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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业教装文创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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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45家实体书店多元经营调查显示

多数经营未达预期多数经营未达预期 品种不足成短板品种不足成短板
“2021 齐鲁书香节暨山东书展”

期间，主会场山东书城的客流量达到

平时的 7~8 倍，微信朋友圈、视频号

等都被书展盛况刷屏，读者见面就问

“领书券了吗”？……作为承办方的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济南分公司（以下

简称“济南分公司”），积极强化互联

网思维、创新营销、精准营销、线上线

下联动，实现销售突破。

以信息技术作支撑，实现高引流

高转化。济南分公司充分利用山东

书展影响力，以信息技术作支撑，充

分开发自有平台技术、运用线上新媒

体等，成功实现线上线下高引流、高

转化的新突破。一是充分利用互联

网，实现快速吸粉：在书券发放中，利

用互联网优势，借力微信公众平台，

与现有会员体系打通，实现“电子惠

民书券”会员一键领取、一键查询功

能，通过会员优惠活动，实现快速吸

粉。书展 10 天吸引近 5 万新会员注

册，会员总数突破50万。二是创新运

营思维，确保书券使用最大化：经充

分调研确定采取“电子惠民书券”当

日领取、当日使用的模式，并根据每

日实时的大数据分析，及时调整当日

书券的发放数量，不同日期、不同时

段发放数量不一样，做到精准发放，

确保书券使用最大化。据统计，书展

期间书券单日转化率高达95%，极大

地推动了读者使用书券消费的转化

率。三是完善自有平台功能，提高用户购物体验促

进销售增长：借助电子书券发放，加大对自有线上

平台“微书城”及线下“自助购”平台的推广，完善平

台设备的服务功能，大力推广“自助购”和手持终端

结算，并运用技术支撑，使电子惠民书券可在自助

大屏和终端手持机上使用，大大缩短了读者的结算

时间，有效增加读者体验感。

加大联动宣传力度，精准营销成效显著。一

是线上阅读量实现新突破。为提升山东书展的影

响力，济南分公司安排部署了详细的宣传计划表，

除了做好店面宣传，还通过公众号、视频号以及媒

体号等多个平台进行推广。据统计，各平台发布

书展视频的点击量超过50万次，有效达到了宣传

造势的目的。二是公众号、视频号持续推送。推

送“惠民|百万惠民书券 10.29 开始领取”微信，不

到 2 小时阅读量达 1.5 万次。随后，书展宣传片、

各门店活动概况、启幕仪式等视频持续在各大视

频号进行推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三是精准营

销成效显著，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济南分公司信

息部通过数据分析，对今年进店消费 3 次以上的

会员，进行书展活动信息短信推送；各门店对 80

余个、近3万人的粉丝微信群、QQ群，统一发布书

展活动信息与“电子惠民书券”领用方式；借助微

信朋友圈，运用互联网技术，筛选山东书城周边3~

10公里内的爱书人，推送书展活动信息，并随时关

注点击量。通过以上三种方式，有效提升书展宣

传力度。

线上线下联动，突出“图书+体验+新媒体”特

色。主会场山东书城设“致敬建党百年”主题出版

专区、鲁版图书专区等10个展区，营造浓厚读书氛

围。书展期间，山东书城突出“图书+体验+新媒

体”的特色，发挥“社会交往中心、时尚体验中心、文

化消费中心”作用，精心策划名家讲座、亲子体验活

动、名师课堂、非遗市集等活动30余场。借助第三

方平台的优势，设置线上直播间，在抖音和京东直

播平台开展图书以及多元文创产品直播展销，实现

“探展”“云逛书展”等线上直播带货，提升平台店铺

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为了让更多读者真正参与进来，书展期间图书

销售实行“折上折”——图书八折后还可使用惠民书

券，纵享折上折。济南分公司通过对销售数据的分

析，提取了零售价在25~40元间的3000余畅销品种，

读者通过“折上折”实现了“0元购”，很好带动了销

售。据介绍，“0元购”成为主要宣传点，在书城各楼

层的平台、收款台等显要位置，随处可见“0元购”的宣

传标识；此外，书展第二个周末气温骤降，济南分公司

预计可能会出现因书券使用率不足从而影响销售的

情况，随即快速调整思路，发力线上，在自有平台微书

城“书券领用”板块增加“新华荐品”购书通道，在周末

推送以“冷空气来袭 宅在家用电子惠民书券购书、0

元起购”为标题的相关微信宣传推文。微信推送后，2

个小时的阅读量就超过8000次。

互联网化思维为传统的书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线上线下融合为书店的发展拓展了新的渠道，互联

