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本版编辑：张聪聪
E-mail：446459315@qq.com

排版：彭庆伟
2021年12月3日 星期五 第2776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部

成立3年达千万规模 打造出版文创头部品牌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部

成立时间：2019年4月 团队成员：5人

重点产品：“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纪念礼盒”、“正子

公也”全系列原画礼盒、“人文英雄志”全系列众筹项

目、但丁逝世700周年纪念礼盒、鲁迅主题系列文创等。

业绩：设计、制作并销售逾百种文创产品，推出文创品牌

“人文之宝”。2021年，文创部年销售额已突破1000万元。

安徽教育出版社网络出版公司

成立时间：2004年11月 团队成员：25人

重点产品：时代教育在线云平台、安徽数字教材平台等。

业绩：从2017年时代教育在线平台产业化运作起，持续

参与安徽省教育信息化建设项目；2018年中标亳州一中智慧

校园建设项目；同年中标金寨县在线课堂+智慧课堂升级项

目；2020~2021年期间智慧校园建设项目中标金额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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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出版社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宫囍”项目部

成立时间：2018年11月 团队成员：10人

业绩：“宫囍”项目通过数字多媒体、吉服嘉礼展演、

互动体验、空间陈设、文创产品、文旅融合等不同形式传

播故宫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

接力出版社天鹅阅读网

成立时间：2016年 团队成员：15人

业绩：天鹅阅读网旗下“小鹅读书”抖音号运营一年

有余，宣传推广尤斯伯恩系列、孤独星球系列等优质青少

年读物，吸引粉丝4万余人，短视频流量达340万。“沙拉

亲子智慧”抖音号2个月吸引20余万用户。抖音号“小鹅

读书”2个月取得直播销售203.5万码洋的成绩。

立足于文学IP的文创探索。近年来，出版

业受到多方挑战，传统实体书店也受到疫情冲

击。在此形势之下，成立不满3年的人文社文

创部快速并精准地探索出一条逆势而上的创

新之路，并在这条路上发掘了更多机遇。文创

部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团队背靠人文社大

量优质内容资源积极发展出版业文创，为文学

寻找到多种除图书以外的载体，同时通过电商

及新媒体渠道让众多优质文学及文化IP渗透

年轻人的世界并得以被广泛传播。

产供销一条龙的“创业团队”。2019 年 4

月，文创部成立，除了人文社的丰富资源外，可

以算是白手起家。因为文创产品不同于图书，

所以从选题到生产再到销售，几乎都是部门独

立运营。同年5月，人文社文创部搭建了有赞商

城店铺，这也是部门和“人文之宝”品牌的第一

个线上店铺。经过一年多的运营，团队决定入

驻市场潜力更大、审核机制更规范、平台活动更

灵活多样、消费者更容易形成购买习惯的电商

平台。2020年7月，人文之宝天猫旗舰店应运

而生。作为出版文创新品牌，人文之宝天猫旗

舰店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已完成近150万元

的零售营业额，在出版文创中位居前列。

只依靠文创单品的线上销售无法将内容

资源的社会效益和商业价值最大化。于是除

线上店铺式电商运营外，在两年的尝试与创新

中，人文社文创部逐渐摸索出一种与部门现状

适配的新渠道运营模式——众筹。团队通过

新模式、新渠道以年轻的形式包裹文化内核将

优质IP资源高效输出。从两年前在一条平台

达成73万元众筹金额的《海明威诞辰120周年

纪念礼盒》，到去年摩点平台众筹金额突破300

万元并实现“出圈”的《正子公也三国·水浒原

画礼盒》，这个既有流量又能保证利润的方式

使文创部找到了新一轮的产品开发点、渠道创

新点、宣发突破点，并在逐渐熟练的运营模式

中明确了新方向。目前，在渠道方面，人文社

文创部已经形成重点项目以众筹渠道为主，日

常文创依靠自身旗舰店，同时逐渐布局线上线

下分销商的销售网络。

三年跨越式增长，收入突破千万。成立不

满3年，人文社文创部的年度销售额逐年大幅增

长，2019 年的营业额 374 万元，2020 年营业额

612 万元，2021 年前 10 个月销售额便已突破

1000万元。并且，文创部本年度在摩点众筹平

台上线6个项目，其中4个项目突破100万元，总

销售实洋已突破845万元，在摩点平台的发起人

中位于销售总额第一名。“人文之宝”品牌效益

形成的同时，也增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全渠

道范围内的品牌影响力，推动传统出版行业在

年轻群体中焕发新的活力。当下，越来越多的

传统出版单位开始尝试新渠道的创新运营，从

而促进出版产业的融合发展。

未来，人文社文创部将更加注重产品本身

及其文化内容，以此为基础加强主要销售渠道

的维护及高粘性用户的培养。巩固现有渠道并

积极开发其它合作渠道，自有线上店铺也将逐

步规范长销品上新模式及周期。同时，团队还

将深入开发、利用并打通重点渠道，如摩点，探

索更多类型IP产品及项目，根据不同市场表现

具体分析，取长补短，扩大受众，努力实现常销

品及年度重点项目齐头并进。

传统出版业面临挑战，但其中也蕴藏着

机遇。已经 70 岁的人文社始终坚持逆势而

上，而人文社文创部和“人文之宝”作为出版

新兴产业及品牌将追随其脚步并在过程中带

着少年般的无畏勇敢探索，学习如何利用不

断吸收并沉淀的资源酝酿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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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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时代，出版社的营销形式和销售模

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去中心化的一体网络”

