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第2655期

■主管主办：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外研大厦北楼 ■邮编:100089 ■传真电话：（010）88817657 网址：http：//www.cpmj.com.cn
■订阅电话：（010）88817687/88810715 ■本版编辑：蔡蕾 ■排版：姚志英 ■电话：（010）88817690－2340

CHINA PUBLICATION MARKETING WEEKLY

中国出版营销周报 中国出版营销
周报官微

书业教装文创多元
展订协同平台

上艺门
官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霖 焦翊

20202020全国书业社电营销实务对接会在京举行全国书业社电营销实务对接会在京举行

深挖行业痛点深挖行业痛点 让让““触电触电””更直接有效更直接有效

用户、场景、营销 深谙平台电商“变变变”

疫情之下，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趋势

发生了变化，对平台电商来说也并不例外。线

上平台渠道增多，用户多元化转变，运营方式、

流量的获取玩法也越来越多，面对这些变化，

电商平台该如何应对？

受众多元、场景细分、数据多样，当当线下与不

同平台、品牌进行合作，线上打造极具影响力的品

牌活动，精准触达不同用户，推动全民阅读。据当

当出版物事业部运营总监、原场景化小组大学/校

园场景负责人王昊楠介绍，当当已经注意到顾客行

为习惯的一些变化，并迎合这种新的营销方式进行

改变。在加大市场广告投放方面，线下聚焦北京、

上海、广州等 10 个核心城市投放楼宇广告；线上联

合百度、360、知乎、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进行广告

投放；同时持续推广阅读、让读者详细阅读，将读者

从餐桌拉回书桌，争夺碎片化时间，让读者深入阅

读，以开放的心态到处去寻找身边适合推广阅读的

场景，践行书香中国的理念。

将平台所有资源渗透到整个出版环节，这是天

猫图书商业模型核心：产业渗透做价值隔离。天猫

图书运营专家简铭介绍，天猫平台上的海量商品，

通过日常营销矩阵、大数据运营、新品运营、品牌化

以及内容运营升级等方式，打造品质爆款尖货，引

导阅读趋势。值得关注的是，天猫图书以图书市场

为基础，拓展后续衍生市场，电子书、知识服务、教

育培训，通过搭建各工具平台、扩展流量营销渠道、

完善销售渠道、建立培育计划引入更多生态角色满

足用户消费升级需求之外，通过扩大前端市场份

额，加大衍生市场的人群覆盖和站外用户获取。

当下，线上渠道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立体化，需

要打造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多端口营销。文轩网经

过十年布局，在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以及社区

营销平台等方面多向发力，已形成了全渠道、多场

景电商服务新格局。据新华文轩总经理助理、信息

中心主任、文轩在线总经理邹健介绍，除了拓展线

上平台外，文轩网致力线下协同分销业务体系建

设，找到用户在哪、谁跟用户更接近，通过技术手段

做好对接工作，实现线上线下的多种融合。

博库网致力于图书线上消费场景打造，用传统

线上连锁销售渠道体系结合新媒体营销渠道，建立

全面的线上场景化阵地。博库网运营总监高翡飞

介绍，博库网从开拓消费场景化空间、品类场景化

建设、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三方面入手，建设以博

库网自有平台为基础、垂直渠道连锁体系为补充的

图书线上销售体系，实现强大用户池，实现覆盖公

域、私域的全场景营销体系。同时，推动泛文创概

念品类，打造复合文化消费渠道中盘，满足读者多

样性的文化消费需求。

发挥地域优势，将电商平台进行“强链”下沉，

延伸到各个触点，河南新华云书网的实践对行业

线上实践有着一定启发。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

团有限公司云书网经理刘世雄表示，云书网致力

于河南文化电商定位打造，将下沉渠道引向新华

系的服务终端，遍布省、市、县、乡、村。目前“新华

强链服务”新矩阵打造了河南全省 128 个特色馆、

39 万种河南品牌特产、210 余家新华超市，覆盖全

省 1.2 万余家乡村电商服务站以及全省 2000 人以

上行政村。此外，云书网图书业务将以自建平台

为依托、自营商品为支撑、入驻商家为基站、延伸

服务为突破，广开渠道引“活水”，赋能营销新的场

景模式，使之“百团大战、遍地开花”。

做直播、短视频、课程 看懂平台“套路”才能火

疫情为直播和短视频的热度再添了“一把

柴”，在此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带货、营销模式层

出不穷。短视频如何提高曝光量、直播如何吸

引更多的人气、带货如何能够有效、哪些课程

更能吸引受众购买、人员不够之下团队如何安

排和管理，一时间，这些问题让不少书业人头

疼不已。

如今，视频已成为内容呈现的主流方式之一，据

相关数据显示，3.3亿中国年轻人将贡献万亿内容消

费市场的66%，而这其中一半的年轻人在B站。想要

了解年轻人，那你必须了解B站。据哔哩哔哩（B站）

高级运营专家王祚介绍，B站用户特点具有极高的粘

性和忠诚度，其中高粘性来自B站活跃和具备亲和

力的社区氛围，内容则来自B站活跃的“UP主”。B

站用户喜欢的内容风格包括“名正言顺”“要有内味”

“引导得当”“破壁次元”以及“谨防翻车”，同时需要

做好内容运营与互动，从而吸引用户的关注。

提起直播、短视频平台，内容电商似乎更容易

影响消费者交易决策，消费场景也变得更加多元。

在快手读书垂类负责人严宇看来，用户通过内容电

商选书可实现图书可视化、场景多元化、简化交易

流程、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目前，

快手针对图书做了一系列活动，例如“快手百万云

书铺计划”培养第一批种子用户；“陪你读书活动”

