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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印刷发行和农家书屋工作会议在济南举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 月 28 日，2021 年度印刷发行和农家书屋工作会议在济南市山东大厦会议中心
举行。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凯，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董伊薇，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
局长蔡书贵，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钟华，
以及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各地宣传部印
刷发行处相关负责人等近 50 人出席会议。
会议回顾了过去一年多以来，
在中宣部部务会坚强领导下，
全战线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统筹疫情防控与
行业发展改革和监管，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印刷发行与农家书屋工作展现新作为、焕发新气
象、
取得新成果。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适逢“十四五”开局，会议要求，印刷发行与农家书屋工作要贯穿主
线、
守正创新，
全力做好四方面主要工作：
一是唱好主旋律，
全力保障党的百年华诞宣传教育工作；
二是聚焦
主目标，
全力推动
“十四五”
开好局、
起好步；
三是搭建主平台，
精心打造引领行业发展的重大活动项目；
四是
打好主动仗，
切实推进农家书屋发挥作用、提质增效。会议强调，
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
会议对全战线党史学习教育再次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是增强服务大局的政治意识；
二是发扬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
三是提升改革创新的系统集成；
四是提高服务群众的针对性实效性。
钟华致辞并介绍了山东新闻出版发行工作的经验。来自辽宁、
福建、
广东、
北京、
山东、
四川、
黑龙江、
安
徽、
重庆的 9 位地方宣传部印刷发行处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印刷复制内资工作、
发行工作、
农家书屋工作作交
流发言，
介绍了各自地区的做法和特色亮点。
（倪 成）

社店精细化对接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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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一场疫情，实体店遭受重创，读者
购买习惯也更多向线上转移，
许多实体
店已经着手进行业务扩展与转型。范
斐认为，
出版社要密切关注实体店的新
动向新手段，
充分配合，
随时跟进；
业务
员也要转变工作思路，开拓营销视野，
适应后疫情时代的行业变革。正如杨
智所说：
“ 社店联手，同舟共济，形成坚
强合力，
共同应对新形势，
解决新问题，
创造新业绩。
”

做 好 数 据 分 析 ，紧 跟 市 场 需 求 。
精细化对接离不开数据的支撑。高高
认为，门店可以根据周边读者阅读喜
好进行数据分析并反馈给出版社，出
版社根据自身出版优势精准配货，减
少不必要的损失，并根据作者、编辑、
高质量读者的优势做好门店专题活动的设计，
以达到精准配送、
精准服务的效果。据悉，
广东
人民出版社今年将与北京、
广东、
浙江、
宁波、
江
苏、
上海等地书店加强对接，
针对书店特色匹配
产品，
定期在线上、
线下开展活动。陈晓梅希望
通过数据分析和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的品种上架
和摆放，
从而进一步提升在门店的上架率。
提升团购馆配，重视店外销售。在店内零
售遇到困难时，店外销售成为社店关注的重
点。李理就建议实体书店在抓好零售的前提
下，
重视店外销售和馆配，
利用好书店团体销售
和馆配的平台，
精细化提供书目及现货，
提高供
需双方适配性。人文社今年将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
为各个省店及线上销售平台提供支持，
在
充分了解各省店运营特点的前提下，更加个性
化和精细化运营出版社产品。张海宏也认为，
社店应整合双方的私域流量，进行线上精准营
销，提升销售转化率；通过线下营销活动，优化
重点图书的展示、
宣传，
同步拓展实体书店的店
内店外销售，
着重提升团购、
馆配业务等。
针对渠道特性，投放定制品种。每个渠道
的特点不同，
适销对路的产品也不同。因此，
陈
晓梅认为，社店对接首先需梳理产品对不同渠
道进行划分，针对线下书店的特性需打造的主
题性的书单品种，将社里产品资源针对线下门
店渠道投入更多的特有品种，可以有效的避免
与线上平台进行价格战，从而有效的保护门店
的付出，
持续做好销售。张海宏也认为，
要加强
文创产品、
图书差异定制版本的合作，
降低线上
渠道对实体书店的冲击。该社今年将着重加强
北京、
江苏、
陕西、
四川、
浙江、
广东、
山东、
湖北、
安徽等地区书店的对接，通过加强与省级新华
书店、
新华书店的重点门店、
知名独立书店的联
系，
以提升书店的实际销售作为最终目的，
积极
开展
“线上+线下”
对接。
（下转第 6 版）

