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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实

体书店造成了很大影响，除了销售冲击外，

电子阅读渐长的势头和消费者线上购物的

倾向，让后疫情时代的实体书店，面临人流

量、销售量全面下滑的困难与挑战。值得

关注的是，面临困局，不少书店看到了后疫

情时代的机遇，不论是升级改造门店、突出

多元融合迎合消费者需求，还是发力线上

渠道、创新营销活动吸引客流，实体书店一

直在行动。

为更好地探讨实体书店门店升级改造

中的设计内涵，更加突出门店设计中“图书

与图书”“图书与非书”“非书与非书间”的

关联融合，谋求转型升级下店面运营管理与

坪效提升，10月12日～13日，由中国出版

传媒商报社、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实体书店设计与运营管

理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全国实体书店大

咖齐聚，纵论书店新一轮发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 霖

设计内涵 运营管理 绩效考核
标杆大书城

安徽图书城

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

重庆购书中心茂业店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重庆书城

大连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宁德图书城

甘肃西北书城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汕头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汕头购书中心

河北邯郸市新华书店邯郸书城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中原图书大厦

湖北省外文书店

湖南省新华书店张家界图书城

江苏凤凰新华凤凰书城分公司凤凰国际书城

江西新华赣州市分公司赣州书城

内蒙古鄂尔多斯书城

青岛新华书店书城

山东新华临沂书城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太原书城

上海书城福州路店

深圳书城中心城

文轩BOOKS（九方店）

西安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曲江书城

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

昆明新华五华分公司昆明书城

浙江金华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金华书城

宁波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宁波书城

示范基层店

安徽新华黄山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歙县分公司中和街店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永春书城

甘肃新华和政县分公司和政县新华书店门店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惠东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星空书城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宜州书城

贵州贵阳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新华文渊超市紫林庵店

海南凤凰新华三亚新华书店购书中心

河北涿州市鼓楼大街新华书店语书堂店

河南省开封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

河南省焦作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

湖北新华京山市分公司中心连锁店

湖南益阳桃江县新华书店中心门店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磐石市新华书店

江苏凤凰新华宜兴分公司解放西路书城

江西省南昌县新华书店中心门店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宽甸满族自治县新华书店

内蒙古包头市新华书店青山区分公司图书卖场

宁夏灵武新华书店

青岛新华即墨书城

青海省新华发行集团海西州新华书店

山东新华日照新华书店日照书城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临汾有限公司翼城分公司

沈阳市新华书店中街店

深圳龙岗区社区阅读空间——阿布@书吧（大运店）

陕西蒲城新华和光购书中心

武汉新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洪山书店

新华文轩江油解放路书店

延安中国红色书店书城

云南楚雄新华大姚分公司大姚书城

浙江省嵊州市新华书店嵊州书城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读者服务部

十佳新品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渡·书店”

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啡页书咖”

湖北新华“书邻小境”

湖南邵阳市新华书店“书里书外”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青果书房

内蒙古赤峰市新华书店石博园喵屋书吧

宁波市鄞州新华书店（四明书局·堇书房）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阳曲分公司24小时智慧书房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1925书局

云南新华个旧金湖书吧

十佳商超店

安徽新华淮南新华书店新世界广场店

广西北海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新力门市

河南省郑州市新华书店桐柏路书店

湖北新华万隆广场店

湖南乐之书店·富兴电影主题店

江苏凤凰新华镇江分公司望山书局店

山东新华爱书客领秀城店

文轩亲子书店（仁和新城店）

云南昆明新华盘龙分公司新迎新城店

浙江省海宁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银泰门市·书时光

（下转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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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于殿利，中国新

华书店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雅珊，浙江出版联合

集团党委委员、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传

洋，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总经理许悦，山西新华书

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峰，河南省新华书店

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晓东，吉林省新华

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宋孟林、高锋、

金溟梅，宁夏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史振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执行董事（社

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宋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社有限公司副社长邹昱勤以及来自全国20多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多位业内外嘉宾参加了

此次盛会。

正如宋强在致辞中表示：“2020年至今，实体

书店受疫情影响，经营迎来新的变局。我们希望

通过举办此次论坛，进一步探讨实体书店绩效提

升与考核办法，寻解提升实体书店整体经营能力

的方法；进一步宣传、推介实体书店全民阅读推广

和公共文化服务成绩，展现实体书店转型发展和

门店升级成果，展示实体书店空间塑造和店面运

营成效。”

