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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业教装文创多元
展订协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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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10月21日0时，淘宝网推出的

“定金预付”活动正式开启，也拉开

了今年“双 11”营销大战的序幕。

今年年初的疫情“倒逼”实体书店将

更多的销售转向线上平台，使得线

上线下立体融合营销成为今年实体

书店营销的重点。这一现象在今年

实体书店“双11”营销中愈加凸显。

作为后疫情时期的第一个“双

11”，书店的营销有哪些新亮点？记

者采访全国多家书店后发现：大部

分书店将营销主阵地移到了线上，

例如新华系电商平台、部分淘宝店、

微店等；直播依然是活动热点，且内

容策划更加丰富；线下活动则以场

景体验、优惠促销为主，加大了活动

的折扣力度。此外，也有部分书店

在采访中透露因疫情影响、配合所

在区域书展活动以及盘点等客观因

素，“双11”期间门店没有策划个性

化营销活动。

北方图书城营销策划中心经理

周金丹在采访中透露：“与往年相

比，今年‘双11’首次加入了直播营

销与读者进行线上交流，产品展示

和介绍更直观、更具互动性。线上

线下的互动和同步营销也是今年

‘双11’的一大亮点，线下搭建的主

题场景、网红爆品的演示和体验都

让消费者真正体会到书店‘双 11’

的新鲜和实惠。”

发力电子会员、直播
拉长“双11”营销期

随着近两年淘宝等电商平

台“双 11”活动周期拉长，从 1

天到接近 1 个月，虽遭不少消

费者诟病，但好处也显而易见，

例如留出了充足的时间预热造

势，让活动充分在社交平台发

酵，从而促进传播效益最大化，

达到引流促销目的。今年，部

分书店也效仿该模式，拉长书

店“双11”的营销周期。

今年6月17日，玖伍电子会员

火爆上线，为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

和影响力，玖伍文化将“双11”营销主阵地移至线上，从

10月21日开始预售，拉长营销周期，增强微商城与客户

粘性的同时，助力销售增长。据玖伍文化城精准营销

经理刘淼介绍：“此次玖伍文化城‘双11’活动主要有四

个部分。一是发放礼券，10月21日，通过会员短信及会

员模板消息提前发放‘双11’优惠券；对新人发放5元无

门槛专享券；对非会员发放折扣稍低优惠券，吸引读者

入会。二是采用预售、定金翻倍形式。书店选取小甘

菊护手霜、米小圈漫画、绵羊油面霜、茶/咖啡等网红商

品，10月21日开启预售付定金，‘双11’当天付尾款即

可获定金翻倍抵值优惠。三是推出会员专属营销活

动，包括会员抽奖、买一送一等活动。四是常规促销，

推出每日秒杀、88元选10本等活动。”

今年“双 11”，北方图书城聚焦线上营销，适逢

辽宁省电商直播节，北方图书城作为支持单位之

一，在 10 月 16 日就提前开启了以“盛文年末直播大

惠战”为主题的“双11”营销活动。期间联动23家连

锁门店作为分会场、100 个直播间、50 个线上网店、

50 场内购会同步开启线上营销活动。据周金丹介

绍，本次直播节期间，北方图书城以强大的供应链

为支撑，以优质的选品为核心，以作家、网红、素人

等构成主播阵容，在抖音、快手、腾讯、淘宝、天猫等

多个直播平台开启 100 个直播间，进行不间歇轮播，

产品覆盖图书、文创、食品、服饰等多个品类；并基

于不同的渠道传播特性，通过微博、微信、今日头

条、小红书等新媒体进行宣传互动。网上商城也提

前策划了相关福利：北方图书城 96192 官网自 10 月

29 日~11 月 15 日将开启四轮“双 11”活动，有精品好

书 5 折起、精选折扣套装、书城特价图书、重点图书

选品推荐等多重优惠。盛文北方新生活天猫旗舰

店 11 月 1 日~3 日以及“双 11”当天推出活动商品 5

折封顶，跨店每满300再减40等优惠。

11月11日~13日，山东临沂书城将借助看点直播

等直播平台推出多场直播活动，强化自身“阅客直播

间”品牌影响力，推出美妆护肤上新季、生活好物臻

选、新华荐品爆品三大主题直播活动，由临沂书城自

身培育的网红担纲主播，将产品链接到直播平台，最

大限度促成直播转化。 （下转第6版）

迎
接
疫
后
﹃
双1 1

﹄
实
体
书
店
诚
意
满
满

■

中
国
出
版
传
媒
商
报
记
者

王
霖

20202020““ ””出版社营销备战出版社营销备战33攻略攻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王少波

