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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安徽新华书店三孝口店、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重庆书城、广州新华书店集团传媒连锁

有限公司、甘肃省新华书店、桂林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贵州书城、贵阳市大营路书城、石家庄市新华

书店图书大厦、河北唐山书城、河南省三门峡市新华书店、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中原图书大厦回

声馆、河南省洛阳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仙桃市分公司、湖北随州书

城、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十堰市分公司人民路连锁店、湖北鄂州书城、湖北外文书店、湖北

荆门书城、湖南图书城、江苏南通凤凰书城、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九江市分公司、宁波新华书店

集团、山东临沂书城、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汉中市新华书

店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太原书城、文轩BOOKS九方店、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购书中

心、云南新华书店图书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购书中心

民营书店：钟书阁北京融科店、北京老佛爷百货店、四川成都店、都江堰店

（上接第1版）

传统热销大类有新变，备货重区域特色需求。透过各门

店今年春节图书销量排名，少儿类、文学类和教辅类最为火

爆，依旧是销售重点，其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儿童文学、低

幼读物、哲学、艺术、历史等细分类销售占比较大。与2020

年全年相比，部分门店有升有降的趋势值得关注：教辅类中

同步讲解类下降、同步作业类上升；文学类中青春文学有较

大幅度增加，名著类略有下降；儿童文学类中课标阅读类下

降，名家类下降。据湖北新华仙桃市分公司副经理付华章分

析，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疫情影响了消费习惯，家长已经习

惯到网上购买讲解课程；二是校外补习班盛行，同步讲解类

图书销售下降。值得关注的是，京东图书2021春节热销榜

显示，情感类小说、穿越架空小说，以及减肥瘦身书、养生食

疗书、五官保健书成交额同比增长均超过200%，说明休闲和

养生是不少读者春节期间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与部分实

体书店的图书销售情况大致趋同。

从动销单品来看，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第12版）》、人

民文学出版社《骆驼祥子（丁聪插图本）》、译林出版社《经典

译林：傅雷家书》、重庆出版社《三体（典藏版）》、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活着》、江苏文艺出版社《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四

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米小圈脑筋急转弯机灵小神童》、明天出

版社《笑猫日记：戴口罩的猫》、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青铜葵

花》、民法典相关图书等在各地区均是销量“明星”。

同时，各地备货更加注重因地制宜，聚焦区域读者特色

需求。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营销策划部主任李薇介绍，该店

地处海淀教育高地、科技高地、创新高地，客群以周边高知群

体、学生群体为主，科技类是日常备货重点，销售热度也始终

居于高位。河南新华中原图书大厦回声馆敏锐把握年轻读

者口味，重点营销历史漫画类图书，回声馆店长周玉洁介绍

说，“如果历史是一群喵”系列以华夏历史为主线，依据二十

四史等文献资料编绘，12只猫咪形象演绎的搞笑二次元风格

历史漫画，受到众多年轻读者的喜爱。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汉中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利刚分析了汉中书城今年春节期间销售

榜单TOP10：除教辅类占据4席最热外，文艺类也以4席呈

现出持续提升的热度；少儿类在 TOP10 中仅占 1 席，但在

TOP100中扎堆上榜，尤以名著居多，近几年有渐超成人类

之势。“寒暑假期间是中小学生集中进行课外阅读的最佳时

间，越来越多的家长认可经典名著类推荐书目，我们也更加

重视这类图书的备货和营销”。

在有崇书尚读传统的宁波，教辅类图书始终是各门店的

销售重点，据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办公室副主任水杉介绍，今

年春节该店教辅类图书销售平均增长33%，《中学教材全解》

《5·3天天练》《小学教材全解》《实验班提优训练》《黄冈小状

元》等系列图书比较受甬城学生的欢迎。

“到家+到店”构建本地生活圈

从过去线下主导，到线上电商爆发，再到“到家”与“到

店”共同构成本地生活圈，渠道正不断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变化。这一趋势，正是今年书店春节

