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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庆春路购书中心运营团队
线上线下“双循环”展销精品好书

团队成员：共77人。

团队任务：负责书店的总体规

划和运营，开拓新营销模式。

团队成绩：已完成2021年年度

门店销售与网络销售计划。

成立于1997年的杭州庆春路购书中心，是杭州市

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旗下最大的一家零售卖场，也是杭

州市第一家以“书城”规模推出的大型购书中心，2019

年成为第一家冠名“杭州书房”的书店，用一盏明灯照

亮杭城读者的心。随着新一轮实体书店的转型升级，

庆春路购书中心引入了调制咖啡、绿植鲜花、文创数

码、亚运产品特许商店、特色餐饮等新兴业态，成功打

造成为以图书为主业，能全方位满足读者需求的综合

性文化消费综合体。

目前，庆春路购书中心拥有一支强有力的领导班

子，带领员工组成了精干、有力的营销团队，下设门

店、网购部、团购部等部门，负责书店的总体规划和运

营。经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庆春路购书中心运营团队

意识到，实体书店的运营要紧随时代和信息化的发展

进程，需要开拓新营销模式，开创新型销售方式让纸

质图书焕发新生机：要注重图书零售，还要承接单位

团购，加强网络销售；要关注时事热点，推进党政图书

的发行配送；要打破传统销售手法，不断扩大经营品

类，力求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推进全民阅读的氛围。

主业全力推进线上线下“双循环”销售模式。目前，

庆春路购书中心建立三个微信社群、开通两个线上平台

（美团、饿了么），通过网络系统，及时了解与回应读者需

求，快速便捷的提供高效优质服务，满足消费者智能化

购书体验；不断探索新的营销方式，增强线下购书的愉

悦感与舒适度。2021年1~8月，书店累计组织了31场绘

本馆活动、3场流动供应、接待了24场“红领巾e站”活

动、进行了20场名家进校园活动。其中，品牌活动“小伢

儿绘本馆”以童趣的互动方式让阅读变得更加灵动，增

加阅读的参与感；“红领巾e站”让学生真切体验书店工

作，尝试给图书搭建属于自已的“秘密花园”；名家进校

园让墨香熏染学府，通过书店员工的讲解，让学生深刻

认识到纸质图书存在的意义。书店每一项营销举措的

实施都是为了让图书变得鲜活，能够增进购书环节的趣

味性，增强图书的立体化与体验感，传递纸质图书所赋

予的文化内涵。

跳出固定销售框架，尝试与各类机构合作，开拓新

思路推进全民阅读。庆春路购书中心与杭州图书馆合

作的“你选书，我买单”活动，以海量新书，随心挑选的

新立意，得到了读者的肯定；与杭州市教育局合作的

“品味书香，诵读经典”迄今已举办了十七届，丰富了中

小学生假期文化生活；与杭州市委宣传部、浙江日报报

业集团合作的“小小书香大使”活动，举办两届以来，有

效引领了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煅炼了小朋友

的表达能力，开拓了孩子的视野。

主题展销力推精品回馈读者。2021年1~8月，庆春

路购书中心以新华惠品、新华畅品、新华荐品、浙版好书、

童心绘等主题展销形式，搜罗获得豆瓣书评高分的一系

列图书，编写推荐文案，将精品图书推向市场，推送给广

大读者，取得了不菲的销售业绩。结合季节时令，庆春路

购书中心进行各类促销优惠活动，如举办“伴你同行，欢

度六一”儿童节专属图书（610种图书61折）、暑期百日营

销暨浙江第二届之江好书节（满 99减30赠券）、加油开学

季（满100送50赠券），通过不同的运营方式，不同的营销

模式，均取得了较好的销售成绩。截至目前门店销售与

网络销售的总金额已完成2021年计划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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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策划部成立