高屋建瓴
为实体书店建设指明未来方向

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疫情冲击的双重影

响下，消费者越来越需要无边界、多元化、智能化

的服务。近十年来，实体书店在各种新业态的冲

击下，一直在寻求突破、改变和升级，以“书店+”

多元融合业态顺应市场、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书

业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当下困境？实体书

店会被取代吗？实体书店的未来有哪些更多可

能？这些都是业界持续思考的话题。

在致辞中，于殿利从人性角度分享了三个观

点，即纸书不会消亡、实体书店不会消亡、线上线

下一体化将成为常态。他表示：“任何事物都是新

旧混合体，这次新的科技浪潮带给我们的既是虚

拟又是现实的。图书本身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

的，这与人类的种属特征是相契合的，人既是精神

的，也是物质的，而且首先是物质的。虚拟、精神

的东西给我们以慰藉、勇气和动力，物质的东西给

我们以手段、措施。实体书和数字内容会并存，实

体书店和网上虚拟销售空间会并存。我们一定要

既善于做精神上的强大者，同时又善于发现各种

各样的物质手段为我们所用。据相关数据显示，

网店开设实体店成功的非常少，实体书店开网店

成功几率非常高。所以我们坐拥实体书店，尤其

是新华系统拥有自己独特优势，这些优势绝不是

网上书店拥有的。目前，书业遇到的困难一定是

暂时的，是这个行业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插曲，是整

个人类文明演进路上的一个插曲，马上就会过

去。过去之后我们又会面临着新的阳光大道，在

大道上我们还会面临新的困难、障碍，我们在不断

地克服困难和障碍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自己的心

灵能够得到慰藉，同时这也是让所有人都能受益

的一个事业。”

门店建设一直是浙江新华最重要的业务板

块。蒋传洋在致辞中介绍，近年来，浙江新华强化

门店阵地建设，把门店提升到保障意识形态安全、

繁荣浙江文化发展、助推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高

度，专门成立门店运营管理部，推出门店考核机

制，探索连锁门店标准化建设体系，组建浙江新华

门店运营专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首批邀请10

位业内外专家参与门店项目建设。目前，浙江新

华门店数近800家，营业面积53万平方米，有力助

推浙江省委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出的“打

造全省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要求。“门店建

设是出版发行业的重要内容，从当下行业发展趋

势和我们的实践可以看出，实体书店正处于转型

关键期，线上线下的融合、业内业外的跨界，为实

体书店带来转型压力的同时，也赋予实体书店创

新探索的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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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发展迎来了一个新契机。”

宋强表示，“但在‘双减’政策之下，书业可能又面

临一些新的变革，在此希望我们能够同心协力，进

一步推进实体书店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以满足

读者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

大局入手
探讨实体书店运营新机与创新

在谈到2021年实体书店面临挑战与机遇时，

中金易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席分析师王梦瑶

认为，当今的实体书店，应逐步突破图书卖场的

传统定义，而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氛围的营造者、

创意生活方式的提案者。通过设计、打造多元化

场景，激发城市文化活力，将书店自身打造成为

城市的文化IP。如今，实体门店的建设、运营与

管理，应该如何做？

近年来，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实体

书店的外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店也

在逐步适应着这种变化。在浙江杭州市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浙江省新华书店门店运营管理

部主任杨岳江看来，实体书店迎来了转型升级、重

现门店业态的窗口时期。去年，浙江新华成立了

门店运营管理部，围绕门店建设做了多项工作。

一是机制改革：顶层设计，突出标准化运营管控；

二是分类建设：空间聚合，集聚运营新优势；三是

空间运营：运营拉动，打造运营新品牌；四是数字

赋能：技术先行，打造线上线下新优势。

当下，越来越多的新型实体书店涌出，对于新

型书店的探索应该注重哪些方面？上海世纪朵云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凌云认为，新型书店的

核心能力在于场景塑造、业态组合、资源整合以及

用户管理。目前，朵云书院在上海有5个门店，经

过近几年探索，其运营理念可以总结为“一、二、

三”。“一”是一个空间、多种功能，例如展览、演出、

会客等，将空间多功能化；“二”是“两步走”，第一

步是入驻上海当地标杆型的位置，第二步要陆续

打造标准化的商圈店、社区店；“三”是实现图书发

行商、文化服务商、空间运营商三位一体。

根据中金易云数据显示，今年实体书店前三

季度销售数据呈现四个特点，一是主题出版物在

团购渠道的热销是销售增长的主要助力；二是文

教、少儿、文艺等大众图书的销售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三是实体零售码洋相比疫情前下降23.8%，该

