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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湖北

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7

届书业非书品展订研讨会暨2020～2021年度

书业非书品经营推展发布礼”在武汉落幕。

2020～2021年度书业非书经营“创优领军人

物”“优秀团队”“创新单位”“示范店铺”四项

推展一一揭晓，引发了行业高度关注和持续

热议。

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雅珊

对活动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认为，中国出版

传媒商报以引领行业发展、推选业界典范，并

引入异业实践经验，每年举办非书品经营推

选活动和研讨会，为实体书店发展转型提供

智力支持，并以媒体传播优势，进一步扩大了

新华书店文化地标的影响力。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会秘书冷雪坦言，后疫情时代给

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实体书店的服务方

式带来新的变化，一方面，行业内部竞争

日趋激烈，出版发行业加速由传统服务方

式向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方式转型，实体

书店转型发展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市场

消费需求逐步由传统的以图书为核心向

“图书+”“文化+”多元化转型，如何更好

地开展多元经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

的个性化需求，成为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他表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连续多年主办

的书业非书品展订研讨会，通过探讨行业

前沿理论、推荐推广成功经验，已逐渐成

为引领行业发展的“风向标”，为行业发展

提供了借鉴，指明了道路。本次活动紧扣

当前出版发行业的痛点，通过一系列交流

探讨和推展活动，为书业经营创新和转型

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长江传媒作为湖

北出版发行业的龙头企业，希望借此机会

与全国兄弟单位和上下游战略合作商共

同研究探讨转型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

进一步加大资源整合的力度和合作的深

度，努力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展现书业人应

有的责任和担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邹昱勤表示，作为行业第一媒体的中国出版

传媒商报，凭借专业性和影响力，自2015年起

开办“书业非书品展订研讨会”，围绕非书品

商业逻辑，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目前已举

办 6 届，见证并推动着行业非书品经营的发

展与变化；连续 7 年策划并举办书业非书品

经营推展活动，报道、推广业内外优秀经验，

成为实体书店发展的重要参考。她表示，本

届非书会，直面疫后书业非书品经营新变化，

研讨实体书店线上线下非书品拓展新思路。

“今年适逢建党百年，‘全民阅读’连续第8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书店发展迎来新契机。

在此，希望行业同心协力，推进书业非书品经

营的进一步发展。”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共分为新形势的实体

书店顶层设计和运营创新、非书品线上线下整

合与运营、非书品自主研发与营销三大板块。

新形势新变局着眼发展新思路
布局新业态引进新技术开拓新蓝海

近年来，随着各地实体书店升级改造工

作的进一步推进，非书品经营日臻成熟，通过

引入优质的经营项目和新技术，实体书店成

功开拓了经营的新蓝海。

中金易云科技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

周耀光在现场发布了《2020～2021 书业非书

品销售市场报告》，并以“实体书店非书产品

分析与见解”为题进行了分享。他介绍，非书

产品在实体零售市场占比达27%～39%，非书

产品的销售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疫情虽

对非书品经营带来了一定影响，但相比整个

零售市场而言，下降较少。他以浙江省零售

市场非书产品为例，对非书品与图书之间的

关联、陈列入手，从非书品销售的定位、顶层

设计、路线图、营销方面提出了建议。

近年来，湖北新华在推进高校书店建设

的同时，打造了校园书店品牌“倍阅”，通过不

断创新发展模式、延展服务功能，初步构建了

以“图书+”“文化+”为核心的高校校园店综

合性文化服务新平台。湖北省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罗坚从校园

书店的新定位、共建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共聚

产业发展新生态、共享跨界融合新功能等方

面进行了分享。他表示，湖北新华下一步将

在探索中前行，在融合中成长，在创新中发

展，始终坚持服务校园文化建设需求，大力践

行“共享、共生、共荣”理念，共创“倍阅校园书

店文化教育服务新平台”。

云书网作为近年来河南新华重点打造的

电商项目，2020年通过与京东合作，成为业界

探索线上运营的佼佼者。河南省新华书店发

行集团云书网经理刘世雄以“云书网升级2.0

版——能为非书品经营带来哪些升级”为题

进行了分享，并重点介绍了“老家河南·三馆

一汇”品牌。他表示：“借助线上线下融合的

力量，‘老家河南·三馆一汇’既破解农产品上

新难题，也推动了河南农特产品、手工艺品、

文旅文创等非书品类资源的宣传推广。未

来，云书网将继续加强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

深度融合，以大数据驱动业务变革和创新发

展，打造河南本土最大的、开放的文化电商平

台。”

经过近两年对多元业态的不断调整、优

化，山东书城、泉城路新华书店的多元业态经

营面积已达50%。如何开展非书品经营？山

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马学军从创新管理机制、优化多元

选品、开拓销售渠道等方面进行了分享。马

学军介绍，2020年疫情发生后，济南新华迅速

调整思路，对研学进行了重新定位，探索济南

周边的亲子研学，利用书店场地和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室内研学以及组织党建活动的红色

研学等活动。

非书品线上线下整合与运营
以新营销理念实现新渠道拓展

随着线上销售渠道越来越受重视，如何

更好地发力线上，实现投入产出比最大化，成

为书业人关注的重点。此外，随着越来越多

非书品进入书店渠道，打造自身品牌，推出更

适合书店的非书品以满足读者需要，越来越

受到书业人的关注。

2019 年 4 月，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设立了湖北倍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经过