于2016年1月，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负责“新乡市新

华书店”微信公众平台、新乡地区百姓文化云、最

美读书声运营，以及新乡市店日常营销策划、落地

等工作。目前该团队共有 6 人，分别为新乡市新

华书店购书中心副经理李英丽、策划部主管侯梦

雪以及成员王钰茜、王阳、张大鹏、刘蕊。整个团

队年轻、有活力，既能操作大型阅读活动，又能紧

跟当下潮流创新营销，进一步推动书店在当地的

影响力。

策划多个品牌活动，致力于全民阅读推广。目

前，新乡市新华书店打造的品牌活动包括“全民阅

读 书香新乡”“名家进校园”等。其中，“全民阅读

书香新乡”启动仪式自 2007 年世界阅读日开始已

举办5届，该团队参与策划新乡市范围内形式多样

的系列阅读活动，制定新乡市“全民阅读 书香新

乡”全年阅读计划方案，在新乡市委宣传部的大力

支持下，联合多家政府部门下发相关文件。目

前，已邀请梁晓声、林清玄等多名国内著名作家

和学者，走进新乡推广阅读。2021 年世界阅读日

期间，该团队策划建党100 周年“万人诵读党史快

闪 共绘红色阅读地图”活动，邀请河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副主任张守四讲授《简明河南党史》。策

划著名作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走

进新乡市第十中学、第二中学，点亮城市阅读之

光，活动在线上同步直播。该活动线下参与2万余

人、线上观看 6 万余人，累计参与人数 8 万余人。

“最美读书声”是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为推广全民阅

读，助力书香中原建设，着力打造的文化品牌，以

“书”为核心，围绕“读书、讲书、写书、荐书、展书”等

内容，开展各类阅读活动。该团队负责新乡站的落

地开展，自该活动开展以来，共举办了300余场，上

传荐书、朗诵视频3906个。

依托线上多平台，创新营销方式，加强书店的

宣传工作。除日常的策划营销工作外，该团队还负

责新乡市新华书店微信公众号发布、新乡地区百姓

文化云运营，与当地文化、宣传、教育部门对接，进

行文化活动的直播、采编、摄像摄影，以及本地区百

姓文化云技术培训和指导的相关工作。其中，微信

公众平台保持每日更新，内容主要是好书推荐、文

化分享以及活动发布等。“百姓文化云平台”是一站

式惠民文化服务平台，为河南省群众提供河南历史

文化、旅游、美食以及戏曲、电影、声乐等文化资源

及直播服务。该平台目前注册人数 66 万人，2021

年实现直播94场，观看200万人次，发布线上报名

活动56个、视频资源1890个、短视频503个，已成为

新乡市具有影响力的线上文化平台。2020年百姓

文化云首次进京直播的“弘扬女排精神 做新时代

奋斗者”青春分享会，观看人数达50.52万人。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1月8日，新乡市新华书

店策划部开启了书店抖音直播带货首秀，以“只卖

好书 为读者送福利”为宗旨，让直播粉丝感受到团

队的选书品味和营销能力，以线上售书服务为主，

以直播间部分低价优势吸引用户为辅，以有趣的直

播和完善的服务来提升“新华书店”品牌的影响力、

公信力。直播书单涵盖少儿经典、文学经典、心灵

成长等多个板块，满足读者的多方需求。据了解，

在直播前，该团队做了多项工作，例如提前撰写流

程和大纲为直播“保驾护航”，选品与主播形象风格

相吻合以及从读者需求入手多方位推荐产品等。

直播首秀当天引起书店新老读者广泛关注，观看人

数近3000人，粉丝数量增长400余人。下一步，团

队将逐步把直播带货作为日常营销活动，探索线上

线下营销的新模式。

团队成员：6人，其中1人为部

门负责人。

团队任务：负责“新乡市新华

书店”微信公众平台、新乡地区百姓

文化云、最美读书声运营，以及书店

的日常营销策划、落地等工作。

团队成绩：创新营销方式，打

造品牌活动，线上线下活动相结

合，每年策划组织文化阅读活动

200余场，提升新华书店品牌影响

力，引领全市阅读新风潮。

团队档案

宁波市象山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三余时光”文化社团
多维宣传助力书店成为文化地标

团队成员：共23人。

团队任务：不同的社团承担不同的职责，包含服务儿

童读者、书城环境美化、书店整体宣传、文创品开发等。

团队成绩：创新营销玩法，通过各类不同形式的活动

和营销，让象山新华书店成为象山的文化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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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象山新华书店“三余时光”文化社团，出自