营销增长背后的主因之一。

针对就地过年，增加体验式活动。为迎接春节销售旺

季，特别是针对就地过年人群，实体书店策划了满减促销、到

店体验、视频直播等活动，如湖北外文书店的“翻动书本里的

小秘密”活动，文轩BOOKS的猜灯谜送饮品、画汤圆免费品

尝熊猫汤圆活动，安徽合肥新华书店三孝口店、甘肃省新华

书店旗下门店、中原图书大厦回声馆等推出的新春剪纸、名

家写对联送福字等，多维满足读者需求。

在湖北新华仙桃市分公司副经理付华章看来，体验营销

活动持续开展，为书店粘住了更多忠诚度高的读者。这一观

点与文轩BOOKS九方店经理佘攀不谋而合，“2021年春节

销售超2019年同期，源自3年来文轩BOOKS品牌的沉淀，

增加了各种体验业态，加上春节期间营销活动的氛围营造，

让更多读者愿意到店体验。甘肃省新华书店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0年8月，甘肃省88家连锁门店图书品种进行调整，常

备畅销图书库存安排专人定时跟踪、定期更新，销售提升明

显，2021年1月尤其凸显，满足了到店人群的消费需求。

为更好地服务读者，在春节期间，包括河南省三门峡市

新华书店、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在内的多家书店延长营业时

间。北京发行集团2月11日至2月17日期间推出“书香‘悦’

京城 新春不打烊”春节系列主题文化读书活动，旗下北京图

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等9家特色书店春节7

天24小时营业，其余33家新华书店均延长营业时间至23点。

文化消费券、红包让消费者获得实惠。上海新华传媒发放

价值百万的“原年人书香大红包”，春节七天全市新华书店、上

海书城通用。春节期间，济南市文旅局向市民发放“春节文旅

惠民消费券”，济南分公司争取到50万元的消费券核销额度，带

动图书销售133万元。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各门店共销售图书

12.4万册，销售码洋423万元，16175人次使用了文化红包。

发力多元销售，拉动文化消费。多家书店表示，春节假

期销售的增长离不开书店多元化经营、融合发展。

山东新华济南分公司以多元为切入点，在山东书城和泉

城路书店策划开展了“礼遇2021——年货里的年味儿”年货

趴活动。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营销部袁

雪说，浓郁的节日氛围+年货爆品+会员回馈价，增加了活动

吸引力，成功为书店引流。据统计，为期20多天的年货趴销

售近30万元，有效带动了多元销售。

重装开业后的汉中书城突出两汉三国文化与汉中地域

文化特色，凭借多品种、多类型的产品，优雅舒适的购物环

境，高效优质的服务，实现了春节销售的提升。中原图书大

厦回声馆备货足礼盒全、多元体验乐趣多，“金牛献瑞、礼盒

专区”图书主题展台有效帮助顾客选品，成功拉动了消费。

湖北随州书城在门店内设立新年礼物专区，满额优惠活

动让利于消费者，也带动了图书和其他非书品的销售。

线上云逛书店，线下联动宣推。经过了一年的磨练，春

节期间实体书店的线上营销更有品质，读者足不出户也能感

受到书香的温暖陪伴。据河北石家庄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

副经理邱亚亚介绍，书店参与了新华优选网上商城春节“云

聚新春”活动，吸引了很多市民的关注。山东新华济南分公

司加大视频营销力度，7天假期通过抖音、视频号共计发布

43条视频，内容包括书店活动、春节场景、读书荐书等，其中

《生活帮 1+1》对济南分公司的专访视频点击量达 1.4 万人

次；组织10场线上直播活动，点击量3万人次。

围绕社群营销，湖北外文书店开展了“寒假读一本好书”

