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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兰登重组销售团队应对渠道分化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企鹅兰登为应对今年8月的法院审判，正在向20多家出版社和文学经纪公司

发出传票，收集往年图书交易的信息（主要包括预付版税在5万美元以上的图书交易信息及 10年来的图

书交易信息），同时，企鹅兰登对销售团队进行了重组，以应对渠道营销日益分化的市场挑战。

据悉，企鹅兰登重组了独立书店销售团队并扩大其规模，同时还成立一支新的销售团队，专门负责从

企鹅兰登发行公司向独立书店销售成人图书，以此加强与独立书店的联系。企鹅兰登还将成立童书管理

团队，负责所有渠道的童书销售。此外，还有线上销售和大宗客户销售团队，线上销售团队负责对接亚马

逊的全国销售业务。

企鹅兰登还将重组区域销售业务，将与独立书店合作推出新项目，提高当地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的参

与度。区域销售进行调整后，销售代表负责的业务范围缩小，这意味着将进行定制化营销和销售来满足

各书店的需求。

企鹅兰登美国地区销售总裁杰西·厄普代克（Jaci Updike）表示，很高兴找到了新的支持作者、书店和

读者的方式，期待2022年与独立书店共同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 （陆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去年至今，抖音国际版TikTok（以下简称抖音）成为美国图书市场上最