董遇三余读书，“三余”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

雨者时之余。社团创建于 2020 年 5 月，分别由春芽

社、夏耘社、秋声社、冬融社组成。在书店的文化建设

中，各社团承担各自功能，相互独立又融为一体，多维

提升书店品牌。

春芽社以少年儿童读者为服务对象，以书城的“象

耳朵绘本馆”为依托，每月开展2次绘本故事活动和手

工活动，除此之外配合书城主题活动进行各项相应的

工作和活动，给读者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盛宴和阅

读享受。值得一提的是，春芽社的故事姐姐已成为儿

童读者心中的偶像，到书城能参加绘本故事活动已成

为他们的一种期待。夏耘社主要职责为美化书城环

境，社员以楼层为责任区，以花盆为基数绿植的存活率

为考核指标，以造型优美为加分项，配合图书造型以及

各项活动主题进行卖场环境的布置。秋声社做好书店

的宣传推广工作，配合书店所有活动的海报和POP设

计、抖音和短视频制作，做好公众号的维护，及时发布

推文。社团成员根据书城各楼层提供的每月活动信

息，绘制卖场活动海报进行展陈；根据不同的节日或活

动主题，通过微信公众号、小视频、直播平台等渠道宣

传，让读者们了解书店活动，吸引广大读者参与活动，

实现创新价值。冬融社负责自主品牌“三余时光”文创

产品开发、引进适合书店经营的文创产品以及书城各

类展台的设计和陈列。每月图书展台更新陈列，根据

卖场主题活动需求，图书摆出各种造型，吸引读者的眼

球。记者了解到，冬融社为卖场引进了象山非遗杨氏

古船模、象山窑瓷器、海仁竹雕、鲍记食品等，得到读者

的好评，同时通过沟通联络让象山非遗产品入驻宁波

书店集团微生物平台，既宣传象山的非遗文化，也扩大

了微生物平台在象山的知名度。

为了适应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的趋势，象山新华

书店在“三余时光”文化社团基础上成立了以运营策

划（文案、选品）、主播、场控（摄影、场助）、售后服务4

个组的书城直播团队，在今年 4 月 23 日晚 7 点，作为

“陈汉章读书节”象山书市开活动之一的象山书城直

播首秀受到欢迎。中国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百家讲

坛80后主讲人唐博、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寿勤泽、“最

美书屋”象山乡贤作家鲍贝以及象山爱书人士做客直

播间与大家分享阅读。直播间推出名家限量签名版

图书、超低折扣图书、畅销书以及各种优惠福利，历时

2个小时直播吸引阅读粉丝近7000，网络直播带货实

现近万元的收入。

在各社团的合作下，象山新华书店形象提升，成

为象山的文化新地标，受到象山电视台、象山发布、山

海万象等媒体报道关注。据介绍，“三余时光”文化社

团充分发挥社员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给我一个舞

台，还你一份精彩”的自我价值；涌现出一批想干事、

肯干事、能干事并且干得成事的年青员工；为书店各

项文化活动开展和市场拓展落实了主体责任，提供了

人员保证；同时，团队合作精神得到提升，企业凝聚力

进一步加强，书城形象进一步改善。2021年象山书城

预计可实现营收 1200 万元，比去年同期营收 945 万

元，预计增长27%。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寿光书城运营团队
创新思路提高效能 开拓门店新增长点

团队成员：寿光书城现有员工27人，80后、90后成为主

力军。书城设经理1名，副经理2名，班组长5名。

团队任务：2021年，寿光书城搭建多个创客平台，成立大客

户、电商、美陈、文化活动、选品团队，书店在一般书、多元、互联

网化、大客户、营销活动方面发挥特长，开拓新的增长点。

团队成绩：围绕重点活动和五项竞赛，充分发挥大客户、电商、

选品等多个运营团队作用，突出重点、同向发力，取得了良好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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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外展示形象重要窗口这一特

色，寿光书城团队2021年持续在文化品牌培育、业态优

化整合、空间场景打造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创新阅读服

务，提升阅读品质，带动了进店客流和销售的提升，为

书城自主发展注入新优势。数据显示，今年1～10月，

寿光书城总客流突破80万人次，日均客流近3000人，

同比分别增长35万人和1330人。

抓重点书、畅销书，以竞赛调动员工积极性。今年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部署开展“五项竞赛活动”，是应对

