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书店

特色实体书店掀“阅读新浪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5月下旬，特色实体书店扎堆开业——有“4年开28

家店”高调入驻上海陆家嘴的无料书铺，有将“阅读新浪潮”引进湖南长沙的十点

书店，还有主打“纯粹军事主题”的昆仑书集亮相北京雍和宫周边。

无料书铺上海旗舰店占地467平方米，设计概念为“生长”。为满足上海读

者对艺术、时尚与设计议题的需求，无料团队精心引入超过500种艺术、设计类

图书，并与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携手合作，推出“艺·十二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

社十周年特展”。

昆仑书集占地300平方米，陈列战争历史、将帅传记、军事学术、兵器知识、

军事文学等2000种军事图书。书架将整个空间分隔成两大区域：一边是咖啡

区，坐在这里隔着落地窗就能看见地坛；一边是活动区，木质台阶旁摆着蒲团

供读者选书读书，举办图书分享、沙龙讲座等活动时，还可以变身小剧场。

十点书店长沙店是该品牌继厦门后开办的第3家书店，该店在业态组合、

空间编辑、新零售模式方面做了升级，整个书店分为阅读岛、潮生活、小十点、

十点课堂以及会员听书体验空间五大板块，结合长沙浓厚的文娱特质进行创

新。 （田红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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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
在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干部职工和外国专家、友人，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40年来，中国日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宣介中国改革发

展，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国日报以创刊40周年为新的起点，牢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

职责，把握大局大势，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高素质队伍，

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更好介绍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成就，更好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日报创刊于1981年6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全球发行的国家级

英文日报。经过40年发展，已形成全球化、分众化、多语种、全媒体传播体系，报纸

发行量约70万份，全媒体用户总数超过3.5亿。 （综合新华社消息）

“卖书不赚钱，但不卖书又赚不到钱；读者不专门为买书到书店，但读者到书店也能买

书；卖书不只是阅读服务，但提供阅读服务一定要卖书；网红书店不一定赚钱，但新华书店

需要网红店。”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大利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城

市发行专业委员会第35届年会上提出的4点问题（链接：本报2021年5月18日第1版《省

会、计划单列市新华书店研讨后疫情时代实体书店经营新略》），直面后疫情时代实体书店

发展困局。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新华书店可谓重要的文化地标，面对新形势、新局面、新

技术变革，城市新华书店正以“急先锋”的姿态，探路实体书店破局之道。

商务印书馆“乡村振兴书系”添新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5月27日，

商务印书馆在京举办新书《乡村振兴

与可持续发展之路》出版座谈会。中

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小云助贫

中心创始人李小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农禾之家咨询

服务中心理事长杨团，《乡村振兴与可

持续发展之路》作者、中国扶贫基金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商务印书馆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三峡集团公

益基金会副处长商艳光，河北涞水县南

峪村书记段春亭，北京止于至善文化院

院长、《社会创新家》创始人宋厚亮，中

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吕全斌，中国

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该书责任编

辑、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编审李霞等出

席座谈会。刘文奎和顾青分别代表中

国扶贫基金会、商务印书馆向中国基金

会发展论坛和南峪村赠书。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以

中国扶贫基金会近20年来在四川、甘

肃、青海等地农村开展的几个典型性

扶贫项目为案例，以生动的实践经历，

总结失败项目教训，归纳成功项目经

验，提炼出乡村可持续发展成功模式

的要素，如以市场为导向、成立合作社

组织、依靠村庄能人、由当地村民自主

抉择、与互联网结合的方式等。

顾青介绍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扶

贫书系”，包括《习近平扶贫故事》《小康

的真谛》《扶贫笔记》等。当前我国脱贫

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随之而来的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商务印书馆适时

推出“乡村振兴书系”，其中《乡村振兴

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书丰富的案例和

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刘文奎介绍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近

年来的工作思路和成绩。他表示，该

书既是中国扶贫基金会20年来典型乡

村扶贫发展项目的总结，也是他20年

来关于乡村发展思考与实践的记录。

与会嘉宾均表示，该书出版恰逢

其时，将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

村振兴提供借鉴。 （田红媛）

开发新业务
加大B端G端传统业务拓展

实体书店在做好传统业务的同

时，要“走出去”开发各种渠道，加大to

B（即企业用户）和to G（即政府用户）

业务，实现对传统业务的拓展。

协助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

共文化服务对实体书店的未来发展，

可谓有赛道级战略价值。据广州新华

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副董事长谢志杰介绍，该

集团正在探索图书、活动、阅读空间运

营等相关公共文化服务的 B2B 模式，

提供策划、咨询、品牌、选品、运营等服

务，形成服务案例及服务品牌，创造新

的盈利模式。例如为政府、事业单位

及各大企业提供节日主题活动和空间

策划服务方案，结合建党百年推出“党

史学习”等相关策划服务。

据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珠海新华书

店有限公司总经理邱晨介绍，珠海新华

书店积极与珠海斗门区合作，参与乡村

文化振兴，在斗门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点，如在白蕉镇市民艺术中心打造

公共阅览实体书店，结合斗门南门村毓

秀洋楼历史文化特色，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即“毓秀书房”。

近年来，在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

市，城市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市

民提供阅读服务，成为传统阅读阵地

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2020年下半

年，沈阳玖伍苑文化有限公司与沈阳

市浑南区政府合作，开发完成了莫子

山城市书房项目、万达one书房项目、

新时代书房项目，实现营收600万元。

沈阳玖伍苑文化有限公司利用自身优

势，参与到项目的全案设计和选书配

书等工作中，用专业的服务质量和服

务态度，赢得了政府用户的认可。沈

阳玖伍苑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朱晓冬表示，“我们先行先试，整合

资源、开发渠道，筹建专业团队，加强

to G 业务。2021 年将主动出击，开发

更多服务内容”。

由团体直销衍生文化定制服务。

武汉新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政认为，面对后疫情时代新的挑战，

书店要转变商业模式，在继续做好传

统B2C即直接面对读者的图书销售基

础上，大力拓展B2B模式，积极对接政

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公共文化及企

业文化购买需求，以文化内容输出，实

现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下转第8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5月28日，新华联

