，据

王博介绍，自2015年以来市店业务部负责门店一般图书选品

工作，同时负责门店一般图书运营督导工作；现由于工作职

能的转变将业务部更名为门店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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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品团队只会选品？并非如此，很多情况下，

选品团队除了进行图书选品之外，还负责多元产品

的选品，比如新华书店合肥三孝口店、宁波市北仑

新华书店等；由于选品这一环节需进行数据分析、

市场分析等，选品团队有时还负责门店的内部培

训、营销策划、美陈、销售、社店对接等工作。整体

而言，选品团队的业务可以外延为后台、中台、前

台3个层次的7个方向。

后台：数据分析+内部培训
选品离不开对数据的分析，而数据分析不仅仅

可以为选品服务。因此很多选品团队做数据分析，

除了为选品服务外，还为全店提供着数据服务。比

如湖南图书城的选品团队除了负责新书的选品工

作以外，还承担每月每季的数据分析、与物流对账、

将最新资料汇总提供给领导层和各业务口等工作。

因此，选品师需具备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而不

只是数据使用能力。王博认为，作为选品团队的成

员，要善于利用图书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便于将新书

信息转化为精准选品并实现收益。黄玺也认为，选

品师应具有快速的信息搜集与数据分析能力。

基于日积月累对产品和市场的追踪与分析，选

品团队往往对重点品种和读者需求了解颇深，久而

久之便成为细分领域的“专家”，由他们反馈给店内

其他部门的信息就很有价值。比如新华书店合肥三

孝口店业务部不但承担图书选品、自营多元选品，还

承担员工图书业务知识培训以及销售数据分析等工

作。据济南泉城路新华书店副经理李海燕介绍，该

店的选品团队来自各部组业务专业技术岗人员，该

团队于2016年成立，成员是通过竞争上岗选拔出来

的，其具体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信息反馈，将重点品

种、读者需求、读者日常问题等反馈给营销部、业务

部，以便更有效、有针对性地进行推广。

中台：进销存退+社店对接
其实这通常是选品团队的分内之事，尤其对于

那些由业务部门改建而来的选品团队，比起选品，

进销存退更像是本职工作。但就未来选品团队的

专业化而言，这又只能算是其工作的外延。因为如

果将大量的进销存退工作当作主职，选品团队很难

集中精力在选品本身上。如今，石家庄图书大厦、

山东寿光书城、湖北随州书城、宁波市奉化新华书

店等店的选品团队，或负责图书的进货、退货等相

关业务工作，或担任图书推介、货存周转的把控。

据宁波市北仑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业务科顾旭芬介

绍，目前业务科主力做好图书新品引进、二次采购、

重点备货外，还承担配供仓库的中转功能，负责各

小连锁及门店的分发配送，以及与省店图书采购

部、综合业务部及宁波中盘图书及非书品的采购相

关工作。 （下转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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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24日，第10

届江苏书展的重头戏、由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和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联合举办的

“凤凰读书会启动仪式暨首场阅读活动”在

苏州拉开帷幕，标志着由双方打造的阅读

品牌“凤凰读书会”正式开启。

据了解，凤凰读书会是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在成功创办凤凰作者年会、有效集聚优质

作者资源基础上创建的阅读品牌，全面整合

集团全链条、多终端出版资源、作者资源、发

行资源和传媒资源优势，借助凤凰云书坊、

凤凰书苑、凤凰新华电商等线上线下空间与

载体，服务全民阅读，引领美好生活。

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韩松林、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贞强、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梁勇、凤凰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佘江涛、现代快报社社

长赵磊共同为“凤凰读书会”启动仪式揭

牌。淮安白马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盐城大

纵湖旅游景区、中海地产南京公司、苏州第

二工人文化宫、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5家

单位入选首批“凤凰读书会阅读星空间”。

启动仪式之后，凤凰作者代表孙晓云、莫

砺锋、徐小跃、柯军和凤凰读者代表、苏州广

电主持人黄蕾，以及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总编辑徐海一起现场“说书”，给读者带

来一场主题为“阅读可以带给我们什么”的精

彩分享。 （文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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