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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网络营销小组

团队成员：7人

业绩：4个半月直播144场，共728

小时，直播触达人数118万，销售码洋

101万。

团
队
档
案

青豆书坊TO C运营团队

团队成立时间：2021年

团队成员：16人

业绩：青豆书坊抖音、小红书等自营账号粉丝稳步增长，抖音账号

自播单场GMV最高突破20万元；打造阅读服务小程序“青豆读享”；

基于微信生态发力用户运营；完善融媒体产品体系和销售策略。

海豚传媒直营电商部

团队成立时间：2018年2月

团队成员：36人

业绩：团队成立3年来，销售规模持续

上涨，码洋增长率均超过 150%，2021 年，

预计销售将超 2.6亿码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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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发行团队大集结

寻找出版百强团队2021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近年持续发起“寻

找出版百强团队”推展活动，希望通过挖掘

和点亮出版行业中的优秀品牌和团队，让

更多在书业耕耘的具有创新力、创造力和

执行力的战队，从幕后走到台前，分享制胜

法宝和技能。

NO.3

海豚传媒直营电商部
洞悉用户需求 多维精细运营

海豚传媒直营电商部于 2018 年 2 月成立，3 年

以 来 ，销 售 码 洋 规 模 持 续 上 涨 ，增 长 率 均 超 过

150%，从成立之初年销售规模仅 1000 余万，到 2021

年，预计销售将超过 2.6 亿码洋。同时，其在天猫、

京东、拼多多、抖音等电商平台童书类目排名均位

于前列，在童书出版企业中销售规模也名列前茅。

随着公司的发展，团队从初期的 6 人扩大到现在的

36人，预计到2023年团队规模将达60人。

直营电商部作为海豚传媒直接面向终端消费

者的服务窗口，是电商业务发展的重要渠道。在变

化万千的电商市场，直营电商部团队密切关注市场

变化和趋势、洞悉用户需求，结合公司和电商平台

的各种资源进行店铺精细化运营，为解决用户痛点

提供服务。持续贯彻“品牌化”店铺、“数据化”运营

和“产品融合”发展的三大主线策略，坚持以优质的

产品和内容服务于中国亿万家庭。

伴随移动互联网发展和消费升级，电商格局的

变化也瞬息万变。团队认为，只有密切关注市场变

化和趋势，洞悉用户需求，才能更好的服务用户。

数据运营团队和直营运营团队合力，通过电商平台

提供的大数据，分析市场变化的趋势，并按照用户

的标签属性和消费层次匹配内容和产品。同时，电

商店铺实行精细化的运营和管理，深度挖掘和利用

各电商平台站内外的运营资源：站内，紧密对接各

平台官方，用好站内各种资源，策划不同形式的促

销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聚划算、秒杀、百亿补贴、新

客礼单等；站外，则积极对接各种CPS渠道带货（即

推广商家产品，成交后获取部分佣金）及内容营销

种草等，多维度发力来推动销售。

持续推进品牌化店铺策略和数据化运营策

略。海豚传媒拥有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在网店的

拓展和装修过程中，团队以品牌为导向，持续推进

“品牌”的店铺策略。直营网店统一呈现以“海豚

蓝”为基准的主色调，所有店铺首页顶部呈现“专

注童书 22 年，中国童书出版领军企业”的品牌信

任状，底部则展示海豚儿童之家线下门店的布局

框架。用“海豚标准”来进行直营网店首页

的视觉化统一和品牌呈现，定期优化和完善

专题页、详情页等二、三级页面进行品牌的标

识植入和品牌化呈现。这对用户点击和停留

时长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升了

店铺的成交转化率。

同时，通过定期收集和存储尽可能多的

内部、外部数据，通过新零售框架下“人”