风光的流量平台，其即时打造爆款的能力令出版社和书店瞩目。这波浪潮

正席卷英国，抖音营销已成为英国书界日益重视的营销方式，带动图书受到

更多读者关注。

记者从英国《书商》杂志发布的畅销书榜单看到，今年初以来，抖音大V

创作的作品进入榜单的数量越来越多。1个多月前的1月9日~15日，

TOP30榜单上只有2种书来自抖音大V，而2周前的2月6日~12日，来自抖

音大V的图书增至6种，在前一周（2月13日~19日）的TOP30榜单上，已有

7种书出自抖音大V,上榜品种呈直线上升趋势。

出 版 社

发掘抖音大V 抢占畅销书榜单

根据尼尔森图书监测的统计，2021年，在抖音大

V的推荐下，英国的青春文学销售增长68%。图书零

售商纷纷上架抖音热书，由此带动图书销售。无论

是英国瓦特斯通连锁店，还是各地的独立书店，都纷

纷上架或及时补货，满足进店顾客的需求。

一些老书在抖音的带动下重现生机，如美国女

孩科林·胡佛（Colleen Hoover）2016年出版的《我们

之间结束了》（It Ends with Us）和2014年出版的《丑

陋的爱》（Ugly Love）相继进入英国2月6日~12日单

周 TOP10 榜单。科林还登上了英国《书商》杂志

“2021年作家收入排行榜”第42位。

爱尔兰女孩玛丽安·凯斯（Marian Keyes）凭新书

《长大成人》（Grown Ups）进入 2021 年畅销书榜单。

今年，其 2012 年的旧作《蕾切尔的假期》（Rachel's
Holiday）跻身2月2月6日~12日单周TOP20的第18

位。随后，其新书《重启新生活，蕾切尔》（Again,
Rachel）登上2月13日~19日周榜单第3位。

美国女孩凯伦·麦克马纳斯（Karen M.McManus）

2017年出版的悬疑推理青年小说《我们中有人在撒

谎》（One Of Us Is Lying）在被抖音大V推荐后，也迅速

进入重印再版、改编电视剧的轨道。企鹅兰登在凯伦

的第一部作品热销市场后，相继出版了她的后两部作

品《两人守住一个秘密》（Two Can Keep a Secret）和《下

一个是我们中之一》（One of Us is Next）。

Unbound 出版社也借助抖音之力将一部谋杀

解谜小说推上榜单。2021年7月，该社再版了填字

游戏发明者爱德华·波伊斯·马瑟斯（Edward Powys

Mathers）1934 年首次出版的《该隐的颚骨》（Cain's
Jawbone），并发起解谜竞赛，向成功解谜的读者发放

1000 英镑奖金。11 月，抖音大 V 莎拉·斯坎内尔

（Sarah Scannell）在邻家的书店偶遇这本书，买回家

后把书页贴满房间，并拍摄了相关视频上传到社交

账号。视频迅速登上热门榜，全网观看量超过780

万次。仅一周时间，全部库存售罄，该社立即再版7

万册。读者群也从年轻人扩大到喜爱解谜游戏的

更多读者。

除了从老书中发掘商机，出版社还积极签约抖

音大V的新作。如Sphere出版社今年1月购买了科

林·胡佛的《真相》（Verity）及另一部惊悚小说的版

权，惊悚小说预计将于2023年夏季问世。

贴标签 开账号 找书评人

随着抖音平台上的图书社区 BookTok 打造现

象 级 爆 款 持 续 发 酵 ，出 版 商 纷 纷 给 新 书 打 上

“BookTokkers”的标签，进行推介营销。

西蒙与舒斯特童书部执行总监拉歇尔·丹伍德

（Rachel Denwood）表示，抖音对图书营销有长达一

年的长尾效应，远高于只有1~2个月联动效应的影视

作品。随着抖音对图书的营销效应从童书扩展到成

人书，出版社也到抖音上寻找适合的成人小说。该

社成人小说部策划编辑莫里·克劳福德（Molly

Crawford）从抖音上看到有人提起埃琳娜·阿马斯

（Elena Armas）的《爱情悄悄来临》（The Spanish Love
Deception），立即购买了版权。Sphere出版社小说编

辑部主任达西·尼科尔森（Darcy Nicholson）则寻找英

国还没出版的抖音爆款书，如阿里·哈泽尔伍德（Ali

Hazelwood）的《爱的假想》（The Love Hypothesis）。该

书一上市就登上2月13日~19日周榜单第31位。

麦克米伦旗下的科幻小说出版社Tor Books在

去年9月，经过7轮竞价终于获得奥利维亚·布莱克

（Olivie Blake）的“阿特拉斯六人”三部曲（The Atlas
Six）的版权，今年3月将出版电子书、有声书、纸书等

多个版本。布莱克于2020年5月以自出版形式发表

“阿特拉斯六人”，很快在抖音上引起关注，当年秋

季，新书视频被无数抖音UP主转发，“阿特拉斯六

人”及相关的标签获得的浏览量超过1700万人次。

亚马逊也将把原著改编成电视剧。

出版社也在签约抖音新作者，像10年前寻找油

管平台上的大V一样。Sphere出版社非虚构类图书

出版总监艾米丽·巴雷特（Emily Barrett）表示，在抖

音平台选择作者时，他们看中的是抖音UP主是否

有庞大的粉丝群和点赞、评论数量，同时也很看中

上传视频的持续性。他们想找到能够用好故事吸

引新用户的UP主。

在抖音的强大造势下，名为“愤怒的机器人”

（Angry Robot Books）的独立出版社全面升级了抖

音营销战略，今年初设立了抖音账号，一位营销总

监专门负责制作Excel表格，记录下不同社交平台上

的书评人，从中选到适合的作者。最近该社购买了

BookTok书评人斯坦西·麦克尤恩（Stacey McEwan）

创作的一部幻想小说版权。“虽然与抖音UP主建立

联系很慢，但是他们有很高的反馈率，内容与读者

也更有关联性。该社收集整理书评人的信息之后，

向不同的书评人邮寄感兴趣的图书，麦克尤恩认

为，这样书评人会更愿意免费宣传图书，做出来的

视频更容易打动人。

出版社还会上传重述神话故事的视频，这也是

抖音用户想看的内容。2020年在抖音BookTok上

开设账号的UP主艾米丽·拉塞尔（Emily Russell）表

示，她一直在照片墙有账号，出版社经常联系她，发

来试读样张和新书、新书和促销袋，她为出版社免

费做图书宣传。企鹅兰登2021年也在抖音上设立

了“Lit in Colour”账号，来推动同名的出版项目。该

账号与英国的一些UP主联动，2021年至今，粉丝已

达6700人，获得超过6.5万次点赞。

书 店

设账号 做策划 拍视频

亚当·希尔弗拉（Adam Silvera）的《他们最后都

死了》（They Both Die at The End）去年冲上了英国夏

季童书榜单冠军位置，至今仅在英国就售出逾17万

册（不包括疫情期间闭店造成的损失）。麦德琳·米勒

（Madeline Miller）的《阿喀琉斯之歌》（The Song of
Achilles）近期销量也逾12万册。瓦特斯通执行总监

詹姆斯·当特表示，抖音可以为图书带来巨大的销

售，像《阿喀琉斯之歌》这样的畅销书，如果合理利

用，巴诺和瓦特斯通的市场份额可占到50%~ 70%。

“如今，瓦特斯通的65家分店都设立了抖音账号，借

此收集线上数据。粉丝最多的纽尼顿分店，有2.56

万粉丝。”

