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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书业年度盘点

2018，出版人煎熬的一年
文│恩里克

摘要：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头看，2018 年或许会是中国书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机构改革、书号收紧、成本攀升……这一切发生在宏观经济遭遇一个又一个“黑天鹅”
“灰犀牛”的年份时，
焦虑和悲观自然地写在了很多从业者脸上。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书业在 2018 年迎来了一次“大
考”。是快速调整再续辉煌，还是一蹶不振，像英美一样陷入增长泥沼？答案也许只有时间知道。但共克时艰，
有时“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一、机构改革，书业年度最大新闻

而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政策法制司、规划发展司（改
革办公室）、数字出版司、公共服务司、综合业务司等

春天的“两会”，启动了我国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调整之列，这也成为 2018 年
度中国书业最大的新闻。
4 月 16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和国家
电影局一同揭牌。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为
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电影

将不再保留，相关的管理和服务职能或取消或调整进入
其他司局。
据多位地方出版管理机构的知情人士透露，各省市
的改革大概率会采取“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模式，
对涉改单位的人员和业务进行统筹安排。
根据中央对此轮机构改革的统一部署和时间表要求，

在宣传思想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中宣部统

各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要在 2018 年 9 月底前报党中央

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审批，年底前机构调整基本到位；省以下党政机构改革

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和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

由省级党委统一领导，在 2018 年底前报党中央备案。地

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业界一直期盼着新闻出版署

方党政机构改革全部任务在 2019 年 3 月底前基本完成。

“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方案的出台，但

在中国，出版业历来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党

迟迟未见分晓。

和政府十分重视出版业的两个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

2018 年国庆长假之后，海南、山东等地方省市的机

效益，并强调社会效益优先。此番机构调整所释放的政

构改革方案得到中央的批复后相继出炉，其中涉及新闻

策信号，是党和国家对出版业意识形态属性重视程度的

出版的部分都延续了中央的思路 —— 新闻出版和电影归
口各地宣传部直管。以第一个公布方案的海南省为例，

进一步提升，在文化安全和产业发展的天秤上，砝码的
挪动又带来了新的平衡。

海南省委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将海南
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的新闻出版、电影管理职责划入
省委宣传部，对外加挂海南省新闻出版局（海南省版权
局）、海南省电影局牌子。而到 2018 年 11 月中旬，随
着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市的机构改革方案，中
国大陆 31 个省份机构改革方案全部“出炉”并对外公布，
无一例外地与中央的调整方案保持一致。
在挂牌之后，部门如何设置、业务如何归口、人员
如何分流，则是业界更为关注的焦点。
据可靠消息透露，新闻出版署“三定”方案已在内
部获批，共设置出版管理局、传媒监管局、印刷发行局、
反非法反违禁局、版权管理局和进出口管理局 6 个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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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号收紧，从供给侧推进的改革
“谁家有书号？急！”
2018 年，这条消息时不时在很多编辑微信群中弹出。
在中国，书号是带有一定“稀缺垄断”特性的“生
产资料”，书号政策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关注。我
国政府对出版社采取的是“审批制”，行业主管部门掌
握着书号的发放权，只有不足 600 家国有出版机构具有
书号申领资质，而民营书商要想出书必须通过与国有出
版社合作。通过此举，政府可以有效地对图书市场进行
宏观调控，同时又尝试“制版分开”“出口追责”等手段，
规范民营图书公司和国有出版社的合作。

不过，虽然“买卖书号”被明令禁止，在坊间，一些

不过同时，一些国有出版机构对于书号使用的预期

自身策划能力较弱的出版社仍打着“合作出版”的幌子，

发生了改变，进而在与图书公司的合作时趋于“保守”，

用书号管理费、审稿费之名行“书号交易”之实。

优先保证自身的书号需求。这种层层传递放大的“牛鞭

近两年，虽然从来没有过白纸黑字的官方文件，但为

效应”，也间接加剧了 2018 年图书市场的波动。

顺应国家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大势，出版行业主管部门对书
号的管理总体呈现收紧态势。

