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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书业年度盘点

2018 年，社店是如何合作营销的？
文│干劲冲天的商报君

2012 年前后开始的实体书店转型升级大潮在 2017 年

在全年向读者推出不同形式的优惠活动。“活动的推出，

前后走向高峰，2018 年，转型升级后的中国实体书店随

吸引了众多读者积极参与。”北京图书大厦相关负责人

着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不断自我变革，厚积薄发，各家实体

介绍道。

书店纷纷与传统销售告别，与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接

2018 年，宁波书城在原有社店营销活动合作基础上，

轨，积极拥抱新零售，为实体书店发展打上了时代的全新

又联合数家重点出版社开展卖场主题美陈活动，配合秒

烙印。

杀、线上线下答题互动，真人现场分享等活动，将单纯

颜值提升、软件更新、服务更上一层楼……无论书店

的图书美陈展示，延伸成为富有情感的系列营销活动。

如何转型升级，其主业仍旧是“售书”，变革也应始终围

据了解，宁波书城和海豚出版社合作的主题系列美陈活

绕“提升图书销量”为核心。我们特选取全国具有代表性

动，出版社对卖场的指定展架开展主题美陈布置，配合

的大书城，对社店营销合作进行采访。采访对象既包括

卖场常规的买赠活动及折扣让利。同时，选取宁波当地

北京、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区域具有代表性的大书城，

的故事妈妈到访书城，开展每周一次的“海豚妈妈讲故事”

也包括山西、贵州、黑龙江、安徽、湖北等中西部及东北

系列活动，宁波书城为配合出版社的主题展示活动，还

地区的大书城。着力关注中国线下零售渠道如何联手出版

特别推出了系列亲子活动。“每次活动结束，孩子们都

社，巩固已有优势的同时，强化融合发展；关注社店针对

意犹未尽，期待下一场活动的开始。该系列营销活动拉

图书销售，怎样加强信息对接、资源对接和服务对接，共

近了读者与书店的距离，让孩子们在书城里找到了童真。

同打造融合多媒介、多形态新营销模式，开展精品营销。

同时，也带动了卖场的图书销售。”宁波新华书店集团
书城店副经理徐玲君总结道。

一、放大各自优势 社店深耕体验营销

安徽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行政主管查倩沄表示，三

与网络书店相比，实体书店最核心的竞争力在于场景

孝口新华书店与文汇出版社合作的图书《小王子三部曲》

化体验、个性化服务、专业阅读指导。这也成为目前各地

（小王子诞生 75 周年完整珍藏版）是较为成功的一次图

实体店运营者的共识。2018 年，根据文化发展需要及读

书营销活动。“《小王子三部曲》全 3 册，定价 99.90 元，

者阅读需求，各地实体店与出版社积极合作，开展优秀图

前 3 季度共销售 225 套。虽然该书定价较高，但因主题

书展销、新书首发、专家主题讲座、文化阅读等营销活动，

陈列、造型码堆以及 7.9 折优惠力度，吸引了很多小王

吸引更多读者参与，让读者在书店购书之余感受和体验阅

子迷的购买，同时场景式的主题造型，为销售增加了点

读与文化的魅力。实体书店与出版社通力合作，不断推进

睛之笔。”

营销活动开展，让活动内容更加新颖，创新化、多样化、

湖北鄂州书城店长曹俊清回忆，2018 年，鄂州书城

特色化，有效拉近了书店、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

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的“名著加 2 元赠 1 本”活动效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果良好。活动期间，凡购买任意 1 本长江文艺出版社出

联展、“花式”促销，最大让利读者。2018 年，各

版的老版或新版名著，加 2 元即可获赠指定范围类的同

地书店与出版社积极开展了多种主题、形式多样的联展、

等价位或以下的老版名著 1 本，赠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

促销活动。这些联展结合打折促销以及花式多样的买赠活

直接提供，“活动优惠力度大，不少市民买过图书之后

动，让利读者，有效扩大了营销范围、增强了营销效果。

再回购，好评不断。”曹俊清说。

北京图书大厦今年联合多家出版社在大厦 1-4 层举办

为响应全民阅读，推广“书香上海”的品牌效应，

了百社万种图书大联展活动，集中展示哲学社科类、史地

扩大上海版图书在本地市场占有率及影响力，贵州书城

文化类、文学类、少儿类、生活保健类等类别的图书，并

2018 年与上海出版社协会合作举办了书香上海沪版图书
精品展，指定沪版图书 7.5 折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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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售、讲座、见面会，充分满足读者阅读文化需求。

