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售网络新布局
目前，出版机构发行部（销售部）形成

的销售网络布局已经不再是一个固化的

制度安排，而是要随着市场情况做出及时

调整和反馈，在细部管理上，更趋于向年

轻态、精细化、高效变通的销售系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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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员”将成过去式?发行职业前景大猜想!
精细化运营

在出版这个产品相对零散的行业，不断的产品

创新、演进的销售网络、精细化的人群运营对不少

出版机构来说是挑战。寄希望于“精细化运营”的

头部上市书企新经典文化销售中心今年的重要任

务之一是为线下赋能、促进线上融合以及探索新

的营销模式。眼下，新经典文化已经构建了当当、

京东、天猫、社群以及线下 5 个维度 60 多人的工作

群组。每个群组中的销售经理配有对应的渠道营

销。渠道营销相比编辑部门搭配的营销编辑有着

本质区别，前者响应的是来自渠道的直接需求，比

如门店活动配合、电商专题设计等。而疫情期间暴

增的线下渠道转向线上，产品直播、社群服务等新

需求也成为销售中心要应对的新任务。

对于销售部门相当重视的数据问题，朱国良觉

得，通过技术介入，出版业一直存在的物流、现金流

等不匹配问题，并非顽疾，解决的关键在于“传统惯

性”的打破。而作为卖书人，面对内容极具独创性、

非刚需，但SKU数量又极其庞大，“找到撬动消费的

理由”才是最难的。“下半年的权重会放在客户管理

及除了头部品以外中部品、尾部品的价值点挖掘

上。”朱国良谈到，期待“精细化”运营的成果。

据记者调查，不少出版机构的编辑部即便配套

了营销编辑，跟市场销售部也处在“两套思维运转

体系”。编辑体系倾向于看到“这是一本好书”，而

销售部门更愿意接受“这是一本好卖的书”的话

术。最主要的鸿沟表现在，带有文人色彩的编辑提

炼的“卖点”和销售中心对接的市场层面的“卖点”

存在脱节。这意味着，很多编辑辛苦准备的营销物

料由于“无法撬动购买”而沦为“伪卖点”。

从部分在市场端做得更为超前的出版企业来

看，文案的提炼和营销物料的准备都已经前移至

产品研发端，在产品经理的层面加以确认。由于

产品经理的业绩直接跟产品销量挂钩，也倒逼产

品经理在营销物料的准备上更为“接地气”。当

然，这对“产品经理”也就是策划端人才综合素质

的要求相当高。在并不具备如此多优质“产品经

理”的前提下，更多出版机构采取了迂回的战略：

比如，在发行端进行改革，增加发行部的“营销”功

能。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机制，比如选题开发

前期，销售端就充分介入“卖点”设计环节。

此外，线下对于品牌和产品的意义绝对不仅仅

是销量，而是“品推的重要阵地”。“在一切可以触达

用户的地方出现。”一家业内知名童书品牌销售部

负责人依然看好“未来的线下渠道”。“从目前的情

况看，线下书店儿童阅读区的人气还是相当不错。”

而该公司今年的重大战略调整在于，将以往对于新

华系门店的专注力转移一部分到精品书店、机场高

铁店等区域，再采用不同的打法，做精细化运营。

毫无疑问，线下客流量较大的地方，是品牌和产品

露出极佳的场所。即便用户在当时并没有下单，但

在密集的场景触发下，很有可能在某个节点进行

消费决策，会第一时间选择曝光度更高的产品。

事实上，不少出版机构设置了市场部、品推部等

协助发行部共同助推销售的部门。市场品推部就是

一个特别的存在，起到整合线上、线下与内容端，连

接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端口的作用。在运营商相对

细化的出版机构，线下区域及线上对应平台都配备

了相应数量的品推人员，但问题在于，尽管职责清

晰，从运营精细化程度及效率看，依然有提升空间。

比如，有出版机构试图今年将图书电商客服管理细

化，以直播的形式做售前。这意味着，只要顾客进入

店铺，随时都有人在，然后解答各种问题。另据记者

了解，自动化客服系统也有望引入某些机构的自营

电商平台——一方面在模版化服务可以减轻客服程

式化部分的工作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客服人员更

多精力腾挪出来，做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受访者提及的精细化运营方式，还包括围绕销

售的所有动作尽快能统一到更为规范的体系化层

面，比如能够联通内容中心和销售中心的月度经

营分享会，建立在公司系统层面的数据分析测评

等，而不再是松散的个人行为。

新渠道响应

面对蜂拥而至的各色新渠道，出版机构的销售

部门需要快速建立起支撑系统。记者在采访中获

悉，中信出版集团在全渠道发行网络布局基础上，

销售部门今年最为显著的变化在于，加大自营直

销力度，组建了专门的团队负责自营销售业务。

疫情期间，该社通过开展线上直播活动，差异化内

容传播激活线上流量，自营线上业务的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59%，大幅降低了疫情影响。其次，集团