是目前出版社营销网络的最大特征，从线下实

体书店，到后来的当当、京东等传统电商、社群

电商，再到新兴的抖音、淘宝等短视频营销和

直播平台，多种通路并行存在。图书作为内容

产品，更需要创意营销。短视频和直播作为时

下热门的内容推广渠道，引领了线上购物的新

潮流。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满足受众购书需

求，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天鹅阅读网在

短视频和直播业务上着重发力，加大投入，致

力于给读者提供优质的知识推广服务以及完

善的购书体验服务。

图书类短视频：大众精神需求的充电桩。

利用短视频进行图书宣传是出版业与互联网

的一次成功融合。“小鹅读书”短视频团队根据

图书卖点，以探索读者的阅读需求为出发点撰

写文案脚本，搭配后期剪辑和音乐产出优质的

短视频内容，深挖图书特色，宣传适合不同年

龄段读者阅读的好书。从动画和文案结合进

行图书讲解，到更符合受众需求的真人出镜口

播类图书推荐，天鹅阅读网不断完善优化自身

内容，力求为读者带来更优质的短视频内容，

解决读者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截

至目前，“小鹅读书”抖音号共推出166期精品

短视频，涉及推广书目百余部，总播放量达340

万；2021年8月，天鹅阅读网联手知名犹太裔家

庭教育专家沙拉·伊马斯女士运营“沙拉亲子

智慧”抖音号，两个月吸引20.5万粉丝，获赞74

万余次。

图书类直播：大众在线阅读引导人。在

“小鹅读书”抖音直播间，主播和读者交流的过

程中，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书目、明确自身需

求，进而产生有价值的购买行为。

多直播内容场景，抓住读者的心。为营造

优良的直播环境和氛围，天鹅阅读网为“小鹅

读书”搭建以“温馨书房”为主题的直播间，配

置专业的直播设备展示图书，力求为读者打造

优良的直播观看体验。

配合不同的时间节点，天鹅阅读网“小鹅

读书”直播间精心策划出不同主题的直播书

单，如中秋暖心专场、开学减压专场、“双11”专

场等图书专场活动，并邀请行业知名大咖及接

力社资深编辑到直播间参与直播互动，如军事

文学作家八路、知名青年作家笛安、接力社资

深编辑陈楠等，现场为读者讲书，有针对性地

满足读者不同阶段的购书需求。

直播场地选择上，天鹅阅读网不拘泥于固

定场景，带领观众探索特色书店，游览大型书

展，揭秘图书生产，等等，力求给受众带来更直

观、更新鲜的直播体验，让受众了解优质图书

的同时展现出版行业方方面面的精彩。

依托强有力的供应链和专业人才，打造近

4.8分优质店铺。天鹅阅读网团队的各个直播

平台均在开播前搭建了专门的“天鹅仓库”，依

托接力出版社先进的库管物流体系，从无到

有，迅速且高效地完成直播支持人员仓库系统

调拨、抖店平台运营、直播现场调控、订单追踪

处理、客户服务等线下培训，培养出一批专业

的直播运营人才。在直播各环节的紧密配合

下，“小鹅读书”良好的直播生态促使店铺评分

始终维持在4.8分左右的高水平状态。

短视频赋能直播间。短视频对于抖音平

台来说，依旧是不可或缺的流量入口。为此，

在“小鹅读书”重要场次直播前，会为相关场次

专场直播加强预热，使得流量在短视频和直播

间之间形成共振。这样的短视频预热举措一

方面加强了用户进入直播间的概率，另一方面

也加强了粉丝的信任度。

图书行业作为传统的老牌行业，有自身独

特的重价值、重情怀属性，在新型技术和传播

方式的冲击下，顺应潮流发展调整图书宣传、

营销策略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坚守出版人对知

识、对文字的信仰在这个时代也尤为重要。在

此观念的影响下，天鹅阅读网将始终坚守出版

人底线，奉行长期主义，在推广全民阅读活动

上不遗余力，在维护图书行业供销平衡上坚定

不移、不忘初心。

接力出版社天鹅阅读网
探索出版行业短视频+直播变现新路径

2004 年 11 月，安徽教育出版社成立

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探索地方

教育出版社融合转型发展新思路。多年

来，网络公司团队一直秉承着“创新模

式，服务教育”的理念，深耕基础教育信

息化领域，打造“时代教育在线云平台”

“安教慧学 APP”“安徽测评服务平台”

“安徽省数字教材平台”等一系列数字化

教育产品，为安徽省 16 个地市 1 万多所

中小学校提供线上社区建设、资源管理

和教学管理等服务，为促进教育均衡化

贡献力量。

经过多年运营，网络公司组织架构明

晰，具有产品研发部、融合出版部、数字营

销部、项目运营部、综合管理部五大部门，

各部门协同运作，形成了产品研发、内容

制作、社交媒体营销、项目运作一体化的

融合出版新格局。

目前，网络公司依托安徽教育出版

社优质内容资源，以时代教育在线云平

台为核心，积极参与安徽省智慧校园建

设项目，近3年来带动教育社融合出版产

出连年增长：2018 年营业收入约 2.96 亿

元，其中融合出版板块营收约0.38亿元；

2019 年营业收入约 3.30 亿元，其中融合

出版板块营收约1.12亿元；2020年营业收

入约3.56亿元，其中融合出版板块营收约

1.26亿元。

重视科研创新探索，取得高质量科研

创新成果。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先后获得

数字出版示范企业、全国新闻出版业优秀

互联网+创新项目、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全国新闻出版业最佳服务网站、首

批优秀电子书供应商等多项荣誉；拥有软

件著作权57项，授权专利4项，参与制定

国家标准3项、行业标准1项、地方标准1

项；“融合云资源的移动学习平台关键技

术研发及应用示范”入选合肥市关键技术

研发项目。

强化数字教育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丰

富产品线。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以“时代教育在线”平台、“安教数字系列”