和60天朗读者计划——社群互动有礼活动，读者可通过转

发指定微信宣传推文、社群内朗读打卡等方式参与。湖北仙

桃新华书店的“新春六天乐”社群互动，针对不同社群主打不

同活动，如“寻味玩食——给你的生活来点甜”活动，在烘焙

爱好群内每日分享并帮助烘焙爱好者们制作甜点；在专为小

朋友讲绘本、做手工的“慧悦读·读书会”社群，开启线上互

动游戏。湖北鄂州书城连锁门店在线上社群开展的慧悦读

故事会、简笔画和手工跟学互动、有奖朗读打卡等线上活动，

部分参加读者坚持打卡达20余天。付华章认为，此类活动

的举办，为门店在新的一年开展线下活动奠定了基础，培养

了忠实粉丝。

一年之计在于春。经历了从2020到2021的艰难反转，

书店人正摩拳擦掌迎接新的一年。

业内外合作构建书店发展

新生态。在重要节日期间，与上

游出版机构合作开展联合促销

等，成为实体书店的不二选择。

春节期间，河北石家庄图书大厦

联合磨铁、北京教育出版社、海

豚传媒等推出春节特惠图书及

套书礼盒，并在卖场内设立专台

展销。贵州贵阳大营路书城联

合天地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

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举办图书

促销活动。临沂书城开启了“冬

温故·阅迎新——名社好书 7.5

折特惠”活动。桂林新华书店在

店内进行丰富多彩的打折和买

赠的促销方式，通过突出专台陈

列对读者图书消费进行引导。

河南三门峡市新华书店与后浪

出版公司开启“豫”你一起读书7

折活动；与北教小雨图书开展图

书买一赠一活动。

近年来，越来越多书店将目

光投向业外，与政府、企事业单

位合作，开展联合营销，既降低

了成本也扩大了影响力。洛阳

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负责人刘

青青介绍，春节期间，洛阳市新

华书店购书中心配合洛阳市委

宣传部做好“古都新生活，云端

阅读月”活动，通过当地著名主

持人、网络大 V 开展线上荐书，

针对推荐图书，购书中心还设立了线上

专区、线下专柜，积极宣传营销。河南省

三门峡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郭辉辉表

示，三门峡市新华书店与三门峡市湖滨

区文旅局联合在河南百姓文化云平台开

展“悦读春天”2021年线上新春读书会等

7 场直播，线上观看人数达到 51.27 万

人。河北唐山书城与唐山市交通文艺广

播电台大型公益直播“春暖凤凰城”活

动；甘肃省新华书店与社区、学校联合开

展新春音乐会，并联合电影院在书店免费

播放贺岁大片。

春节期间，北京市政府推出了北京惠

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在钟书阁北京融科店

与老佛爷店，消费者领取“文惠券”在指定

合作单位购买文化产品或服务时，最高可

享受100元的满减优惠。钟书阁成都店和

都江堰店与平安银行开展合作，读者通过

微信绑定平安银行信用卡或借记卡在四

川钟书阁所有门店（银泰店、都江堰店）单

笔消费满1元即享8.8折优惠折扣。

满减、宠粉，会员营销为书店注入新

活力。一直以来，会员一直是实体书店重

要的发力点。他们既是书店的常客，也是

忠实粉丝，能够为书店带来长期稳定的收

益。春节期间，围绕会员营销，书店可谓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满减、宠粉，切实为

会员们带来了诸多实惠。

围绕会员，湖北新华仙桃市分公司开

启了“会员专属——牛气好物秒不停”活

动。湖北新华仙桃市分公司副经理付华

章介绍，在会员福利群，每晚开启一元秒

杀畅销图书活动。“秒杀成功的会员需到

店自提商品，进而带动门店的销售。”