渠道占比逐年下滑，今年已不足1/3；四是实体零

售的平均折扣达到近3年内的低点，少儿热门类

别甚至低至86折。面对当前形势，王梦瑶认为实

体书店今年仍有不少机遇，一是抓住中小学生这

一实体零售最主要的目标客群；二是“双减”政策

同样影响着实体书店的选品布局；三是打造特色

非书产品线，助力升级文化综合空间；四是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连接更广大的客户群体。

因地制宜
探索门店建设与运营新路径

如今，在门店的改造升级中，不再是千篇一

律，而是结合所处地区特色找准定位，才能发挥

实效。在此过程中，当地文化的结合、科技与艺

术的融入、多元的布局等对门店的设计运营至

关重要。

江苏凤凰无锡新华书店2020年总销售码洋4

亿，利润超4000万元，人均创利在江苏13个大市

中名列第一。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无锡分公司

总经理黄茗磬说：“在后疫情时代，无锡新华在‘三

个加法’‘一个减法’上动脑子、想出路。”“三个加

法”即打造多类客户“掌上书城”，线上线下融合互

补做“加法”；以“廉政书屋”、“党课讲堂”为引领，

实现“凤凰党建”“红色文化”相结合；提升“凤凰新

华”的文化识别度，实现新华品牌与服务输出。“一

个减法”即运营管理轻身份、重绩效，灵活用工做

“减法”。

2013年以来，皖新传媒以打造城市文化新地

标，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为目标，完成市、县级新华书

店新建改造项目56个，建设改造农村网点248个，

将书店发展充分融入到城市文化功能建设中，为

政府文化宣传工作及城市精神文明创建提供有力

支撑。皖新传媒文消总公司市场运营部副总监张

文发认为：“建设文化新地标是五好书店，既好看、

好玩、好吃、好学、好购，让逛书店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为此，皖新传媒从自有网点商圈店改造升级、

商业中心书店拓展、与政府合作书店建设、乡镇网

点建设改造以及城市阅读空间体系建设五个方面

入手，以实体书店建设为牵引，努力打造类型丰富、

特色鲜明的文化阅读空间，构建科学布局、效益优

先、协调发展的全民阅读文化服务体系。

从“书店商业空间”到“城市文化场所”，这不

仅是一个概念的转变，更是一个时代对实体书店

消费与城市精神生活需求的全面改变。在贵阳市

新华书店营销负责人何明玥看来，书店将是书籍、

阅读场景、文化活动、休闲与社交为一体的复合空

间。据她介绍，贵州新华新华文渊超市（紫林庵

店）是贵州全省首批17家新华文渊超市的旗舰示

范店，通过升级运营系统、引入多样业态、举办特

色文化活动，打造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宝藏地。 （下转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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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助推《中国符号》走向世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华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就“中国符号”系列图书的

版权输出独家代理达成协议并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总经理史宝明，创美工厂总经理许永，

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工作室导师冯旭，中华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兴瑞伟、副总经理付崇海，《中

国版权》杂志社总编辑李劼等出席活动。

现场，兴瑞伟、史宝明对协议的达成表示祝贺并希望“中国符号”系列绘本的全球推广取得丰硕成

果。“中国符号”系列图书的作者团队也来到现场与嘉宾分享创作背后的动人故事。冯旭介绍说，中央美

术学院的师生通过5年时间精心绘制出“中国符号”系列绘本，旨在给孩子种下文化的种子，希望他们能

在中国文化的陪伴下快乐成长。

中英版权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秀清通过视频在英国与各位嘉宾分享了她对该系列图书的理解。

此外，瑞士NUINUI出版社社长Marcello、韩国Arui SHIN代理机构总经理申顺恒也以文字、音频的方式

在签约仪式上远程分享了他们对“中国符号”系列图书的评价。

据悉，此次签约的“中国符号”系列图书是集中国传统玩具、传统美食等文化符号于一体的完整呈

现，图书已在国内外市场获得多语种推荐，市场反响良好。此次签约意味着“中国符号”系列图书版权的

海外输出进程更进一步。 （伊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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