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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库集团供应商战略发展大会

倡议共建限价联盟 共创行业健康生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28日，

博库数字出版传媒集团（以下简称“博

库集团”）以“创联无界 智享未来”为主

题的供应商战略发展大会在北京召

开，旨在增进供需双方交流沟通，共商

面向未来的供应体系，共谋发展蓝图，

开启共建共享“十四五”新篇章。博库

集团在大会上倡议共建限价联盟，共

创行业健康生态。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裁鲍洪俊，中国书刊发行业协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纪宏出席会议并

致辞。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院长、机械

工业出版社社长李奇代表供应商分享

合作经验、畅谈合作感想。博库数字出

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邓小林、总经理胡

艳、总编辑唐可为，以及人民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等19家供应商代表与会。

邓小林在主题报告中，同参会代

表共忆博库历程、见证博库业绩，解读

博库集团未来发展规划，聚焦建设互

信沟通、合作共赢的供应链的公司目

标，提出面向未来的合作思路。

博库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翡

飞、金国峰，博库网络有限公司新媒

体中心总监姚飞分别从迭代、升级、

破圈 3 个板块重点分享博库集团数

字化运营思考，围绕数字化营销构建

流量增长新模型实现迭代，供应链

智能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升级，技

术赋能知识服务新场景实现破圈，

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新营销、新流通、

新产品，和供应商共同探讨图书行业

发展新方向。 （王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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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关键词 短视频 编辑 营销

直播、短视频的全面切入，改变了

书业的营销推广模式和产业链。在经

历了一段初期探索后，短视频营销也

显现出广阔的、可挖掘的市场。然而，

风口来得太快，在流量争夺战中“摸爬

滚打”的一大批出版机构和出版人都

有些力不从心。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留

住读者、形成转化？缺人才、设备，缺

运营机制、创意思路……出版机构如

何在种种限制中跟上趋势？传统出版

人如何快速转换思路、掌握新技能？

为给在新趋势新风口中探索的出

版人答疑解惑，加持传统出版机构的

短视频长线运营，7月30日，由中国出

版传媒商报主办的《中国编客》短视频

技能特训营在京举办。此次特训营分

为短视频“制作技能”专场、短视频“运

营”专场以及出版机构优秀操盘手案

例分享等环节。短视频平台的图书营

销推动者、内容平台的多元传播试水

者、爆款短视频的操盘手、出版机构短

视频营销的优秀实践者等悉数亮相，

从平台选择、内容策划、运营法则、剪

辑技巧、短视频营销生态等多维度分

享实战干货，总结短视频创作运营的

实用技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嘉宾分享环节，

特训营还特设了实战案例点评环节，力

图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切实拆解

短视频策划运用的“实战经”。特训营

现场气氛热烈，近300名出版人交流、探

讨、互动，线上线下分享参会感受。

短视频营销也要IP化

截至今年5月，抖音平台上，经过

认证的出版社官方账号已超过 400

个，粉丝超过 10 万的作者有 12 个，粉

丝过万账号 43 个。字节跳动内容与

合作部垂类合作高级经理袁子超在

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建议出版机构的

短视频运营也应 IP 化，形成涵盖官

方账号与作者账号的矩阵。为与出

版机构展开短视频领域的 IP 合作，

字节跳动特别发起了“书房计划”。

袁子超还从如何设计抖音账号的定

位、标题撰写技巧、评论区维护等角

度 分 享 了 抖 音 账 号运营的重要策

略。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抖音账号定

位的组成要素概括为“根茎叶”模型，

逐一拆解并举例说明，提供了抖音账

号搭建、运营的专业“说明书”。

小麦读书主理人刘轩益操盘指导

过上百个短视频账号，本次特训营，她

从“网感”十足的脚本策划讲起，分享

如何做出好内容、获得短视频流量。

刘轩益将短视频内容概括为四个类

型：讲述故事型、讲述产品型、讲述过

程经历型、段子搞笑型，并结合实际案

例分析了能够收获用户关注的短视频

内容的策划要点，还提供了能直接套

用的选题策划公式：选题因素=流量因

素+价值因素，从创意工具、选题库建

立等多个角度分享了短视频内容策划

的经验。 （下转第3版）

《习近平在福建》一书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985年6月至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厦门市、宁德地区、福州市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各个重要岗

位上担任领导职务。采访实录《习近平在福建》主要反映的是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的工作经

历，是他在省域层面开展领导工作的真实写照。

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生态福建”建设，亲自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长

汀水土流失治理；提出并实施“数字福建”建设，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六年七下晋江，调研总结“晋江经

验”，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省级机关效能建设，教育党员、干部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在

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推动以“餐桌污染”治

理为抓手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推动闽台直航，扩大闽台各项

交流，使两岸经济人文交往发生重大积极变化。这些工作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生动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对党

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福建省情的科学把握，有力推动八闽大地改革发展领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列。

《习近平在福建》一书共35篇，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期间大刀阔斧、精心谋划、锐

意创新的领导风范，展现了他率先带头、亲身示范、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体现了他心系基层、心系群众、心系