后疫情时期实体书店求生存、谋发展的重要战略举

措。寿光书城团队明确责任分工，强化推进措施，把握

工作节奏，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取得良好成绩。截

至10月底，党政读物累计发行码洋突破1600万，店外

重点书销售码洋110万，超额完成党政读物发行指标。

另外，新华荐品销售码洋225万、爆品销售码洋57.8万，

分别完成全年任务指标的351.6%和304.2%。图书线上

销售码洋301.4万，完成全年任务指标的177.8%；线上

快递订单36.5万元，完成全年任务指标的182.5%。

瞄准文化特色与场景打造，提升品牌影响力。一

是注重文化活动品牌的培育和打造。结合当地特色文

化资源，高质量策划和推进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不断

提升寿光书城品牌吸引力。例如，每周定期开展“汉字

故事”“读经典·学新知”等特色文化活动，不定期开展

“沐浴书香·探寻非遗”社会实践活动。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在寿光市委宣传部领导下开展的“学党史·读经

典”活动，寿光全市180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进店，参与人

次达8000人，销售图书20多万元。二是注重多元业态

融合和空间场景打造。面对读者多元化需求，寿光书

城依托寿光市图书馆西城分馆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

并设置自习室、学习书房和三圣学堂等，为读者搭建起

读书学习、文化交流和公共阅读的活动平台。同时，进

一步优化文体、手工、生活、培训等多元业态，打造“寿

光菜篮”特色专区，发挥晨光文具、外研通点读笔等文

化项目的带动优势，为书城的多元经营提供基础保

障。此外，打造少儿手工益智区、儿童游乐场及儿童英

语学习区域。与健身中心项目联合开展活动，实现了

阅读服务和体育健身的有机融合。目前，书城多元面

积近2300平方米，多元面积占比50%以上，1～10月多

元销售360.3万元，同比增长21.6万元。

创新思路拓展营销渠道，提升服务效能。面对疫

情常态化，寿光书城创新思路，实现线上线下、店内店

外“多条腿”走路，这是后疫情时期推进阅读服务创新

的必然之路，也是今年提升门店销售的重要增长点。

一是发力线上、补齐短板。书城组建专门客服小组和

运营团队，大力推广“新华悦购”服务，每个部组都设立

线上支付通道，每个营业员负责引导线上自助购书，做

到“处处都是收款台、人人都是收款员”，同时在书城尽

量多的地方摆放“新华阅购”自助购二维码及操作流

程。依托“新华助学”开启“新华杯”读书征文线上征订

模式，今年第25届线上征订码洋突破200万。另外入

驻美团、微店、淘宝店铺和抖音小店等第三方平台，与

线上顾客形成良好链接。二是拓展店外、抢占市场。

组建大客户团队，走出店堂开展店外网格化营销，今年

以来成功对接30余个重点单位和客户，形成一般书销

售订单120万码洋。抓住世界阅读日契机，走进寿光现

代中学等学校，开展图书展销活动，两天时间累计销售

图书10万多元。积极参与图书招投标业务，为寿光市

农家书屋等配送图书85万元。三是发挥优势、服务校

园。寿光分公司现有校园书店6家，其中高中4家、初

中1家、大学1家，位置优越，直面广大师生，直接产生

有效销售。疫情以来，书城充分发挥校园书店桥头堡

优势，加深与学校的合作共享，取得良好成效。1～10

月，校园书店营业额115万元，其中一般书45万元、杂

志及其他多元产品70万元。

（二）

/ 渠道百强

（链接：本报2771期第8版《关于团队运营，我们这样做！》）

深圳龙华书城举办读书月研学体验活动“科普小讲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期，深圳书城龙华城联合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于第22届深圳读书月

期间，推出全新少儿研学体验栏目“科普小讲师”。栏目将线上演讲课程与线下实践相结合，关联中

小学相关课程教育，设置了科普小讲师赛事、科普小讲师集训营及系列课、科普嘉年华、科普演说

家、科普童话小达人等多种活动形式。不同于“灌输-接纳”的教育方式，本栏目通过生动讲解与实

地考察，再现课本与科学图书中学到的知识，并指导鼓励学员进行科普演说，强化他们对知识的理

解运用，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龙华区终于有了自己的科普营，以后让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方便多了。”一位咨询研学活

动的家长这样对工作人员说。他对“科普小讲师”研学活动表示了极高的参与热情。截至 11 月

26 日，活动效应已辐射超过 400 多个家庭，来自各区域的众多家长积极报名咨询，已收获了来自

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展示了优秀的科普发展前景。未来，“科普小讲师”栏目将继续创新活动

形式，联合更多优质文化产业资源，拓展研学空间，助力科教事业建设，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双丰收。 （赢 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