瓦特斯通消费者开发经理威尔·里克罗夫特

（Will Rycroft）表示：“如果我是年轻店员，就一定

会建议经理设立抖音账号。活跃的店铺每周发

两三次视频。我们会发起挑战来增加粉丝的参

与感，然后发布逛店视频，再推介重点图书。书

店一般都是先展示店铺再推销图书。”他介绍，目

前瓦特斯通书店发布的新书《沙丘》（Dune）视频

的浏览量已超过 73 万人次，纽尼顿分店发布的

《阿喀琉斯之歌》视频有 180 万人次浏览，诺丁汉

分店发布的“一个店员的生活”视频有 120 万人次

浏览，汉利分店的逛店视频有 120 万人次浏览。

“瓦特斯通独家享有的青少、幻想、科幻和重述神

话等类重点图书，符合抖音用户的需求。一些分

店直接在店内打出抖音平台或某个话题标签的

宣传语。”

W.H.史密斯、布莱克威尔等书店也纷纷设立抖

音账号，并获得巨大收益。布莱克威尔营销兼公关

负责人祖尔·维尔吉（Zool Verjee）表示，他们每周会

出一个BookTok上提及的日常书目，在大型店铺内

也会打出BookTok推荐书单的字样。

布莱克威尔媒体协调人麦丽斯·马蒂（Maïlis
Marty）及小说与传记采购商斯蒂芬妮·古尔登

（Stephanie Goulden）认为，抖音在推销老书方面非常

有效。今年，尤其是在《阿喀琉斯之歌》热销的带动

下，他们在抖音开展了重述神话的图书宣传，随后又

迎来情人节的爱情小说宣传，计划每周发布3次视频。

但是，这需要投入更多人力拍摄视频，导致很

多独立书店无暇顾及。爱丁堡书店店主玛丽·墨塞

（Marie Moser）表示，企鹅兰登从一本书在BookTok

刚引起热评就展开宣传攻势，带动泰勒·詹金斯·里

德（Taylor Jenkins Reid）的《雨果的 7 个丈夫》（The
Seven Husbands of Evelyn Hugo）等几部老书的热销。

不少独立书店都开始为抖音视频进行内容策划，带

动图书销售。

目前，抖音平台的BookTok应用程序获得的浏览

量超过360亿次，已发展成为成熟的线上社区，带有

“文学”标签的视频获得的浏览量已超过39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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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本报1月28日报道《教育、学术出版