民生的赤诚情怀。 （据新华社）

《习近平在福建》出版发行

《中国编客》短视频技能特训营火热进行

北京-伦敦双城对话“潮北京”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由北

京出版集团、北京广播电视台、英国北

京联合会、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共

同策划的“潮北京2021”北京-伦敦文

化交流活动，以“线下+线上”两个主会

场同步的方式在中国北京和英国伦敦

同步举行。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

总领事童学军，英国威斯敏斯特市市

长乔纳森·格兰兹，英国伦敦华埠商会

主席邓柱廷，英国15家重要侨团的侨

领等出席伦敦会场活动。中宣部进出

口管理局副局长赵海云，北京市新闻

办公室主任徐和建，北京市委宣传部

对外推广处副处长谢豫，北京冬奥组

委对外联合部抵离处处长周玲，北京

市文资中心二级巡视员张湘东，北京

市东城区委宣传部部长赵海英，北京

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康伟，北京

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总编辑艾冬

云，英国北京联合会会长李海，北京市

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秘书长李登

新等出席北京会场活动。

“潮北京”系列丛书（英文版）第一

辑《潮北京：北京网红打卡地攻略》走

出国门，运抵伦敦。作者王毅、盛蕾笔

下五道营的脉动、三里屯的霓虹、十月

文学院的书香、绿心公园的变身、网红

书店的恬静等等，通过“优美散文+实

用攻略+精美图片+视频二维码链接”

的形式，将新北京的韵味徐徐展现在

伦敦市民及当地华人华侨面前。

“潮北京”是星火，在策划推进活

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

响，带动具有“新北京”特征的北京元

素积极参与其中——应英方之邀，北

京出版集团精选徐则臣的《北上》、邱

华栋的《北京传》、周敏的《锣鼓巷的

小魔仙》等展现当代北京的书籍运往

伦敦，作为“潮北京”的拓展和补充，立

体展示北京文化，在英国当地引起热

烈反响。 （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 月 2 日，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告，由于近期国

内疫情防控形势趋于严峻，为避免人

员集聚，保障广大市民、读者及展商、

合作伙伴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同

时，也为确保更好的观展参展效果，

原定于2021年8月11日~17日在上海

展览中心及若干分会场举办的 2021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延

期举办。具体举办时间将视疫情防控

形势而定。 （穆）

解码ChinaJoy背后的游戏“产业经” P3

暑期过半，书店营销活动KPI完成了吗？ P5

快、准、稳：抢到优质版权的奥秘 P8

多方力量跨界融合 共创博物馆童书出版阅读新局面 P9

精彩导读

2021上海书展延期举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

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

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明确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

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要把好文艺评

论方向盘。坚持正确方向导向，加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注

重文艺评论的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

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

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发扬艺术民

主、学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审

美差异，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是什

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

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鼓励通过学

术争鸣推动形成创作共识、评价共识、

审美共识。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

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

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

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

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

《意见》指出，要开展专业权威的

文艺评论。健全文艺评论标准，把人

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政治性、艺术性、

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

在首位，不唯流量是从，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

术标准。严肃客观评价作品，坚持从作品出发，提高文

艺评论的专业性和说服力，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抵制阿谀奉承、庸俗吹

捧的评论，反对刷分控评等不良现象。倡导“批评精

神”，着眼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坚持以

理立论、以理服人，增强朝气锐气，做好“剜烂苹果”的

工作。

《意见》指出，要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巩固传统

文艺评论阵地，加强文艺领域基础性问题、前沿性问

题、倾向性问题等研究，注重对新人新作的评论，针对

热点文艺现象等及时组织开展文艺评论，有力引导舆

论、市场和大众。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

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推动专业评

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加强文艺评论阵地管理，健

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

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

传播渠道。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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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 月 1 日，国内两

大网文巨头中文在线与上海阅文以及腾讯旗

下深圳利通之间的战略合作投资流程最关键

一步终于落定。根据中文在线最新发布的公

告，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启迪华

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通知，启迪华创将其

持有的 72,729,532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协议转让给上海阅文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上海阅文、深圳利通分别受让36,364,76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上述协议转

让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协议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

此举宣告了中文在线与阅文、腾讯的合作将

无任何悬念，对稳定投资者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此次股权转让的落定更多是为

此次战略投资流程划上了圆满句号。双方

战略合作早已稳步推进，国内最大网文联

合体航母早已启航。近期，中文在线凭借

其在网文产业的内容及平台运营优势，获得

了包括上海阅文、腾讯、七猫、咪咕文化、字

节跳动等网文产业重要玩家的合作关系。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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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提示

●书业潮事

●最美书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29日，三联韬奋书店

天津店正式开业，迎八一

“退役军人之家”揭牌暨

“红色文化·党建智慧”大

讲堂启动仪式同步举行。

为增强退役军人归

属感、幸福感、荣誉感，开

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

作新局面，为广大退役军

人提供更优质服务，搭建

更广阔舞台，八一建军节

来临之际，三联韬奋书店天津店举办的“红色文化·党建智慧”大讲堂是一次

生动的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的活动，首次将“退役军人之家”融入线

下实体书店内，为退役军人提供更丰富的生活空间，进一步拉近了军民之间

的亲密关系，充分展示了三联书店的社会责任，标志着天津市河西区“退役军

人之家”建设向着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延展。 （田）

三联韬奋书店天津店
开创“书店+退役军人之家”新模式

（图片版权归文中书店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