“货”“场”三维数据分析比对，创建用户全

域标签的数据网络，及时制定和优化精准

的营销策略，精准触达用户，自动化营销互

动，实时反馈效果，提升店铺数字化营销的

运营能力。

坚持为用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内容。

团队持续推进“产品融合”的发展策略，充分利用童

书产品的品牌和热度优势以及海豚多品类、多业态

的优势，积极推进“童书+智能硬件”“童书+家教育

儿图书”“童书+知识付费服务”等产品融合方案，在

为家庭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内容和产品方案，提升

阅读体验的同时，主推海豚多业务的融合发展。

其中，由直营电商部从2019年独家销售至今的

《小蓝鸟英文发声童谣》，上市 13 个月累计销售近

20 万册，销售码洋近 1000 万。通过电商平台后台

大数据分析和数据化运营模型显示，用户标签为

一、二线城市的 80 后妈妈人群，对于幼儿英语启蒙

的需求逐步增加，同时普遍存在“找不到合适的启

蒙方式、父母发音不准、孩子不感兴趣”等痛点。《小

蓝鸟英文发声童谣》切中痛点、应运而生。

刚过去的“双 11”期间，直营电商部推出了“童

书+父母教练”的组合产品方案，24 个组合产品设

计成分别服务 0~3、3~6、6~12 岁的小解决方案，助

力 0~3 岁家庭建立早期阅读习惯和安全感，培养孩

子的聪明大脑；助力 3~6 岁家庭从亲子共读向自主

阅读过渡，并在能力养成关键期，为孩子的成长助

力；助力 6~12 岁家庭开启自主阅读开启，向更高处

进发，并发展主动性，提升孩子的学科素养。团队

所提出的“爱孩子，就陪他一起成长”的组合产品价

值主张，是倡导家长与孩子一起成长，为家庭提供

更加全面的产品方案，同时，这种图书跨品类的融

合发展，也利用头部童书的影响力，带动父母教练

产品的销售，一举两得。

通过洞悉用户需求，在多维精细运营的持续推

进下，直营电商部将越来越多的能够匹配市场需求

的产品陆续投入市场。2021 年，针对下沉市场、用

户对产品功能特征的需求以及市场热点等方面，由

直营电商部提出选题需求而研发生产的独家项目

产品近 20 套，贡献码洋超过 3000 万。未上市选题

库也在持续地更新和储备中，预计 2022 年将达到

50 个项目产品，为 2022 年度直营电商销售规模贡

献4.5亿码洋的增量。

新媒体渠道更新速度极快，前几年比较火的当

当、淘宝、天猫和京东，现在都被划归传统电商平

台，而最近兴起的抖音、快手等新媒体渠道对出版社

而言又有些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集团网络营销小组应运而生，在新媒体平台上

熟悉环境、了解规则，直至玩转平台。专业出版社内

部人员懂新媒体的人员较少，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网络营销小组成员的平均年龄不超过 30 岁，是一

个年轻、有活力且愿意探索、勇于接受挑战的团队。

在整个出版社要组齐一个承担视频制作加上直播销

售的团队困难重重的大背景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网络营销小组成员积极探索新事物，每个人除

了完成日常的工作外，积极学习剪视频、改写脚本等

新媒体行业的必备技能。

面向网络新媒体推广出版社品牌。目前团队包

括运营 1 人、主播 3 人、编辑 1 人、后台 1 人、美术 1

人。每个人都有主要负责的领域，同时一专多能，能

够独立创作视频、运营直播间并进行图书销售。运

营负责把控整体账号以及直播流程和价格。主播 3

人不仅要负责每日直播，同时负责制作和拍摄短视

频。编辑负责脚本创作和审阅文稿，后台负责整个

抖音小店的运作和书品的上架。美术不仅负责所有

的图片，同时负责运营社群。团队采取项目运营模

式，在保障员工基础工资的前提下，进行新媒体利润

分成，提高每个团队成员的积极性。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网络营销小组的定位是

通过网络新媒体，将出版社品牌进行海量推广。熟

练掌握新媒体前沿技术，在营销推广的同时进行创

收，承接网络流量，为出版社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以新一代的年轻宝妈宝爸和孩子为目标用户，让他