三、经济下行，“口红效应”会发生吗？

据行业主管部门某官员明确的说法是，“2018 年图

机构调整、书号收紧，发生在了经济遭遇很大下行

书品种总量零增长”。在总量控制的思路之下，一些国有

压力的年份，这是巧合也好必然也罢，都让出版机构的

出版机构和民营图书策划公司的业务都受到了一定的影

2018 年格外艰难。

响，甚至出现了上述“一号难求”的景象。

如果经济形势持续不好，那么出版业会好吗？

受到政策的影响，书号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据笔

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

者调查，从 2017 年至 2018 年，一个普通出版社的书号价

找到参照或答案。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中

格从 8000 元 -1.2 万元上涨到 1.5 万元 -2.4 万元左右，

国已经持续高增长了几十年。这几十年中，我们的基础

涨幅约一倍。由于图书生产周期和书号申领发放周期的原

教育普及率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

因，每年的第四季度较第一季度相比“拿号更难、要价更

研发投入不断增加……教育和科研的高速发展，出版业

高”。

都从其中受益。

在学术出版领域，自助出版经费也“涨声一片”。年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国人自改革开放以

出版新书几千种的某知名大社，学术著作自助出版经费的

来第一次严肃讨论“过冬”问题，但随后的“四万亿”

起步价也上涨了约 30%。

刺激，以及接下来“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产

此外，由于编校质量检查趋严、选题审批机制趋紧，

业振兴规划”等系列政策的发布，把包括出版在内的“

一些规模较大且日常有固定合作对象的民营图书公司，也

文化产业”推上风口浪尖：一时间热钱涌入，行业一片

均表示“2018 年选题通过率变低了”。在 2018 年七八月份，

欣欣向荣，一批龙头出版企业上市，风光无两。

书号最紧张的时候，很多图书公司的产能都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一堆选题挤压着出不来”。
据笔者在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测平台查询

从 2000 年至今，可以说一直是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虽然“纸媒要完”的利剑始终在头上高悬，“近亲”报
业也“一地鸡毛”，图书出版行业却硬生生借着人口红利，

到的数据，2017 年前十个月的新书动销品种数为 17.00

用改革和创新不断创造奇迹，把行业平均增长率稳定在

万种，2018 年度前十个月的新书动销品种数为 16.64 万种，

两位数十几年。

出现了约 3.7% 的降幅，这也是这一数字自 2014 年来首次
跌破 17 万。

逢“8”有大考。2018 年，中国经济持续探底，这一次，
书业也感受到了压力。在上半年，市场交出了一份令人

另一条来自供给端的消息也印证了产能的收缩。自

担忧的“期中考卷”——零售低迷，其中文学板块出现

2017 年初开始连涨近 20 个月的轻型纸和铜版纸的价格，

负增长，一向表现亮眼的童书板块增速也大幅放缓。全

在 2018 年 10 月前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距最高点有

年“期末考卷”成绩正在统计中，但据了解，对比靓丽

超过 15% 的跌幅。

的 2017 年，2018 年的数据不容乐观。

“从 2017 年开始，纸厂在提价的同时也扩张了产量，

有人为了给行业“打气”，又搬出了著名的“口红

但今年新书出书量和平均印量都出现了下滑，对纸张的需

效应”。在美国历史上，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

求量降低了。纸厂感受到了压力，最近销售人员来拜访的

量反而会直线上升。后来，这一“假说”被应用到文化

频次明显增加。”一位民营图书公司老总透露。

和娱乐领域，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

官方实行书号总量控制的目的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不是要缩减所有品类的新书数量，而是要“奖优惩劣”
“提
质增效”，将压缩下来的空间留给好书。从调控效果来看，

遭遇经济危机，在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一片萧条时，好莱
坞的电影乘势腾飞，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希望。
但现实的情况是，“口红效应”在中国从未应验。

在公版书和攒书稿方面，低质量重复出版的情况有了明显

当年薪 40 万的李猛对着自媒体公号喊出“我收入不算低

改观。

了吧， 那为什么连买书也要犹豫了？”时， “口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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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幻象不戳自破。经济不好，出版业很难独善其身。
而我们最担心的，是文化消费会不会出现“降级”的
苗头。