才算会英语》作家讲座活动被该店负责人认为效果最好。

签售会、作者见面会、名人讲座一直是各地读者热衷追求

“由于活动在 4·23 全民阅读月期间举办，为达到较好

的阅读文化活动，2018 年，各地实体店借助出版社名家

效果，书城提前做宣传，多方联系，在图书馆、大学、

作者举办文化活动，带动流量销量，出版社和作家以书店

中学、小学等地举办了 9 场活动，受到了图书馆和学校

为平台，与读者面对面，有效提升和扩大了影响力。

的热烈欢迎。”太原书城唐桂芳表示。

杭州庆春路购书中心经理助理张琳表示，2018 年，

黑龙江新华图书城在 2018 年联合果麦文化开展了儿

杭州庆春路购书中心举行了多场签售讲座互动活动，以青

童文学作家常怡姐姐见面会，在当地多所小学取得了一

春文学、儿童文学作家签售较为火爆，如作家大冰、张嘉

致好评，在书城的带领下，常怡姐姐走进了冰城的 4 所

佳、刘同、曹文轩等。

重点小学。除当地学生外，部分家长也来聆听讲座，见

广州购书中心在 2018 年国庆期间，借广州动漫展举

面会结合作家的心得体会和书中故事，让学生更加感兴

办契机，联合漫展主办方之一漫友文化，在购书中心设立

趣，也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好评，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漫展分会场，不仅在卖场重点区域营造了浓厚的动漫氛

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围，还安排了 Cosplay 表演者在现场与读者互动，并邀请

2018 年来，大连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多次联合各大

了动漫当红作家来现场举办粉丝见面会，“整个活动的气

出版社，邀请知名作家李薇漪、汤素兰、李尚龙、曹林、

氛非常活跃热闹，话题热度和经济效益都很好。”广州购

杨鹏、田宇走进大连各大、中、小学校园，通过名家面对面，

书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让同学们聆听、分享写作心得，感悟名家读书、写作过

天津图书大厦今年第一场营销活动是与磨铁图书合

程中的人生启示，提高了学生读书兴趣和阅读品位。

作开展“白茶《喜干 3》签售会”。“从读者的参与、图
书出版上市的热度方面，签售会把握了良好的时机，漫画

二、强化对接 发挥营销资源最大效能

形象的传播度、前两本书的粉丝积累形成了签售热度。”

实体店在与出版社合作时，优势互利、共享资源，

天津图书大厦公共关系部部长常双表示。天津图书大厦

书城借助名气“大家”举办活动带动流量销量，出版社

2018 年还与果麦文化合作举办张皓宸《听你的》天津签

和作家以书城为平台（线上线下），扩大影响力，加强

售会；与儒意欣欣合作举办苑子豪《我们最好的十年》签

品牌宣传力度。双方强强联手，店社互促通过大型品牌

售会等，现场效果、销售效果、宣传效果及社会影响方面

营销活动，形成差异化链接，相互导流。社店互促不仅

都达到了预期。

要做到社店协同营销、共谋发展、共同维护市场、信息

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邀请著名京

共享，还要做到互相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

味儿作家刘一达，与读者对谈“老北京”，活动现场还播

发展。这些原则是社店和谐营销的精髓。要以追求可持

放了话剧《玩家》片段，刘一达现场讲述了该书的创作历

续发展、共同发展、建立长期的互相合作为目的，在互

程，众多读者踊跃参与。

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着力构建两方的和谐关系。

发挥各自优势，社店共创名家进校新篇章。“名家进

社店互派活动专员对接沟通。在全媒体营销时代，

校园”“作者进校园”是出版社及各地实体店热衷举办的

社店合作营销更强调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流与对接。为

营销活动，目标受众准确、社会效益好、能够产生直接销

了使一场营销活动达到圆满效果，活动前期、中期、后

售等都是名家进校园的优势。因此，2018 年各地实体店

期均需要社店双方的无障碍、全方位沟通，因此，不少

联合出版社持续举办进校园活动，获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

书店和出版社派出专员相互沟通交流。湖北外文书店店

效益的双丰收。

长黄鹂认为，书店员工应该与出版社图书发行人员多联

南京市新街口新华书店经理助理王春红表示，作家进

系、多沟通，携手共同策划营销方案，发挥各自优势、

校园是 2018 年该店前 3 季度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好的

开展营销活动，“出版社可利用书店空间营造宣传氛围，

营销活动，
“如江苏少儿社邀请黄蓓佳老师走进小学校园，

在消费者必经之处重点大量地摆放图书，借阅读顾问或

黄老师生动、有趣的演讲，获得了孩子和老师们的一致好

开展作家签售活动和读书沙龙促进图书销售。”