将发行部门细分为线上和线下两条业务线。线上

包括传统电商，比如京东、当当等，也包括了新媒

体渠道的销售，比如社群销售、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等。针对转型到线上的线下客户，则安排专业发

行人员进行服务对接。

毫无疑问，今年的垂直渠道（有赞、抖音、微

店、拼多多等）中直播带货模式，成了众多出版社自

救的方式，逐步从繁盛期走入稳定期。华文天下销

售总监张红丽的团队并没有去抢所谓的KOL带货，

打造数字“爆款”，而是寻找以内容为传播出口的特

色主播，比如“生活美学类主播的转化率和毛利率

更符合期望值”。综合所有垂直渠道的销售数字，

“少儿和教养类书籍转化率依然最好，其次是小众

类特色读物读者粘性更高”。对于眼下整个销售系

统的状态，张丽红更愿意用“销售模式3.0”来形容：

“出版、销售、设计无缝衔接配合直播需求，从选品、

确认直播场次、内容整合、直播流程，发行人员全程

掌控细节，也是全员快速学习的过程。”

疫情后，海豚传媒也要求营销师学习线上渠道

营销方式，接受公司内部针对线上销售专业知识的

培训，积极主动在分管区域甚至跨区域寻找和拓展

线上渠道客户。程佳利举例说，“以前挑选零售终

端，可能一个小书店由于体量太小而被忽视，今年

则需要调整工作态度，积极对接，也许后期会带来

不可预期的合作体量。”从 5 月开始，程佳利开户了

多家零售终端书店客户，带来了现金流增量营收。

同样看到新型渠道爆发力的还有妇女社。在

早前区域划分为线上和线下两大业务模块基础

上，根据线上线下客户越来越交互的新情势，近两

年妇女社的渠道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销售端分

为两个部分，即发行和自营。“发行主干还是依据

客户及区域进行分配，但新开拓的渠道主张开发

归属，特别是在当前新型销售端踊跃的时代，资源

相对在发达地区集中，鼓励员工积极开拓多用广

用新兴媒体，特别是用好流量效应结合传统渠道

打围式的推广。”据孙鹏介绍，出版社自营天猫旗

舰、京东 POP、拼多多、微店、抖音小店也在多线扩

展，同时利用好出版社自营渠道信息发布的优势

为发行渠道做好推广前置工作。

但对于新型分销渠道的管控依然是令出版机

构销售总监头疼的问题。特别是实体书店转战线

上后，线上线下的发货折扣很难平衡。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发行部主任詹玮玮给出的操作建议

是：相同的发货政策针对同一渠道的线下线下业

务也能行得通，但需要针对不同品种做出具体的

策略化定制。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 6 月，安少社

在实体书店渠道的零售占有率达到童书类别的第

1 位。除了不停歇的渠道联动，也与该社的“定制

化渠道策略实施有关”。詹玮玮认为，在实体店运

营艰难的时刻，线下渠道反而更不能松懈。

营+销一体化

让营销真正融入发行工作，实现一体化运转，

最深层次的撬动莫过于出版机构考核制度调整。

根据市场情况快速调整业务人员的业绩考核指标

同样相当必要。不能在发现问题后几个月再去调

整，且一定要从公司整体角度去考量线上线下去的

销售策略布局。具体的策略则包括将销售人员的工

作项细化到每天，而不仅仅是阶段性目标的设置。

妇女社的发行部在2019年开始实行KPI考核，

今年又针对性地细化调整，KPI 考核很好承接了当

前区域交互、业务发展一盘棋的局面。“现在的创

新营销中编发更加紧密了，妇女社几乎每周编发

都会多次碰撞，编辑是产品营销第一发起者，结合

产品的资源也是第一操控者，编辑和发行不是传

递关系，而是联动，在工作中编辑会考虑到市场，

发行会考虑到内容，虽然各有分工，但相互了解越

多，相互协同才会更快速、更精准、更灵活，从而匹

配多种不同的销售端。”

前不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策划的樊登

快手直播的三联专场，成功“出圈”，堪称发行和营

销交叉融合又相对分工的典型案例。“发行侧重于

渠道，营销侧重于品牌影响。最良好的发行营销

关系，是共同制定目标，各司其职，分清责任，形成

合力，达成效果。”范斐透露，三联书店将继续加快

健全立体的渠道网络，陆续设立馆配专员、推进特

殊渠道的开拓与管理，加强实体店店外销售业务

的拓展，加强新渠道如抖音、快手等销货渠道建

设。内部也将设置流程管控岗位，提升效率和决

策科学性。

■独家专访

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助力绘本产业形成运营闭环
□采访人：孙 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受访人：丁诚中（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举办此次大赛的契机和原动力是什么呢？