不等，差别比较大。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目前与书店对接的部门主要有市场运营与
服务部、发行部及各分社的营销人员和发行人
员，涉及社店对接的约有 40 人。河南文艺出版
社平时负责与书店对接的部门包括 3 个发行部
和数媒企划部，共有 17 人。山东文艺出版社与
书店直接对接的部门有发行部和营销部，涉及
13 名工作人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接书店的工
作主要集中在发行部，发行部现有线上业务及
助理 8 人，线下业务及助理 11 人，负责和书店不
同的部门对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与书店的对
接主要由发行部负责，现有十多人。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与书店对接的部门为图书营
销中心，直接对接经销商的业务有 7 人，其中线
上 2 人、线下 5 人，其他人员也兼有对接新媒体
等客户的职能。
从人数来看，
出版社与书店对接的人员当然
越多越好，但要真正解决对接问题，还要从提升
人员能力、整合各方资源等方面入手，实现精细
化的社店对接。虽有疫情影响，
但社店的联合营
销并没有停下脚步，一方面积极走向线上，开展
线上讲书、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同时也克服重重
困难，
整合资源联手举办线下活动。
做好培训，
强化线上联动营销。社店精细化
对接需要更有效的沟通，
其中让书店员工更加了
解、熟悉出版社的产品至关重要。2020 年第一
季度，在线下门店普遍停业的情况下，人民文学
出版社积极组织自救，
同全国十几个省的新华书
店和民营书店开展“云讲书”
“云荐书”
“云课堂”
的“三云计划”。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部主任
李理介绍，通过该计划，出版社获得订单增长的
同时也培训了书店店员，加深了客情关系。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营销中心副主任（主
持工作）范斐介绍，
自疫情以来，
三联书店与新华
文轩、山东新华分别开展了线上讲书活动，由出
版社资深编辑为书店采购负责人讲解新书、
重点

● 分销微讯

第七届海峡读者节开幕 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同期揭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第七届海峡读
者节在福州市长乐区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开
幕。本届海峡读者节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和福建
省全民阅读工作组委会指导，福建省新闻出版
局、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福州新
区管委会、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商务印书馆有限
公司主办，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承办，以“读党史
庆华诞 展新篇”为主题，将持续至 7 月 1 日，为期
两个多月。
本届海峡读者节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福建省委“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的工作
部署，通过 2021 年春季福建新华线下馆藏图书
订货会、全省新华主题出版物展示展销等近百
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参与广泛、富有实效的
阅读活动，持续推进“书香八闽”建设，助推全民
阅读走深走实。
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在世界阅读日当天正
式开馆。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是商务印书馆有
限公司与福州市人民政府、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共
同在福州长乐滨海新城打造的文化新地标，
旨在
打造具有福州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全民阅读示
范基地、数字出版基地以及教育研学基地，实现
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互联网的有机融合，
更好地
助力数字福建建设。
（焦 翊）

河南新华最美读书声落幕 10 种图书入围好书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由河南省新华
书店发行集团主办的 2021 最美读书声“开门荐
书”年度总决赛圆满收官。本次大赛超 2 万人报
名、历时 365 天，来自河南各地的 28 名选手进入
总决赛，畅谈阅读好书作品的心得与领悟，共推
荐了 28 种好书。
经过数轮争优选拔，
参赛选手以短视频荐书
的形式聚焦荐书内容，重温好书魅力，认识阅读
力量。最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城南
旧事》
《愿你能静守生活，愿你能走遍天涯》，海
燕出版社的《安的种子》，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
《人生海海》
《撒哈拉的故事》，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
《夜莺与玫瑰》，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唐宋小品丛

书》，
明天出版社的《猜猜我有多爱你》，
文汇出版
社的《人体简史》，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幸福
是一种能力》10 种入围好书榜，成为 2020 年“最
受读者喜爱的十本好书”
，
不仅在河南省、
市（县）
超 1000 余家新华书店卖场进行重点展示、销售，
还通过河南省新华书店全媒体矩阵同步向广大
读者宣传推广。
据悉，本次大赛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河南
全省不同行业、
不同年龄群体的关注和参与。这
场蓄势待发、别开生面的“开门荐书”年度总决
赛，
在河南省营造了
“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
的
良好氛围，
以荐书为媒，
将阅读变为
“悦读”
，
鼓励
更多读者参与到
“书香中原”
建设中。 （肖 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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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店对接，
让社店关系
重新成为图书销售的催化剂，
是出版社和书店都
在思考的问题。正如山东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杨智所说：
“受疫情冲击，
实体店客流恢复需要过
程，消费习惯线上化冲击持续，地面活动组织受
限，既是实体店面临的压力，也是社店需要共同
应对的形势。
”
对接遇坎，
人员配备成为突出问题。线下活
动不能正常运作、
落地执行效率相比线上有明显
差距、活动持续影响力不够持久、无法精准获取
门店读者人群分类等，
是社店联手举办活动时面
临的突出问题。此外，
出版社与书店的对接主要
集中在核心客户、大中型城市，社店对接覆盖面
有待提升，然而目前书店业务分层更加精细化，
需要对接的部门众多，想要实现社店精细化对
接，
人员配备成为突出问题。
那么，出版社安排了多少人来与书店对接
呢？从此次采访的结果来看，从几人到几十人