网作为桥梁，构建了新的触达消费者的方式。

多元经营正在成为实体书店的重要经营项目，经营占比和

收益越来越大，如何做好？不少书店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

试。在图书利润微薄、线下客流减少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多元

项目，如高颜值的文创（文具）产品吸引顾客，甚至带动店内整

体销售的增长，成为书店人的一大课题。当下，多元经营在书

店中占比如何？又做了哪些尝试？此次，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专

题报道组对全国45家实体书店文创（文具）等多元产品进行调

查，一窥目前多元经营的创新与尝试。

满意度普遍偏低 期待更好表现

从提出至今，实体书店的多元化发展已经历了数

年时间，所有的实体书店或多或少都推出了多元经

营。那么，他们对店内开展多元经营的现状是否满

意？45家书店中，有42家给出了有效回复（见图1），

共有10家书店对目前的多元经营情况表示满意，而32

家书店认为当下店内的多元经营没有达到预期。从

该数据也不难看出，当下虽然多元经营在实体书店如

火如荼，但在经营上，却因如面积不足、产品不合适、

缺乏经营经验等原因，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实体书店

多元经营任重道远。

图1 开展多元经营的现状满意度

实体书店的优势是线下门店，这也是其经营的核

心，能为多元经营提供多大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也体现

出了书店发展的重点。就经营面积而言，当下门店多元

经营的面积占比多大？从39家实体书店的有效回复数

据情况来看（见图2），多元面积占全店面积10%及以下

的有13家，占比在10%~30%有14家，即有69%的书店多

元经营所占面积在30%以下。通过该数据可以看出，实

体书店在经营面积上，图书仍然占有较大比重。占比在

30%~50%的有10家书店，50%以上的有2家书店。

实体书店引入多元经营，更多考虑的是其所能带

来的收益。那么，多元经营收益占整体收益的比重情

况如何？从43家实体书店的有效回复数据情况来看

（见图3），收益占比不超过10%及以下的有12家，收益

占比10%~30%的有15家，即多元经营收益占整体收益

30%以下的占总受访书店的六成。收益占比30%~50%

有12家，收益占比50%以上的共4家。与经营面积数

据进行交叉对比可发现，经营面积与经营收益存在明

显的正相关，表现较好的是重庆沙坪坝书城和新华文

轩成都购书中心，均以低一级的经营面积，得到了高

一级的经营收益。

图2 受访店多元经营面积占比分档

图3 受访店多元经营收益占比分档

综观实体书店内的多元经营数据，调整经营比例

是受访门店在多元经营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调整经营比例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经营面积进行重