■《东方娃娃》从创立之初就注重原创绘本的打

造，20余年间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并培养出了一拼

优秀的作者。在《东方娃娃》20岁时，2019年4月，作为

一份特别的“成人礼”，“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应运而

生。这个奖项旨在挖掘绘本创作新生力量，搭建合作

平台，扩大原创绘本影响。另外，《东方娃娃》更希望以

大奖为契机，探索国内绘本出版产业化运作。而最终，

我们希望通过《东方娃娃》的努力，能够帮助原创绘本

产业形成一个更为健康的运营闭环。就是从绘本推

广、销售到IP形象的打造，以及复制品、衍生品的经营，

再到体验教学、名家工作坊、研讨会、读书沙龙等等，最

大程度地推动中国原创绘本产业的有序发展。

□近年，中国原创绘本奖项其实已经有不少，这个

奖项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不论是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还是信谊图画书

奖，还是时代图画书奖等绘本奖项，对于一个好绘本的

选择，国内外其实已经有一套普遍认可的、成熟的评价

体系，包括儿童视角的体现、文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图文合奏、特殊创意等方面，创作也必须能对儿童产生

健康、积极、博爱的精神鼓舞，满足对未来儿童价值观

的期待，这些也是“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必须首要遵

循的。此外，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应该说是一次开放

式的、世界性的评选，在此之前，全世界还没有这样的

一个绘本奖项。另外，在这些普遍的标准前提下，“东

方娃娃原创绘本奖”组委会明确提出“讲述中国故事，

倡导中国表达，弘扬时代精神，发出中国声音”。

□奖项征集过程中，如何提升项目吸引力？新方

式有哪些？

■我们在作品的征集过程中，做了一些创新和探

索。比如广泛发动社会各种力量的参与，针对专业人

士、专业机构进行细密的组织；努力与国际机构进行合

作，在6个海外地区设合作推广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征

稿；秉承优秀作品“从生活中来”的理念，大赛在江苏、

浙江、安徽、山东的20多个省市设区市落地组织，努力

挖掘和培养本土创作者，倡导本土化艺术表达，充分运

用地方文化资源，为创作寻找新源泉、新力量。征集活

动从地域上覆盖了全球34个国家；在平台上，覆盖了线

上、线下、大众媒体、专业媒体、自媒体等多种渠道；在

人群上，覆盖了老中青创作队伍。

□从入围选手看，是以资深创作者为主体还是新

人为主体？国内外创作者的占比情况如何？分别代表

了绘本创作领域的哪些新变化？

■首届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共征稿1398件（包含

“主题奖”作品），其中海外投稿276件。决审入围作品

中，国外作品数量约占5%。入围选手大多数是年轻的

绘本创作者，也有一些较成熟的绘本作者，不少作者有

国内外艺术院校求学的经历。这两类创作群体有比较

鲜明的特征，年轻的创作者思维更不受限，选题更丰

富，艺术表现手法更多元，也更关注自我的表达；而成

熟的作者更关注儿童视角，文图配合的意识更强，绘本

的叙述手法运用更自如。不过，也反映出当前绘本创

作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较大比例的作品文图作者

为同一人，绘本技巧更突出，文学力量不够；作品普

遍反映了创作者对个人体验与创作技巧的重视，缺

少扎根现实，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

感抒发，等等。

□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在获奖作品的传播和创作

者培养层面有什么计划？

■我们计划获奖作品全部出版，其他作品择优出

版，在2021年12月底前完成第一届优秀作品的编辑、

出版。除编辑、出版外，还将对作品进行深度开发，围

绕优秀原创绘本研发、设计绘本插画原作、复制品及

相关衍生品，探索绘本与戏剧结合的方式，为绘本的

产业化运作提供产品支撑，打造、完善集出版、媒体融

合、影视中心、文创中心及原创绘本产业园为一体的

完整产业链。此外，绘本人才培养计划已经启动，《东

方娃娃》杂志社作为大奖的承办方，制定了阶段性、系

统性的人才培养方案，包括大学专业方向合作计划与

创作者培训计划等。专业方向合作指与知名的美术、

文学、戏剧院校横向合作，进行系统教学。同时，在专

门院校开展创作交流活动，例如举办插画展或绘本原

画展，举办沙龙活动，组织国内外一流创作者与院校

师生互动等，储备创作力量。面向不同人群的创作者

培训计划，包括针对业余创作者的普及型培训、针对专

业作者的提升型培训、针对获奖作者的进阶型培训，都

将一一展开。

2020年，很多依赖线下的出版公司

不得不将重心转移到电商平台，比如航一

文化。公司的品类大多是历史读物、悬疑

小说和青春文学。公司出品了知名历史

学者张宏杰的《曾国藩传》《曾国藩的经济

课》，前段时间大热的影视剧《三叉戟》原

著吕铮的《无所遁形》和《谜探》，全球华语

科幻星云奖及中国科幻银河奖阿缺的《神