评，2000 册图书很快抢售一空。”

曹俊清告诉记者，鄂州书城目前在与出版社互动时

2018 年，太原书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成语中

有专员对接，由店内选品员与出版社进行图书营销资源

的中国历史》活动”以及与北京磨铁公司举办的《能交流

上的对接。选品员根据需要，添订活动图书，并联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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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员制作营销物料，联系主管安排图书及营销物料美陈，

他们积极争取活动资源，通过专业的立体营销方案和全

打造专题展台与特色场景；同时选品员也会根据店内热销

流程化操作，为出版社和作者带来优质服务，取得了良

图书情况，制定专题陈列方案，及时联系图书对口出版社

好活动效果，促进了书店与出版社营销资源的良性循环。

业务员，开展互动合作，更好地推动销售。

徐玲君表示，实体店与出版社利用线上线下多平台

安徽淮南书城与出版社沟通后，出版社派出专人到该

进行活动互推，同时，书店对于出版社提出的活动方案，

店长期进行图书销售推荐，并有指定人员定期到店开展

进行实地勘测考量，对方案进行优化改良，以门店特色

“讲故事互动”活动，推荐图书的同时丰富门店营销活动，
加大进店客流，提升门店服务质量。

为主要核心元素，开创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特亮点。
太原书城唐桂芳表示，目前太原书城与出版社之间

南京市新街口新华书店经理助理王春红也表示，营销

的营销互动主要包括作家讲座、打折买赠、码堆展示、

活动中会要求业务员随时跟踪活动进展情况、读者意见反

专题陈列等活动。通过积极与供货商联系，精心挑选适

馈，并及时和出版社沟通。营销活动结束后由专人和出版

合本店的特色活动，每个月基本上都有 15-20 场针对不

社对接，并及时反馈活动不足之处。

同类型人群的店内、店外营销活动。

专业、立体营销体系促营销资源良性循环。2018 年，
各地实体店在营销活动的策划、执行中显示出专业水准。

摘自：《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12.13

主题书店、校园书店、无人书店……你体验过吗？
文│ 李明远等

一、主题书店全面开花

新型主题书店在打磨专业性、推进细分化的方向上
不断作出努力。按目标人群分类的主题书店中，儿童主

在阅读方式多样化的时代，开一家实体书店的门槛越
来越高。这不仅指房租、装修、水电、人力等资金成本，
还在于书店能否吸引并留住一批忠实读者。在图书越来越

题书店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与传统主题书店仅注重书籍的独特性不同，新型儿
童主题书店探索在环境和服务的独特性方面越来越深入。

丰富的背景下，一家书店经销什么书、推荐什么书，具有

2018 年 12 月，风靡浙江杭州的 S-BOOKS 亲子书店

怎样的理想和信念，都越来越重要。如今，我国鼓励中小

在江苏常州开业。5000 余平方米的店面拥有 3 万册进口

书店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做精做大细分市场。一

儿童绘本，在开设图书阅读区外，还有六大娱乐功能区，

批具备明确主题和读者定位的新型主题书店涌现出来。

是书店与游乐园结合的儿童乐园式书店。关注成长也是
儿童主题书店的一大特色。重庆新华书店集团今年儿童
节当天开业的“萌想 +”儿童阅读成长体验馆，就开设
了成长体验区，长期举办各类培训体验课程，为提升儿
童能力提供专业的培训指导。
从新型儿童主题书店的建设可以看出，在图书价格
不具备优势的实体书店，主题书店要打造成满足特定人
群需求的文化体验场所，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文化体验，
从而实现自身发展。
按专业分类的主题书店中，法律书店、建筑书店等

7 月 1 日，新华书店抗战书店开业，抗战书目吸引读者阅读。
北京图书大厦 供图

都是代表。它们都在基本的图书销售业务之外，承载了
更多的功能。毗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观书店，如今定位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