商报 京东

三联书店“社店战略合作联席会”

书以及三联的历史，受到了书店的一致好评，新
书、
重点书的首发数量也有所增长。
同时，
社店联动不断强化线上营销活动。据
杨智介绍，
立足重点产品宣发，
出版社与书店联合
开展了线上讲书、短视频大赛、作者编辑直播荐
书、
销售竞赛、
作家进校园等活动，
如围绕刘慈欣
科幻绘本《流浪地球》，
该社联合多家发行集团开
展短视频大赛活动，
整合出版社宣传资源优势和
门店自媒体传播优势，
实现定向传播、
营销联动的
效果。新蕾出版社副社长陈晓梅介绍，
2020 年疫
情以来，
该社联合实体书店开展了线上直播、
建立
校园图书角、
门店卖场活动买赠、
拓展书目以及书
展的作家新书首发活动，
组织了 20 余场沈石溪与
黑鹤的线上讲课直播活动，
在艰难的疫情期间，
实
现了跨区域式的名家阅读讲课资源共享。
整合资源，
互联线下私域流量。面对疫情带
来的持续影响，社店不断探索合作新方式，整合
多方资源，通过品牌活动加强互联互通。如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 2020 年 9 月与 17 家
省、市新华书店联合举办了社店战略合作联席
会，充分探讨“后疫情时代社店双方互助式自助
的方向与路径”，为疫情后社店双方的合作规划
了路径，社店双方友谊更加深厚，会上推出的两
套专门为实体书店打造的重磅图书受到书店领
导的重点关注，
订货码洋近 700 万。
主题展销活动有效带动图书销售。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举办的“加油！书店（第五
季）”
，
在全国精选 20 多座城市的 20 多家大型书城
开展专柜联合促销，有效拉动了图书销售，同时
为书店创造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集团发行部总经理张海宏介绍，
2020 年该
社联合全国数百家实体书店，持续打造了“书店
燃灯计划”
“加油！书店（第五季）”
“阅读一小时”
等线上线下品牌营销活动。疫情以来，
商务印书
馆在卖场开展了“涵芬绽放”商务印书馆人文社
科读书月和“新华绽放”商务印书馆文教读书月
陈列大赛，该社营销中心副主任江彧介绍，共有
300 余家门店参与活动，
带动图书销售的同时，
品
牌影响力得到提升，
增加了社店合作的黏性。
读书活动有效增强读者粘性。广东人民出版
社北京公司总经理高高介绍，
疫情期间效果最明
显的活动是联合书店征集
“传承红色经典诵读”
活
动，
门店组织读者积极参与诵读活动，
建立群组进
行线上视频评选后，
诵读专家一一对参与者进行
了点评，
活动期间有很多小学生同时连线背诵
“少
年中国说”
。据河南文艺出版社图书发行部主任
刘大龙介绍，
该社与新乡市新华书店联合组织的
跨年读书会，
不仅仅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在图
书销售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2021 年 3 月底，
京东图书联合中国出版协
会文学艺术工作委员会，组织近 50 家出版机
构推出了首届文学月活动。京东图书还通过
异业合作，精准触达更多读者，如联合京东旅
行业务部门推出旅行书单，联合酒水、美妆等
品类打造“一键开卡”粉丝互动游戏等。这些
举措，
客观上带动了相关图书销售的增长。