们在接触互联网的同时，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

喜欢的好书并购买给家人阅读。

直播、短视频双管齐下。2021年上半年，网络营

销小组以媒体宣传为主，分别建设母婴类账号“莎莎

的育儿经”、科普类账号“大鹏小科普”、文学类账号

“小雅说故事”3 个不同类型的账号，搭建营销矩阵。

期间，团队制作短视频73条，网络触达人数104万人。

网络营销小组于今年 5 月初进行账号整合，集

合力量开始打造直播账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童

书”，进行直播销售。工作日早9:00~14:30，连续直播

5 小时不停歇。书展每天直播 10 小时。“双 11”活动

日连续直播17小时以上。

截至2021年11月12日，网络营销小组发布短视

频 324 个，完整播放次数 286 万次。仅 4 个半月时间

内，直播 144 场，共 728 小时，直播触达人数 118 万，

销售实洋45万，销售码洋101万。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网络营销小组
逆流而上玩转新媒体营销新阵地

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市场整体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0%以上，数据背后，直播、短视频、社群

的渠道或带货方式功不可没。同时，以往的图书宣

传渠道，如传统媒体、公众号，曝光度和影响力在逐

渐减弱。面对行业的种种变化，青豆书坊迅速调适，

在 2020 年底把私域运营列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并进

行组织架构调整，组建了TO C运营团队。

打造私域闭环，提供个性化阅读服务。在青豆

14 年的内容积累上，TO C 运营团队旨在打造私域

闭环，把过去工作中相对独立的图书种草、图书销

售、阅读活动、粉丝运营等板块打通串联，打造自己

的阅读小程序，为读者用户提供完整的、多样化的

阅读服务，帮助他们真正把书读起来、用起来。

为实现这一目标，TO C 运营团队主要在四个

方向上发力。

一是在抖音、小红书等新兴自媒体平台上开设

账号，积极开展短视频、直播业务，靠内容吸引用户，

积累流量，实现转化。目前这两个平台账号在起步阶

段就取得不错的成绩，粉丝数稳步上升，不时有爆款内

容出现。其中抖音账号从今年 4 月开始尝试品牌自

播，自播单场GMV（商品交易总额）最高突破20万元。

二是打造专为读者进行阅读服务的小程序“青

豆读享”。不同于常见的知识付费平台，“青豆读享”

以图书为核心，站在用户视角，融合图文、音频、视

频、直播等多种内容形态，通过对每一本书多角度的

介绍和剖析，切实地为读者解决读好一本书、用好

一本书的需求。凭借每本书上的一物一码，精确地

与购买该书的读者建立联系，向读者推荐与这本书

直接关联的阅读服务和延伸内容，而不再像过去一

样做“大撒网”式的内容推送。“青豆读享”不仅是一

个图书阅读增值服务，也致力于成为一个大众的学

习、思考场域，帮助用户获得智识上的成长。小程序

筹备期间，团队成员在内容和运营方面逐渐深入贯彻

用户思维，成长迅速。目前这款小程序处在内测阶

段，将于2021 年底正式上线运营。

三是基于微信生态进行用户运营，让私域用户

不再只是沉寂在社群或小助手联系列表里的一个

个头像，通过优质的内容和丰富的运营手段，包括但

不限于共读营、大咖直播讲座、每周听书、粉丝专享

福利，实现拉新、促活、转化，加深用户对青豆的品牌

认知。2020 年下半年，青豆平均每月沉淀 2500+用

户到微信，最活跃的社群每天有 300 条以上的用户

自发讨论，不少读者成为青豆的忠粉，对青豆的图

书、课程、工作坊进行持续性消费。

四是将纸书、有声书、音频课、工作坊等不同

维度的产品进一步组合升级，完善融媒体产品体

系和销售策略，给用户提供更多样的选择和更超

值的体验。

强化用户意识，满足用户需求。职能架构上，

运营团队主要由内容运营、产品运营和用户运营组

成。团队强调运营、服务导向，而不是销售、营销导

向；强调用户意识，在阅读服务中回应真实的人的

需求，而不是单向的自嗨式知识输出；重视跨部门

协作和业务串联，各小组成员通过 OKR（目标与关

键成果法）统一业务目标，在日常工作中高度协作，

并且鼓励每个成员具备闭环意识，每个环节、每个

动作都为用户完整的参与体验而服务。

2021 年“双 11”前后，青豆初步尝试以父母成长

听书包来打通私域闭环，首期课程班次名额在抖音

直播上架当天即售罄，用户进入微信私域，通过小

程序收听相应内容，收听率、互动率和好评率等指

标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互联网诞生之前，与图书相关的“书评”“书话”