2年的发展，倍悦文创运营状况如何？有哪些

值得分享的经验？湖北倍悦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朱鹏虹以“非书品研发与运营现

状分析——以倍悦文创为例”为题进行了分

享。她介绍，紧紧围绕“出版+文创”“文化+

文创”“生活+文创”“教育+文创”“科技+文

创”等方面，倍悦文创打造了倍阅、BestU、研

之有物等三个主要文创品牌，将自主研发作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下转第3版）

2020～2021年度非书品经营“创优领军人物”
蓝彦钧（广西新华书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学军（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卢 涛（青岛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振茂（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商总监）

王红卫（武汉新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 伟（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总经理）

张大和（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三水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程 龙（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荆门市分公司经理）

邓铮铮（湖南邵阳市新华书店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建华（山西新华书店集团中阳分公司经理）

马建春（湖南衡阳市新华书店党委书记、总经理）

赵雪松（云南迪庆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2020～2021年度非书品经营“优秀团队”
新华文轩零售事业部渠道部

浙江杭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倍阅·华师店

重庆新文拓旅行社有限公司

广西新华弘文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市黄岛区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安徽皖新智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六安项目运营团队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武汉新华博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江景书店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茌平分公司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台山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亚运村分店文创产品经营部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随州书城

云南红河州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江苏大众书局图书文化有限公司文创商品部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吉水杨万里书店

2020～2021年度非书品经营“创新单位”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文轩零售事业部

湖北倍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河南新华云书网文化电商平台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经营发展部

皖新传媒文化消费总公司多元文创部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化用品中心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阜宁分公司

浙江龙泉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广西邕华图书有限公司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黄冈红安书城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

重庆新华教装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延安市新华书店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上饶市分公司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宁津分公司

云南临沧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青岛莱西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邯郸书城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新余市分公司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原平有限公司

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

2020～2021年度非书品经营“示范店铺”
文轩BOOKS九方店

湖北省外文书店

皖新传媒黄山新华书店滨江路店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海门分公司海门书城

浙江海宁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海宁书城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黄冈遗爱湖书城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九江市分公司九江新华文化综合平台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寿光分公司

武汉新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江汉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永安路书店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珠海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书笙分店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邳州分公司建设南路店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滕州书城

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承德市平泉分公司中心门店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宜昌伍家岗书城

昆明新华书店连锁有限公司呈贡分公司昆三中U品悦读栈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晋城有限公司教育书店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新建区抱朴书屋

青海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香格里拉新华书店

江苏大众书局图书文化有限公司新城市广场店

广西新华书店集团线上旗舰店

青岛新华书店线上书城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重庆书城阅淘网

山东文友书店旗舰店

第七届书业非书品展订研讨会以“新形势下的非书品顶层设计与线上线下整合运营”为

主题，直面疫后出版发行业非书品销售新变化，试图通过出版发行企业针对非书品经营诸如

IP设计运营、大数据分析、业内业外整合、线上线下融合等方面的探索与尝试，对非书产品和

营销的新理念进行推介，针对新时期消费者的需求，研讨实体书店线上线下非书品经营的新

思路。

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雅珊，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会

秘书冷雪，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邱从军，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罗坚，湖北倍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万新，山东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涤，广西新华书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蓝彦钧，云南新华书

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昆明新华书店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杰，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余慧等嘉宾，以及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家新华书店、20余家非书品参展商的代

表齐聚一堂，共话书业非书品经营。

第七届书业非书品展订研讨会聚焦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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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至今，疫情的阴霾让书业人备

感经营压力，在坚持图书销售的同时，非书品

经营在书店中愈发凸显其重要性。2020年，

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向各省区市新华书店发出

“为湖北省新华捐助防疫用品”的倡议以来，

得到了13万新华人的积极响应，在疫情中展

现了新华书店间的兄弟情、新华情。我们也

欣喜地看到，经过抗疫、防疫考验，湖北新华

正以更高昂的姿态和激情，推动着湖北新华

书店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在推动行业

多元化转型上诸多发力。如早在2018年，为

推动新华书店通过加强文化品牌建设，开发

文化创意产品，构建新时代下书香生活方式

和城市书香空间，探索中国实体书店未来如

何实现转型升级，进行文化创意一体化发展，

提供了新的运营方式和解决方案，得到会员

单位的一致认可。

新华书店在受到市场竞争以及读者购买

习惯、阅读习惯改变带来的冲击下，“老树发

新枝”进行诸多变革，从门店转型改造，到线

上销售平台建立，牵头组建新华书店网上商

城，在服务方式和经营内容上不断创新，在一

轮又一轮升级调整中，一批广受读者欢迎的

书店、一批新的文化综合体、一批新文化地标

脱颖而出。新华书店的“金字招牌”被赋予了

更多新内容、更加鲜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定位。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以引领行业发展、推

选业界典范，并引入异业实践经验，每年举

办非书品经营推选活动和研讨会，为实体书

店发展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并以媒体的传播

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新华书店文化地标的影

响力。

按照党和国家战略部署，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央领导

重要批示精神和主管部门领导指示精神，未

来，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将携手会员单位，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弘扬新华精神，团结进取，奋

发向上；坚定政治方向，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坚持传承红色基因，不断

擦亮“新华”品牌；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推进行

业高质量发展；完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服务

能力，扎实推动新华书店持续稳定发展。我

们将同13万新华人一道，以百倍努力再创新

辉煌，以优异成绩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美好

祝福。（本文为张雅珊在第七届书业非书品展

订研讨会上的致辞）

推动多元化转型 推进新华书店稳定发展
■张雅珊（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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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书业非书品展订研讨会现场第七届书业非书品展订研讨会现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焦 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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