本土作品占优 ﹃健康﹄内容热销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少波

榜单分析
●

6 招重塑社店精细化对接

社店对接之三

2020 年以来，书业受到疫情影响，出版社和书
店纷纷走上变革之路，寻求新出路。与此同时，社
店对接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无法像往常那样面对
面接触，落地活动也少了许多，书店面临销售困境，
出版社也失去了重要的渠道。聚焦出版机构与书
店间的关系变革，商报先后推出社店对接专题（链
接：
本报 2021 年 3 月 19 日第 2706 期《社店对接之一：
出版机构更“宠”哪些实体书店》、2021 年 04 月 13 日
第 2707 期《社店对接之二：融合发展 出版发行变革
正酣》
）。此次，商报再推社店营销专题，关注社店
精细化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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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商报·京东数据 2021 年 3 月畅销书榜
单，在虚构类榜单中，余华新作《文城》成为该
月的重点新品，虽国外作家与本土作家作品
数量基本持平，但本土作家作品在排名上占
有绝对优势。非虚构类畅销榜上，社科类依
然有着亮眼表现，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关
注日渐提升，诸如减糖、心理等话题，越来越
成为人们在购书中关注的重要方向。童书榜
中，本土作家在入围作品数量和作品排名上
都有着明显的晋升，同时一些新作家的入围，
也让人颇感惊喜。电子书畅销榜中，小说类
更受读者关注，影视同名作品再次入围，证明
该领域对读者有着较大的吸引力。有声书
中，
传记类、
历史类更受读者的关注。
虚构类畅销榜：新作入围，本土作家作品
排名占优。在商报·京东数据 2021 年 3 月的虚
构类畅销榜 TOP20 中，位列前三的分别为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城》、重庆出版
社的《三体》
（套装 3 册）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的《活着》。在前三种图书中独占两席，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表现可谓抢眼。余华
新作《文城》的上榜，也进一步说明虽然电商
的消费者以青年为主，但如余华、贾平凹、莫
言等著名作家作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而
综观整个榜单，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东野圭
吾作品《白夜行》
《沉默的巡游》等多个品种入
围值得关注，
也促使该出版社成为 3 月虚构类
畅销榜的霸榜社。整体来说，本土作家作品
与引进作家作品上榜数量基本持平，但本土
作家作品排名明显靠前。
非虚构类畅销榜：美国作家作品表现突出，健康更引关注。
在 3 月的非虚构类畅销榜中，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价值：我
对投资的思考》位列榜首，机械工业出版社的《被讨厌的勇气》、
中信出版社的《像巴菲特一样投资》分列二、三位。综观商报·京
东数据 2021 年 3 月非虚构类畅销榜，美国作家作品拥有着绝对
的数量优势，如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南
方出版社的《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
（套装 2 册）、华夏出版社
的《非暴力沟通》、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等。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减糖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
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等与健康有关的图书也备受读者关
注。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肥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避
免的一大健康杀手，而根据日前发布的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
越来越多的人患有心理疾病，并且呈现出年轻化发展趋势。在
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的当下，相关图书值得关注。
童书畅销榜：本土作品畅销引关注，新品有优势。在商报·
京东数据 2021 年 3 月的童书畅销榜中，
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小狗钱
钱》可谓一骑绝尘，在 2 月入围排行榜前三后，成功在 3 月登顶，成
为 3 月最畅销的童书品种。该书成功的原因，用一句简短的书评
可大致囊括：
“这本书是我看过最简单易懂，又实操性强的一本理
财启蒙书。”未来该书走势如何，值得关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的《米小圈上学记一年级》
（套装 4 册）、未来出版社的《我们的
身体》分裂二、三位。综观 3 月童书畅销榜，本土作家作品大有“井
喷”之势，北猫的“米小圈”系列长期以来都是童书畅销榜的常客，
而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猪唏哩呼噜》
（套装 2 册）、江苏凤
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青铜葵花》、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大语文
那些事儿》
（套装 6 册）等老面孔外，也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
《世界上最棒的礼物》、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四五快读：幼儿快
速识字阅读法》
（套装 8 册）等入围，
颇有看头。
电子书畅销榜：同步纸书推出带动销售，社科类关注高。位
列商报·京东数据 2021 年 3 月电子书畅销榜前三位的分别是中信
出版社出版的《穷查理宝典》、浙江教育出版社的《价值：我对投资
的思考》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文城》。作为新晋出版的文
学作品，
《文城》的上榜，凸显出了当下纸电出版一体化的趋势，
《价值》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等的上榜，也客观说明了对于有
潜力的图书品种，其电子版的销售也有着极大的市场潜力。综观
2021 年 3 月电子书畅销榜，社科类的关注度依然居高不下，除《穷
查理宝典》
《价值：我对投资的思考》外，还有如人民邮电出版社出
版的《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中信出版社的《原则》
等。而一些技术类图书的入围，也让人眼前一亮，如机械工业出
版社出版的《深入理解 Java 虚拟机：JVM 高级特性与最佳实践》、
人民邮电出版社的《Python 编程：从入门到实践》等。
有声书畅销榜：小说潜力凸显，影视同名可期。在商报·京东
数据 2021 年 3 月的有声书畅销榜中，北京凤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的《首长红人》继续独领风骚，蝉联第一。上海阅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的《庆余年》再次入围，名列第二。北京人大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毛泽东传》首次入围前三甲。与 2 月相
比，壹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北京
大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的《别输在表达上》等新品入围，让
3 月的有声书畅销榜颇有看头。而如《首长红人》
《庆余年》
《百
年孤独》等小说题材的有声书，成为了 3 月最畅销品种。在新入
围品种上，如《吞噬星空》
《企鹅欧洲史系列》
《破局：超越同龄人
的思考与行动指南》
《一听就懂的易经课》
《半妖司藤》等颇为抢
眼，尤其是《半妖司藤》。日前，该书同名影视剧正在热播，未来表
现值得期待。
（焦 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