新分配，扩大多元经营面积；二是希望借由经营面积

的提升，产生更高效益，从受访书店的期待占比来看，

面积上图书与多元经营4：6开，收益上3：7开，是较为

普遍的观点。这也引出了产品层面的问题。受访门

店对多元产品不满意的点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对现

有产品的不满意。如一些文创产品定价过高，消费者

对书店内文创产品认可度普遍不高。新书店标配的

“饮品区”，也因为同质化、无亮点、价格原因以及线下

客流减少而无法达到预期。二是还没有完全掌握多

元产品的营销窍门。与图书相比，多元产品溢价高，

能为书店带来更高的利润，但相对应的是在营销上也

需要付出更多。从受访书店的情况来看，更多的是

“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针对多元产品更好地

开展营销是当下书店的弱项。

多元经营自营模式占比超过9成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直播带货成为零售行业发展的

风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销售高峰。实体书店纷纷加

入，除了图书，多元产品也是他们在直播带货中的重要

发力点。从45家实体书店的有效回复数据情况来看（见

图4），共有7家书店明确表示采用了直播带货这一模式

开展多元经营。此外，与图书销售类似，打折、满减等方

式，依然是实体书店在多元经营中最惯用的营销方式，

几乎每家受访书店都有所涉及。

图4 开展直播带货的书店占比

9 家书店在多元经营中，重点发力团购业务，其

中既包含传统的企事业单位，还包括了近年来兴起

的社群团购模式。（见图5）

图5 开展团购业务的书店占比

共有8家受访书店明确表示，社群营销是其开展多

元产品销售中重点关注的方向。（见图6）

图6 开展社群营销的书店占比

在经营模式上，9成以上受访书店的多元经营以

自营为主（见图7），但也有不少书店选择了联营，如

上海书城福州路店、重庆九龙坡书城、吉林磐石市新

华书店等，节约成本是这些开展联营书店最为关心

的重点。除了将场地以联营方式交给供应商，不少

书店还选择与供应商在营销节点开展合作，如设置

展台折扣促销，推出老客拉新优惠券、文具礼包等，

并与图书捆绑销售。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新华书

店在多元经营中与智慧书城相结合，以用户下单，厂

家直发的营销模式，实现了店商一体化经营，在补充

线上多元品类的同时，节约了人力成本。

图7 以自营模式开展多元经营的书店占比

会员营销也是不少受访书店在多元经营中着力

的重点之一，共有5家受访书店表示针对多元经营开

展了会员营销。（见图8）

图8 开展会员营销的书店占比

综观书店为多元经营采取的营销方式，线上渠道

的拓展，进一步激活了开展多元经营的热情，微信视

频号、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为他们在公众号之外另一

重要的发力点，但正如多元经营遭遇的困境一样，不

少受访书店负责人表示，短视频营销对书店来说是一

个全新的领域，如何拍出更好质量的短视频带动销售

增长，他们也在进行诸多的尝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充分展示党的

光辉历程、丰功伟绩、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着力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

律，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在宿迁

市泗洪县瑶沟乡桂湾村农家书屋、徐州市铜

山区棠张镇跃进村委会和南京市高淳区古

柏街道江张村村委会分别开展了2021年农

家书屋主题党日教育系列活动。

桂湾村农家书屋活动以“回顾百年党史

看基层党的组织工作重要性”为主题，中国凤

凰智库专家组成员、作家许卫国深入浅出地

为现场的30多名党员和群众讲授了农家书

屋工程对于推动党政读物图书资源向基层和

农村下沉，共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消除城乡

阅读资源差别，深化全民阅读与建设书香泗

洪的重要意义。跃进村委会活动的主题为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经验”，渡江胜

利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吴小宝介绍了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

牺牲、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

宝贵经验。江张村委会活动的主题为“感悟

周恩来人格魅力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江苏

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张俊梅讲述

了周恩来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道德

品质和高尚的个人魅力，以及对待革命的赤

诚之心。

据悉，凤凰新华主题党日教育系列活动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关于

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

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部署要求，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主线，以农家书屋为主阵地，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为主要力量，通过开展富有成效的阅

读活动，更好地激励和引导农民群众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推动新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乡风更加文

明，助力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赢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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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

● 分销微讯

管月坤（大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未

来，我们将在文创（文具）的经营品种和经营特色上下

功夫，结合大连的文化特点和城市特点，引进具有大

连特色的文创产品，力争将我店的北纬39°创意坊打

造成大连文创产品的展销和集散中心。

温艳（山西新华书店集团长治有限公司总经理）：首

先希望引进一些地域化、个性化、时尚感强、价格适中的

文创产品，在陈设上，除了专区陈列之外，还要与图书相

辅相成、科学融合，达到“1+1>2”的效果。

张 蕾(青岛书城副总经理）：首先是引进符合书店

特点的多元产品，精选品种，通过与图书相结合，打造

各种主题场景，包括沉浸式体验课和设置网红打卡地

等。其次继续做好文创产品的定制工作。最后，继续

挖掘本地、本店特色，逐渐形成自己的多元风格。

李 恬（内蒙古包头市新华书店策划部）：丰富品

种，将图书和多元结合起来，打造成“图书+多元生活

馆”。同时需要开拓更多的货源和厂家，开拓线上销

售渠道。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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