2月1日~2月28日，在湖北外文书店，

湖北新华会员（新老会员均可）可购买第

五期“九丘好书榜”专台活动图书、新年活

动图书礼盒套装，并专享7.5折优惠；购买

店内商品可得满 88 减 18 元、满 188 减 48

元、满288减88元优惠券。

春节期间，唐山书城开展了“会员满

减”活动。太原书城积极推进会员借阅模

式增加读者到店次数。钟书阁成都店和都

江堰店，“会员专享您充值 ，钟书请您喝

‘书痴咖啡’”活动，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关

注，有效带动了店内销售的增长。此外，如

临沂书城等，针对新入会的会员，还开展了

“礼惠春节，购书有礼”活动。新注册会员

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同时购书还可换购

图书、日历、瓷器等。 （焦 翊）

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0年度新

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函〔2021〕1

号）精神以及《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我单位对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人员资格进行了严

格核验，现将通过核验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陈麟、郝溢男、江玉

婷、焦翊、金霞、李星零、刘海颖、马雪芬、孟叶、穆

宏志、倪成、渠竞帆、任志茜、孙珏、孙月沐、田红

媛、王霖、王茜、王少波、王双双、温珮滢、伍旭升、

张聪聪、郑杨、邹昱勤。

如有异议，请于本公示发布之日起5日内拨

打国家新闻出版署举报电话：010-83138953。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22日

作为一家始终关注自身定位的书店，大众书局并非以独

立书店为发展目标，而是着力成为“大众化的精品书店”。以

稳步发展为经营策略，大众书局“迈小步不停步”，谨慎投资。

目前，大众书局未有能力每年开开设10~20家新店，也未有

2000平方米以上大店开业计划，着力成为中型连锁而不完全

复制的书店品牌。

建立颜值投入标准，严格图书选品。当下，“拥有一定颜

值”既是实体书店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然选择。目前，大众书

局所有门店都是通过租赁获取物业，租赁期一般6~10年，也

就是所有的前期投入必须在租赁期限，甚至更短时间内折旧

完毕。大众书局在门店颜值投入上有严格标准，既专注打造

一家漂亮、有格调、舒适、有一定当地文化元素的书店，还关注

消费者对消费环境的满意度研究，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在图书选品上，大众书局的要求极为严格，更不允许供应

商主配模式。采购部门每周召开选书会议，并设立图书情报

分析岗位。大众书局的主力品类是文学、社科、儿童、教育和

生活，再根据每家门店的区域特征补充其他类别。在图书选

品上，大众书局要有对读者表达最大诚意的方式，博采百家之

长，认真挑选优秀的、值得读者长期阅读和收藏的图书。

聚焦员工技能提升，优化服务带动效益增长。大众书局

鼓励员工加强自身的阅读修养，如每天熟悉几本书、多看几本

书的前言后记、多记几本书的阅读推荐语等，在工作中，要与

读者交朋友，凭借专业知识与他们有话可谈。同时，为一线员

工强力灌输成本意识。假设一家书店的年租金是50万元，前

期投入200万元（以6年折旧计），加上日常经营所需的人力、

水电等各项费用，可以计算出单店每天的支出成本（不含商

品）大约在4500元左右（不计总部各项成本）。如某天门店接

待100位顾客，相当于每位进门客人的成本是45元，若其未产

生购买行为，员工也未与其进行交流，那么45元的投入就没

有产生任何效益。大众书局始终强调：“书是一本一本卖出来

的”“顾客是一个个请进来的”“朋友是一个一个交出来的”“没

准今天交上的这个顾客朋友将是你一生有价值的资源”。

着力业态融合，推行书店会员制。相对百货公司而言，图

书的平均毛利只有百货公司的60%~70%，且客单价严重偏低，

这就需要书店具备稳定的客源，并努力提高毛利率。为此，大

众书局长期关注非图业态的融合研究，文创商品是一方面，书

店更关心顾客的日常家居生活。在大众书局，咖啡吧不仅是

门店的配套功能之一，还是重要业态和收入来源之一，也是会

员制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此，大众书局打造了咖啡吧的

独立品牌，同时研究该行业特点，通过调研不同饮品品牌的经

营思路和产品设计思想，实现了经营观念的转化，带来了良好

的经营成果。

大众书局还大力推行会员制建设，并对每家门店均设立

会员发展指标，建设会员管理机制，考核会员的消费频率和客

单价。目前，大众书局拥有线上线下会员数超100万，会员消

费在门店零售当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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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实战