农后裔》，新生代人气作家 Pano 的《残

像》，被周星驰称赞的天生悬疑作家宁航

一的“超禁忌秘密”系列等，很受年轻人喜

爱，在线下渠道占有一席之地。突如其来

的疫情明显加速了我们转战线上的计划。

身为营销编辑的我和公司发行小伙伴

开始运营拼多多店铺，做起了客服。本着

“顾客就是上帝”的服务原则，开始了每天

“亲”来“亲”去的生活。作为营销编辑，我

从前的工作简单说就是联系各种渠道推

书，打交道多是媒体或有限的书评人。成

为客服后，任务项完全变了。但我相信那

句老话：越努力，越幸运。不过很多时候，

越努力，就会遇见更多有奇葩行为的顾客。

下面，就让我盘点下做电商客服日子

里遇见的奇葩顾客吧。

顾客A：可以发三个地址吗？

客服内心戏：为了以最低价格买书，

换不同号叠加优惠券购买也就算了，同一

个地址还不让合并发货。你是不是快递

公司派来的卧底？

顾客B：请问这本书讲什么的？

客服：亲，详情页有详细介绍哦。

顾客B：我看到了，但你能再跟我剧透一下吗？

客服内心戏：这么想知道的话,为啥不自己买一本

看呢？

顾客C：买了一本书，非常着急发货。在发货后开

始退货，退了又开始要买，最后买了又要退，说要去别

家下单，一个劲儿催退款。

客服内心戏：拉黑处理！

顾客D:每次对话都间隔好几天，每次对话都以

“在吗”为开头，每次都要温习一下之前说了什么。

客服内心戏：我只想问你一句，在这本书断货之

前，还能看到你的订单吗？

与读者斗智斗勇已然成了每日必做事项。一边

吐槽，一边打字：“亲亲，不好意思，都是我们的错。”只

要我道歉够快，顾客的气就追不上我。

其实很多时候最开心的不是他们下单买书，而是

那些真心的评价：“书的内容很棒”“一口气就看完了”

“包装很细致”“店家辛苦啦”……

看到这些，心里就得到了巨大满足。毕竟每个出

版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听别人夸自家的书，在出版业举

步维艰的时刻，我们学着当客服，有时会觉得累，也会

吐槽卖书真的很难。但当顾客咨询的提示音响起时

又满血复活，因为我们坚信阅读不死，那些凝聚无数

人心血的书，总会被更多人看到并喜欢。

（完整版请见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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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蕾社推跨国合作套系“王一梅童书·精装绘本”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25日，“温暖的童年记忆——王一梅童书·精装绘本”系列新书

发布会在第十届江苏书展举行。“王一梅童书·精装绘本”是“王一梅童书”品牌的全新子系列，

包括作家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书本里的蚂蚁》《鼹鼠的月亮河》《木偶的森林》以及入选小学语文

课本的《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共4册。绘画邀请阿根廷、立陶宛的获奖插画师与两位国内一

线插画师分别绘制，以独特的色彩与构图，将具有王一梅典型风格的、温馨且意味深长的童话

情节完美展现，为作品增添了更加鲜活、更具生命力的童趣，贴近当代儿童的审美，具有国际化

的美育标准。如在《书本里的蚂蚁》一书中，立陶宛插画师绘制的插画色彩浓郁，每一幅图画中

都藏有情节“线索”，十分适合亲子阅读互动。

作者王一梅在活动现场向各位专家、读者畅谈自己的创作初衷。这套绘本无论是作家、画

家，还是出版社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力求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 如《书本里的蚂蚁》，绘本在

还原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小主人公通过每天阅读不同的故事，在森林、海洋、太空等不

同的场景畅游的场景设计，趣味生动，使儿童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阅读所带来的快乐。 （孙）

（上接第13版）

7 月 23 日，由中国出版协会、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指导，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省全民阅读办主办，东方娃娃杂志社承办的首

届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颁奖典礼暨第二届东方娃娃

原创绘本奖启动仪式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江

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旗下的《东方娃娃》期刊品牌

矩阵，在原创绘本创作、出版方面已有多年积累，为

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筹办“原创绘本奖”？记

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组委会办公

室主任丁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