合发行有限公司与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

公司在北京共同举办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

式。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茅院生，辽

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丹旗出席签

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在供应链协同以及信

息化建设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战略合作，并

建立长期、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协

同共赢。

茅院生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出版行业作

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要全面落

实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准确把握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阶段这一重要发展机

遇，守牢内容根本和导向功能，深刻认识新发

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

展格局。双方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把行业供

应链协同和信息化建设作为着力点，开展深

度合作，意义非常深远。一是有助于双方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降低运营成本，大大提升客

户服务能力；二是有助于双方全面布局国内

市场，更好地发挥供应链协同效应，促进双方

高质量持续发展；三是有助于中国出版集团

与辽宁出版集团的进一步深度合作，也为出

版行业的协同创新起到了积极探索作用。

王丹旗表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辽宁出版集团将聚焦“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主题，定位“互联网数

字化新媒体出版集团”和“进入全国文化企业

30强”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此次与新华联合的战略合作，

是辽宁出版集团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是辽宁北配贯

彻集团经营发展新举措、新增量、新业务、新板块的总体

要求，迅速打开全国市场，实现快速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

举措。同时，也是双方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在行

业供应链中强强携手、互惠合作的一个崭新开端，更是双

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具体体现。通过双方

的友好合作，必将促进双方产业链互补，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希望双方能够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未来进一

步密切联系，广泛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全面合作，不断

开创战略合作新篇章。

新华联合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冰和辽宁北方出版

物配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斌分别代表双方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新华联合发行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行

主持会议。 （穆宏志）

精彩导读

第七届书业非书品展订研讨会聚焦新形势
解码非书品顶层设计与线上线下整合运营 P2~P4

“颜值”升级之后，书店还能做什么？ P7

2021，出版人入场播客好时机？ P9~P11

第30届书博会少儿阅读节
创新“阅读+艺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将于7月15日~19日在山东济南举办。作为本届书博会

的重点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中国出版协会承办

的少儿阅读节将同期亮相。全国多家知名少儿出版机构

将携近一年新出版的优秀童书与山东少年儿童见面。

少儿阅读节以“打造儿童阅读生态系统，提高儿童阅

读整体核心素养，让阅读走进每一个家庭，扎根到儿童生

活中”为核心理念，自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本届少儿阅读节将紧扣建党100周年主题，以为青

少年推荐建党百年优秀读物为主线，以创新的“阅读+艺

术”展销方式为引领，同时将举办“献礼百年——红色主

题教育”主题图书展、“我们是接班人”、少儿图书主题出

版论坛、“红色主题教育”大咖阅读互动活动、“阅读教育

主题”教师培训大会等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

现场还将公布少儿阅读节主题展入选书目及“主题阅

读讲师团”名单，该讲师团由作家、教育家、出版社社长、总

编辑、校长、阅读推广人等成员组成。书博会结束后，讲师

团成员将根据各省的主题阅读活动安排，赴各地开展主题

阅读宣讲活动。同时，本届少儿阅读节还将为致力于儿童

早期阅读推广的影视界、文化界名人颁发“阅读推广大

使”奖杯，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全中国的孩子都

爱上阅读，让中国童书出版走向世界舞台。

（穆宏志）

十
点
读
书

昆
仑
书
集

无料书铺

中
国
出
版
传
媒

商
报
官
微

中
国
出
版
传
媒

商
报
官
网

本
期12

版 编辑：田红媛 排版：姚志英

新
华
联
合
与
辽
宁
北
配
战
略
合
作《辞海》网络版上线随时随地可查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5月27日，

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

社开发建设的《辞海》（第七版）网络版

在上海首发。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辞海》主

编陈至立出席会议。《辞海》（第七版）

部分副主编和分科主编，中宣部出版

局、上海市委宣传部、世纪出版集团等

部门和单位相关同志，以及《辞海》（第

七版）网络版建设团队、合作单位、用

户等代表7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设8

个分会场。

《辞海》是我国标志性的大型综合

性辞书，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等

功能于一体，第七版彩图本已于2020年

8月出版。此次网络版的发布，开启了

百年《辞海》数字时代新篇章。据悉，网

络版收录了《辞海》（第七版）近13万词

条、2350万字全部内容，并丰富数字检

索方式，建立词条关联和构建多层知识

导图，新增词目注音和人声配音、汉字规

范笔顺及源流、书法，是一部融合了音视

频、图像和三维立体模型的有声、有色、

有形的立体“辞书”，并且可在电脑、手机

等设备上随时随地查阅。

会上主办方还向上海图书馆、七

宝中学等图书馆、学校赠送《辞海》网

络版。为满足更多读者在线检索的需

求，“学习强国”上线《辞海》网络版VIP

会员卡，读者可在“强国城”使用“点点

通”免费兑换《辞海》网络版VIP会员季

卡、半年卡。 （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