产品为数字教育核心产品，形成了从K12

全品种、全科目、全媒体的数字教育产品

体系，覆盖个性化学习、高考志愿填报、智

能测评等多个领域。其中，“时代教育在

线”平台主打数字教育服务全媒体平台，

列入安徽省基础教育资源库，在合肥市、

宣城市、六安市等10个地市近600所学校

建设完成3000多个智慧课堂班级。公司

搭建安徽省数字教材平台，面向全省中小

学教师，以地方纸质教材、读本为蓝本，针

对信息化环境中教与学的新需求，利用互

联网、数字媒体、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融教

材、数字资源、应用数据于一体的立体化

教材，获 2021 年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

支持。

把握媒体融合趋势，提升数字传播效

率。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专门组

建数字运营团队从事公众号运营、短视频

发布、社交平台推广、电商平台营销等数

字营销，与传统营销互为补充。通过融合

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数字营销模式的转

变和融合出版管理流程的再造，完善融合

出版支撑体系的建设，推动数字出版业务

与传统出版业务的融合，实现融合出版工

作的常态化、规范化。

立足自身优势，走出出版融合发展

新道路。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媒

体融合的要求，将推进融合发展作为发

展战略，将传统出版与互联网技术、文

化服务、综合运营进行全面嫁接，全力

推进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以内容资源

为核心，以平台运营为抓手，以技术赋

能为手段，以科研创新为依托，重点打

造融合出版项目，实现出版融合发展和

融合出版营收。公司探索建立“由单一

到立体再到全媒体”的出版新格局，并

取得了初步成效。

未来，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将继续致力于基础教育的发展，把握

“新”的形式，高水平搭建智慧教育服务

载体；提升自身水平，打磨教育团队，深

化“实”的成效，高质量推动教育信息化

的发展。

安徽教育出版社网络出版公司

引领智慧教育新发展 迈进融合出版新征程

做好文化创意，一定要研究人民大

众几千年来的生活方式、研究当代大众

的新需求。研究的结果依然是古人所

讲的人生四大喜事。2018年11月，“修

身 齐家 平安天下”——故宫博物院主

题文化创意项目发布会在建福宫举行，

宣布“宫囍龙凤呈祥”作为三大主题性

综合文创项目之一正式启动。

“宫囍”，源自四喜中的“洞房花烛

夜”，作为贴近百姓日常生活、民众最为

喜闻乐见的婚礼文化，提取宫廷大婚礼

仪中的吉祥喜庆、盛大美好的元素，结

合由清史、清代宫廷史、宫廷饮食、宫廷

服饰、宫廷宴乐、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

等十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

顾问团，为项目各环节梳理史实，专业

把关；“宫囍”通过数字多媒体、吉服嘉

礼展演、互动体验、空间陈设、文创产

品、文旅融合等不同形式传播故宫文

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满足大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

文化践行方面，团队邀请多位专家

学者、非遗传承大师，齐聚故宫紫禁书