大众书局“迈小步不停步”深耕门店体验
■金 立（江苏大众书局图书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受 访 书 店 名 单（按首字母音序排序）

实体书店营销如何升级？合作思

维与精准发力成为书店近年来重点发

力的两大领域。在 2021 年春节营销

中，各家实体书店多点创新发力，通过

异业合作有效降低书单成本的同时，引

流效果也为书店带来了客流量和影响

力的增长；通过对会员群体的精准发

力，进一步巩固了固有客群的同时；通

过开展多种纳新政策，新会员的加入为

书店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经过“编辑推荐”“专家投票评审”2 个环节

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精心推出2020年度

十大好书候选书目（35种），并最终结合1000余名

读者历时1周投票，于2021年2月上旬评选发布包

括《食物探险者：跑遍全球的植物学家如何改变美

国人的饮食》等在内的“2020 年度十大好书”。有

同时收获销量和口碑的畅销作品。《食物探险者》

出版以来，以其极强的可读性、丰富的历史文化知

识、精美的装帧设计打动了读者和媒体，入选“深

圳书城选书”“诚品书店选书”“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年度影响力图书”等重要图书榜单。《页页情书》是

“人民艺术家”王蒙近年来最新中短篇小说结集，

每一篇小说都堪称情趣与哲理并存，体现了作者

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情感。

有兼具史料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大部头读物。

《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收入黄永玉创作于20世

纪不同时期的400余幅版画作品，不仅是其版画成

就的全方位展示，还将丰富更多读者对中国现代

版画史的认识。《贾江溶藏稀见清代科举史料汇

编》共计收入贾江溶“木铎堂”珍藏清代科举史料

440 余种，将私人珍藏转化为学术公器，在学者中

引起较多关注和积极反响。《日本所藏清人诗歌总

集善本丛刊》（第二辑）（全24册）为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全清诗歌总集文献整理与研究”及广西

特聘专家团队课题“清诗总集文献整理与研究”阶

段性成果，共收日本内阁文库、京都大学文学研究

科图书馆、大阪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人诗歌总集 12

种，均为孤本或稀见之本。

有反映 2020 年“宋朝热”趋势的历史类图书。

《宋仁宗：共治时代》是“吴钩说宋”系列的第 4 部

作品，也是该系列传记方向的开篇之作，该书聚焦

于宋朝第 4 位君主宋仁宗的前朝和后宫生活，探

讨了中国历史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奇特局

面，是一部口碑销量双赢的畅销图书。《大宋之变：

1063~1086》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大宋激流潜涌的

变局，以司马光的一生来复盘北宋英宗、神宗、哲

宗三朝政治的演变，揭示大宋之变的历史真相和

帝国兴衰的深层根源。

也有依然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国外作家人文

读物。《人的疆域》是卡内蒂小说、政论、回忆录和

戏剧作品的重要补充，包含了大量关于文学作品与

作家的评论，以及作者对衰老和死亡的沉思。《生命

是赌注：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立足于解密

档案，同时与马雅可夫斯基许多友人进行过独家访

谈，阐述了爱情与革命在马雅短暂一生中的复杂角

色，进而呈现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群

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是

约瑟夫·弗兰克所著受到广泛赞誉的五卷本陀思妥

耶夫斯基传记的第四卷，涵盖了这位小说家整个

创作生涯中最多产的6年时间。 （邸 远）

广 西 师 大 社 出 版 集 团

实力彰显出版主业特色

（上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