并购显示行业风向标》以来，教育出版社又

发生几起并购，如1月31日，圣智公司宣布

注资 1.9 亿美元并购 Infosec 公司，以将

Infosec 公司旗下的 1400 多种网络安全课

程整合到其线上课程及职业培训业务

ed2go中，通过与圣智合作的数百家社区大

学，为迫切需要提升职业发展技能的成人

提供培训。

同日，培生集团也宣布，以2亿美元收

购数字学习平台 Credly，以提升毕业生和

成人的职业技能水平，帮助企业找到适合

的员工。有预测显示，网络安全培训的市

场空间将从目前的10亿美元增至2027年

的 100 亿美元，教育公司正是看到这个市

场巨大的商机作出业务整合的决定。

学术出版领域，威立近年来也先后

收 购 了 Atypon、Madgex、Hindawi 和 J&J

Editorial 等技术公司，不断优化 OA 期刊

编辑生产流程、提升同行评议和技术服

务水平。

在出版并购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如何

确保两家有着不同企业文化的公司在并购

后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共同成长？从近日励

讯集团发布的旗下律商联讯集团 2015 年

收购Lex Machina公司的运营案例可以找

到答案。

Lex Machina 公司 CEO 卡尔·哈里斯

透露，被收购后，Lex Machina公司保持管

理和运营自主权，提升了员工的保留率，公

司收入也比收购前一年增长了11倍，并成

为律商联讯集团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关键组

成部分。

哈里斯介绍，该公司2010年由斯坦福

大学法学院将其从斯坦福大学的知识产权

诉讼信息交换中心（IPLC）剥离出来而成

立。Lex Machina 要完成新产品的开发和

市场推广，必须获得更多资金支持。Lex

Machina 团队决定向两个方向同时发力，

即在继续推进 B 轮投资谈判的同时，与潜

在的投资公司进行接触，洽谈收购条款。

律商联讯承诺满足Lex Machina提出的四

个条件：一是保持业务独立运营的自主权，

二是保留Lex Machina管理团队及对日常运营的高度决策

权，三是独立管理企业财务及运营业务线，四是可自由访问

联邦法院案件和备审案件数据库。他们通过与2012年被律

商联讯收购的 Law360 负责人交谈，对律商联讯进行了背景

调查，发现律商联讯兑现了尊重其业务自主权的承诺。最

终Lex Machina 决定与律商联讯签署收购协议。

之后，哈里斯与时任Lex Machina公司CEO的乔西·贝

克尔（Josh Becker）作出了两个重要战略决策：一是建立“法

律分析”（Legal Analytics）的新概念，并为该术语注册了商

标，这一创新工具可以帮助律所提高诉讼中的成功率，并更

好地吸引新客户；二是设定“为法律界每个重要实践领域创

建分析方法”的目标。

哈里斯于 2017 年开始担任 Lex Machina 公司 CEO，他

表示，“律商联讯执行团队兑现了每一项承诺。”业务整合

后，Lex Machina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相继发布了针对反

垄断、证券、雇佣、合同、产品责任、保险、财税和其他业务领

域的诉讼分析模块，并与世界上许多知名律师事务所和公

司达成了合作。

哈里斯介绍，通过扩展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案件的相关

数据，Lex Machina 将数据库规模扩大到最初的 200 倍，涵

盖超过610万个联邦和州案件以及1.7亿个相关的联邦和

州案卷。

被收购之后，他们面对的一大挑战是，要清楚了解律商

联讯整个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学习在内部驾驭它们。

有时，他们并不能适应大型企业出于合规和管理目的而建

立的复杂流程，这要耗费额外的审批时间。另外，律商联讯

为留住员工制定了极有吸引力的保留薪酬方案，也认识到

Lex Machina公司在硅谷拥有强大的人才资源，确保了收购

后其初创团队得以完整保留。

哈里斯表示，律商联讯授权Lex Machina管理团队有经

营自主性，这为他们持续创新产品和选择员工提供了更大

空间。Lex Machina正在扩展其州法院技术平台，将其行业

领先的分析方法引入美国各地的州法院。

他还指出，在考虑收购要约时，首先要考虑公司整体的

发展使命、愿景和价值观，放慢做决定的速度，仔细想想，作

为一家企业，你想实现什么目标？这种反思可能帮你指明

方向，指导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乐毅）

●环球资讯

英国百年老店布莱克威尔挂牌出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月1日，英国最大的独立图

书连锁店布莱克威尔（Blackwell）挂牌出售。这家有143

年历史的老店，在2020年1月疫情尚未来袭的日子里，曾

因经营状况不佳向出版社提出增加7%折扣的请求。截

至2021年1月2日的18个月间，布莱克威尔共亏损47.6

万英镑，当年2月获得书店法人托比·布莱克威尔（Toby

Blackwell）的短期贷款。

该书店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线上销售活跃，带动

2021年销售同比增长1.9%。但是意识到经济衰退加上

脆弱的闹市区贸易，决定将其出售。

据悉，销售学术图书面临比大众图书更艰难的处境，

但是布莱克威尔可以兼顾两个领域的读者，通过加强线

上贸易实现了收入增长。业界猜测，瓦特斯通执行总监

詹姆斯·当特（James Daunt）曾经通过收购拯救了弗伊尔

斯（Foyles）这个品牌，希望布莱克威尔的品牌也能够得以

保留。 （陆云）

2月28日，爱思唯尔以线上形式发布了《国际科

学、技术和创新的数据和见解——全球20个城市的

比较研究报告》。该报告由爱思唯尔与上海研发公

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基于2016~2020年的文献计量

分析数据合作编写，介绍了全球20个城市一些关键

的科研、技术和创新指标。报告显示，欧洲和北美

城市仍然是具有很强科研影响力的城市，但亚洲城

市正在迎头赶上，成为科研数量上和影响力上强有

力的竞争者。

报告发现，在这20个城市中，科研人员的数量

在增长。其中北京、上海和伦敦的科研人员数量最

多，而深圳的科研人员数量增长幅度最大。在科研

人员的产出方面，以人均发表量衡量，香港和莫斯

科领先。在每名科研人员发表的前1%高被引论文

数量方面，香港也排名第一，其次是旧金山、波士顿

和新加坡。

报告显示，短期交流科研人员群体是20个城市

中最大的科研人员流动群体，并有可能成为增强科

研群体协作性的驱动力。首尔、深圳、旧金山和大

阪在人才引进方面表现出色，在20个城市中拥有最

高的“流入”科研人员份额。而东京、巴黎和首尔的

“外流”研究人员份额最高。传统的研究中心，如旧

金山、波士顿、伦敦和纽约，以及新兴城市深圳中定

居的科研人员群体的领域权重引用影响力指数

（FWCI）最高，表明这些城市能够留住高影响力的

人才。

从城市的科研竞争力来看，根据对科研产出的

数量和学术影响的评估，北京、上海、伦敦、波士顿

和纽约是论文总数领先的城市；深圳、莫斯科和上

海的科研产出增长率领先。亚洲城市正在迅速追

赶传统的欧美科技中心，2016~2020年FWCI增长的

7个城市中，有5个为亚洲城市。 （李书）

爱思唯尔发布全球20城市比较研究报告

搅动英国畅销书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