院，参加“吉服嘉礼 祥乐天工”主题非

遗传承与发展论坛，围绕“非遗文化对

日常生活的介入”“全球化语境下的传

统文化资源再使用”“婚庆仪礼传承与

宫囍文化再造”等议题深入探讨，为项

目发展保驾护航。

同时，团队组织文化传承与科技创

新座谈会，进行宫囍 IP 文创开发系统

介绍与项目数字多媒体阶段性成果汇

报。建立管理九大体系，包括文化礼

仪、品牌、设计、图形、供应商、包装、产

品、销售、场景体系，打造高辨识度、好

玩有趣、个性鲜明，有态度、有观点、有

价值观的中国传统特色文化IP 。

团队还承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福礼天下”文创设计大赛，负责策划、

作品征集、定向设计及组织专家评审等

工作。征集信息在国内外数十个相关

专业平台发布，实现良好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

产品研发方面，文创产品以结婚类

为主线，年轻类为副线，家庭类为延长

线，扎根紫禁城生活美学，打造涉及人

们衣食住行的“宫囍”全产业链产品合

作体系。研发数量共计200余个品种，

涉及首饰、服装配饰、金属制品、陶瓷制

品、家纺用品、纸制品、食品等八大品

类。其中，与罗莱家纺合作的“囍嫁”系

列，广受市场青睐，创销售新高。

团队深度发掘蔚县剪纸、苏绣、结

绳、宫廷饽饽等传统非遗潜能，进行非遗

活化与创新尝试，手工结绳系列产品助

力“涪州巧姐·手工扶贫”活动开展，获得

重庆市涪陵区颁发的扶贫荣誉证书。

2020 年，项目部与青岛出版集团

合作，将宫囍设计研发中心落地青岛海

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是宫囍主题文

创产品IDPS（IP+设计+生产+销售）一

体化发展模式的样板项目，为地区产业

升级、文化资源挖掘、文化品牌打造、文

化产业创新发展出一个新模式。

文旅落地方面，宫囍项目致力于用

文化提升旅游品位，把历史文化与现代

文明融入旅游发展。团队甄选凤凰数

字科技、清控创意智造为合作伙伴，从

文化输出、空间输出、产品输出等方面

不断推进项目深化，完善项目整体链

条，形成运营盈利模式。团队打造的

“宫囍龙凤呈祥”故宫文创展，2019 年

12 月在北京荟聚中心、天津天河城同

时开幕，得到人民网等13家媒体报道，

阅读量超 6000 万人次，展览期间总客

流超10万人次。

整合各方优势，团队建立了宫囍

生活馆、主题馆、婚礼堂等业态合作标

准与规范，高标准打造样板工程，推动

各业态快速落地。2021年5月落地山

西太原古县城，截至目前，景区总游客

量近 600 万人次。宫囍生活馆、宫囍

数字主题馆对公众开放运营，中秋节

及国庆假期，分别推出了“花好月圆中

秋雅集”和“国风游园会”主题活动。

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身心体验的文

化传播方式，已成为当地国潮网红打

卡地。

此外，赋能河北元氏、洛阳老城区

文化创意产业园，团队对接多地政府部

门、文化传承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宫

囍”文创全产业链系统。

宫囍项目部将继续深耕文化回溯

与传承、改革与创新，运用丰富多样的

表现手法，不断探索IP合作新途径，致

力于给民众呈现一场多维度、广参与、

沉浸体验的集合感官盛宴，让宫囍转化

为“众喜”，成为人们一生陪伴。

故宫出版社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宫囍”项目部

广业态深文旅多维打造宫囍 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