这一尼尔·波兹曼所描述的“娱乐至死”的场景，
让向来信奉“文字中心主义”的出版人无所适从。
2018 年，听书和知识付费是数字出版领域为数不多

已经很多年不怎么见的盗版书又有抬头之势，并完成

的亮点。听书通过解放眼和手，开辟了一个新的消费场

了从地摊到淘宝再到“微商”的转移，盗版数字资源也从

景，并极大地延长了用户消费时长，塑造出一片内容付

网站潜藏到了“网盘”。一直不温不火的二手书生意，在

费新疆界。知识付费则沿袭了出版业内容供给的定位，

2018 年被多抓鱼和转转二手书玩出了新境界。对于产业

甚至拷贝了出版业内容生产的流程，用“数字化 + 社交化”

而言，这些现象显然都不是利好。

的方式为用户提供“精粮”，提升知识供给的密度和效率。

目前，出版业的基本面并未有本质改变。但如同很多

虽然有一些出版人从听书和知识付费上尝到了一点甜头，

行业一样，从业者们确实在勒紧腰带筹谋如何度过寒冷的

但更多的人则在因为他们更强的替代效应而恐慌。从这

冰河期。国有出版社忙着“抱团”，各种联盟、联合体都

两个产业而衍生出的“拆书稿”等，又给出版商带来了

比以往更加紧密了。一些民营图书公司的老板为了活下

不可预知的版权纷争。

来，把扩张、融资都暂时放到了一边，信奉“现金流至上”，

总之，钱越来越难赚了。

而一些小公司则无奈开始着手裁人、降薪、外迁……
“朋友们聊天时说，创业应该选在经济好的时候。眼

五、路在何方？重回出版的核心价值

下，大家都希望冬天能够尽快过去。不过越是众人都恐慌，

“读书是最廉价的奢侈”

也越是孕育机会的时候。”一位兼营图书和新媒体的 80

“经济不好时，最该做的投资是投资教育、投资自己”

后创业者说。

“你连书都舍不得买，还谈什么投资人生？”

四、数字阅读，依旧不是救命稻草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出版的概念诞生已有 15
年了。
在这不短的历史中，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欧美发达国家
的出版商华丽完成数字化转型，也见证了身边中文在线、
掌阅和阅文等一批批新进入者从幼苗长成大树。从阅读器
到 App，每一次阅读方式的革新，出版人都积极尝试，生

……
当下，出版人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通过自身的智
慧和创意，去发现、去生产更多有趣、有料、有价值的
内容产品，并用更加接地气的营销手段和传播方式，去
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读书上来，并重新唤醒人们
的专注力和思考力。
这场消费者的“闲暇争夺战”的胜负，或将决定出
版业未来的命运。

怕掉队；从云计算、大数据到 VR、人工智能，每一波技

每一个时代都在优胜劣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术浪潮的兴替，出版人都发奋学习，拼命追赶；从数据库

火车行业的老大，没有成为汽车时代的霸主，新能源时

到知识付费，每一轮商业模式的迭代，出版人都钻研借鉴，

代的翘楚，也不再是我们熟悉的丰田和大众。但同时，

跟进押注……

我们也要看到，有些东西虽然很简单，却几千年来并没

但时至今日，数字出版的产值每年都在飙升，出版商
们从中赚得的真金白银却依旧寥寥。如此的循环，让出版

有被取代。比如，上述汽车行业用的轮子，再比如针和
筷子。

人陷入彷徨，似乎也不再指望数字出版能撑起一片天了。

出版作为一个行业，逃脱不了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

在 2018 年，抖音、快手加速崛起，各种八卦综艺、

其自身也在不断更新进化。但时局越坚难，出版人越应

无脑网剧热度不减，都在进一步挤压阅读消费的空间。抖

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核心价值，认清行业的“变与不变”。

音、快手这样的短视频 App，以及各大平台视频网站，雇

我们希望，在产业深入调整之年，在经济持续探底

佣最聪明最勤奋的大脑，结合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前沿，

之际，出版人能保持一贯的淡定和沉稳，用真正好的产

用最详尽的数据模型来研究人的信息消费，通过声、光、

品去安慰去抚平人们恐慌的情绪，去填充去温暖人们空

交互、反馈等全方位途径，来吸引用户并“杀”他们的时间。

虚的心灵，而这，不也正是对出版业“承载人类文明进

这种体验带来的满足感如此“唾手可得”，以至于当人脑

步和文化传承伟大使命”最好的回应吗？

长期沉浸于这种“高阈值刺激”，就可能不愿再去做读书、
观影、看话剧这样“高投入”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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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出版人》杂志 2018.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