“读书”杂志、报纸是有市场的；创作背景、作者介

绍、创作谈、书事书话等内容都是读者感兴趣的；而

读书会上感知图书的精彩内容，听专家学者对一本

书发表的高见，感受真知灼见，书友之间的交流沟

通，等等，都让大家愿意花几个小时甚至跨城市去

参加。这些需求的底层逻辑并未消失，但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出版从业者需要以全新的方式去满足这

些深度阅读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看到需求背后真

实的人。万物互联的时代，卖掉一本书不应该再是

出版方和读者发生关系的终点，或许可以成为更广

泛、更持久的阅读的起点，这也是青豆 To C 运营团

队未来努力的方向。

青豆书坊TO C运营团队
发力私域运营 提供阅读服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21 金风车国际青年

插画家大赛在历经了入围作品评选和大奖终评审

之后，评委们最终从来自六大洲 82 个国家和地区

的 2426 位插画师的有效投稿中选出了今年各大奖

项得主。

其中，大赛评审团由黛比·碧伯（Debbie Bibo，

美国/意大利）、黄丽（中国）、新村健（Ken Niimura，

西班牙/日本）、马丁·索尔兹伯里（Martin Salisbury，

英国）和朱自强（中国）5 位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海

内外知名业内人士组成。2021 年 11 月 17 日，5 位

评委线上“齐聚”，对已获入围资格的 50 组作品进

行了评审，经过长达 5 个小时的评选和讨论，五组

作品最终脱颖而出，斩获本届金风车插画大赛各项

大奖，大赛组委会以视频形式公布了此次获奖选手

及作品。

自中国的余憧憬和来自俄罗斯的安娜·肯德

尔、瓦尔瓦拉·肯德尔姐妹（Anna & Varvara Kendel）

凭借其作品《阿梅蛋糕店》和《我在西伯利亚的童

年》（My Childhood in Siberia）分别荣获 2021 年度金

风车插画国内金奖与金风车插画国际金奖。金风

车插画特别提名奖则分别由来自中国的李燕、荷

兰的 Roozeboos 与罗马尼亚的亚历山德拉·米尔扎

克（Alexandra Mirzac）获得，他们的获奖作品分别

是《巨 人 的 花 园》、《选 择》（Choices）、《迷 失》

（Lost）。

根据线上投票结果决定的大众选择奖也迎来

了其最终归属，来自中国的插画师宗明昊的作品

《手机》获得以 15.37%的得票比，赢得 2021 年金风

车插画大赛大众选择奖。此次大众选择奖共有

12435人参与投票。

与此同时，金风 车 国 际 青 年 插 画 家 大 赛 与

Astra 国际绘本故事大赛首次携手合作增设的金风

车插画群星奖由 Astra 国际绘本故事大赛主办方委

任的独立评审团选出，来自乌克兰的尤利娅·格威

利姆（Yuliya Gwilym）荣膺该奖项设立后的首位获奖

者。该独立评审团由伦纳德·S.马库斯（Leonard S.

Marcus，美 国）、迈 克 尔·诺 伊 格 鲍 尔（Michael

Neugebauer，德国）、玛丽亚·拉索（Maria Russo，美

国）、李昕（中国）组成。本届大赛的所有入围作品

和获奖作品将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22 日以线下作

品展形式亮相延期后的 2021 年中国上海国际童书

展现场，展览位于上海世博展览馆中厅。 （沈 西）

2021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热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