邀请行业大咖参与活动，帮助出版行业熟悉新媒体

平台内容运作流程；“快手新星荐书官活动”针对性

培优，快速提升账号成长，实现 IP 价值等。快手平

台将通过一系列的资源扶持政策，培养图书行业帐

号在内容平台的有效运营。

了解过平台，经过多次尝试，直播效果不如预

期，图书行业应以什么“姿势”切入直播？在北京国

云传媒有限公司副总裁朱晓曦看来，直播核心三要

素在“人货场”，前提在“场”、核心为“货”、转化看

“人”。其中，“场”包括直播平台的选择、直播间设

置、场地选择、场景布置、灯光设备以及直播设备

等；“货”包括品类倾向、定价金字塔、直播带货价格

区间/分布、重点类目客单价以及商品数量等；“人”

则为主播人设。如何提高图书直播带货能力？要

明白直播受众买书买的并不是书而是内容，需要在

直播时注重卖内容、卖服务、卖同感，从而达到直播

的目的。

传统出版社直播如何破圈？7月19日晚，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携手“樊登读书”举办的直播专

场活动，观看人数超过70万人、340万码洋图书售罄

等数据则是最好的回答。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当当平台负责人王世超看来，传统出版社做直

播要注重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要突破现有的直播形

态，不做自娱自乐的直播，不做纯低价营销，要以优

质内容和优惠价格服务读者。另一方面是既要大

流量、高转化，也要可持续的品牌效应。同时要构

建书单矩阵，以头部产品为牵引、以腰部产品为支

撑、以尾部产品为激励，充分推介、深入讲书。

除直播外，在线教育也是今年业内外关注的

焦点，如何让内容回归应有的价值？在小鹅通高

级运营经理、金牌培训师郝筱欧看来，善用工具十

分重要。作为专注新教育的技术服务商，小鹅通

在多个方面助力出版行业发展。例如提供打通多

生态的营销工具，助力出版社全网获客转化；引

流、付费、沉淀、互动，一站式完成用户管理；数据

化经营分析工具，全面支持业绩高速增长；运用公

开课开展大型直播讲座、沙龙，助力出版社品牌营

销；多种主流内容付费形式，丰富出版行业线上内

容承载方式等。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参会嘉宾会后表示通过此

次交流，受益匪浅。河南云书网三方平台主管梅敏

认为：“此次对接会的举办十分有意义，可以更好了

解各大线上平台最新的营销模式和方法。在我来

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针对于电商平台，做好

社群营销较重要。”在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

业务主管陈晓伟看来，通过此次学习，传统出版社

要转变思想，重视图书视频营销业务。山东画报出

版社营销部张桐欣对直播相关培训印象深刻：“出

版社做好直播并不容易，演讲嘉宾增强了我们的信

心。如果后期我们社要做直播，就需要下大功夫，

从布景到主播等众多环节，绝不是听几节课就能消

化的了的，必须边做边学。”东莞市潇湘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总经理罗建云认为，此次活动的最大收获是

认识了更多书业的朋友，通过与他们探讨，了解大

家拓展市场使用的方法与技巧；同时也和部分与会

嘉宾建立了友谊，能够促进公司未来发行渠道的

扩宽、扩大及长远发展。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在线下渠道无法开展正常服务时，线上

渠道成为图书行业关注的焦点，拓平台、开直播、做短视频、建社群…不少

出版社在线上“开疆拓土”时，也出现了一些“拦路虎”：短视频没流量、直播

没人气、平台销量不见涨、社群维护难上加难……同时，面对着上半年全国

图书零售市场整体销售数量同比下降17.01%，销售码洋同比下降9.66%

（数据来源：“商报·奥示数据”）的现状，今年下半年线上渠道如何更有效发

力？如何解决线上拓展难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深入了解行业现状与痛点，从渠道端

解决书业困惑，于8月27日~28日举办了“2020全国书业社电营销实务对

接会”，携手出版发行业电商平台大咖，纵论疫情常态化下的线上图书运营

与维护，让“社”“电”连接更紧密与实效。（链接：2020年9月1日第2653、

2654期头版《全国书业社电营销实务对接会三大推展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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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经理人

李洪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销售中心市场运营部）

王 芳（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低幼

中心市场二部京东负责人）

韦昌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发行部业务经理）

何安秀（接力出版社电商部副总经理）

张 丽（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电商整体

运营与品管）

舒 鹏（江西人民出版社网络营销部主管）

刘 婷（明天出版社京东图书发行工作负责人）

白 祎（中国海关出版社京东、当当、亚马逊平台相

关业务负责人）

王 芳（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当当销售、运营工作

负责人）

胡捷俊（浙江文艺出版社当当网、博库网、天猫旗舰

店业务主管）

王世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天猫旗舰店店长兼运营）

黄霄旭（人民交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运营及销售

业务）

戴雪飞（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图书电商运营负

责人）

官 欣（中国妇女出版社有限公司区域经理）

王婧然（化学工业出版社业务经理、京东业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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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经营店铺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世纪金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接力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文轩网

博库网

商务印书馆

明天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云书网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蒙古新华书店

创新经营店铺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中华书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新华书店

曲一线

山西教育出版社

武汉天成贵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物出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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