2020年的“双11”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10月20日天猫图书开启预售，5折基础上还有

定金立减，10月31日发放10万张大额券；京东图书也于10月31日推出图书超级品类日，满减

叠券满400减280。

还没进入11月，“双11”的硝烟就已经弥漫在图书市场上。毕竟，从今年6·18的情况来

看，各个图书电商平台的销售都超出预期，甚至高于去年同期。这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图书市场

来说是个不错的好消息。

这种情况下，出版社火力全开，积极备战今年“双11”，除了通过京东图书、当当网、文轩

网、博库网等自营平台销售图书，还参与了更多电商平台第三方店铺开展的促销活动。但正如

一位出版社相关负责人所说：“不参加活动就没有销量，市场份额就会降低。参加活动利润就

会降低很多，甚至没有利润。”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出版社都很纠结。

那么，为了提升销量和市场份额，出版社都做了哪些准备来应对“双11”？面对利润问题，

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双11”备战 要早更要细

出版社备战“双11”的时间越来越早，这一

方面是由于主要电商平台的活动开启时间越来

越早，大家都在努力争取抢到更大流量；另一方

面则是越早开始着手准备，对于读者需求就摸

得越清楚，面对市场变化就更有底气，这样才能

争取到更大效益。

备战时间点提前，战线进一步拉长。大多数出

版社都在 10 月初或更早就开始着手准备“双 11”

营销。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都是从10月初就开始准备。据人民文学出版

社发行部主任李理介绍，主要从选品、选店、选单店

和产品适配性、各店差异化、个性化组套等方面做了

很充分的准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部总经理张海宏谈到准备的三个重要方面，一

是大促的提前备货；二是重点图书的数据监控；三是

计划“双11”上市的重点新书提前预热和营销。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更是早在7月就开始了

准备。据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公司总经理艾

钊介绍，从7月开始，为了应对“双11”的销售需求，

海豚传媒根据各类产品的生产周期，安排产品的备

货，保证所有货在9月底都可以交付到仓库；同步从

9月初就开始布局发货规划，避免补货时间太过集

中导致自家和客户仓库收发货压力较大；在国庆长

假之后，开始全面调整仓库库位和人力分配，重点满

足代销电商客户的发货和自营电商的促销发货准

备，保证“双11”的物流需求及时得到响应和满足。

做好市场分析，实施精准营销。除了备货之外，

对市场的分析、制订销售计划、提前推广引流等都是

需要在“双11”前完成的工作。据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销售总监苏洸介绍，该社的“双11”准备工作从

9月底10月初开始，主要是制订销售计划、确定销售

平台、沟通备货和加印产品等。安徽人民出版社营

销部项清透露，为了应对“双11”，该社从9月开始积

极准备适合的图书参加活动，提前录制宣传视频、音

频，准备宣传资料，在公众号平台宣传，做好推广引

流工作。

另外，针对各平台特点制订方案和定制品种，也

成为出版社应对“双11”的重点之一。据译林出版

社市场营销中心副总经理高晓丽介绍，在准备“双

11”时，首先是针对各家平台不同的销售特点和人

群，有针对性地组织了差异化的定制品种；其次是针

对各个平台的销售特点和需求，制定各家的促销方

案；此外，根据往年“双11”销量，结合1~9月的销售

趋势，辅以相应量级的加成，进行“双11”备货。

敲定重点品种 重视外围引流

“双11”比拼的不仅是促销力度，也是对营销

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的综合考验。通过市场分

析决定主打图书，然后用有效的营销来实现引流

与变现，才能将“双11”的流量红利变为效益。

文学、社科、少儿，拿出最重头的品种全力参

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双11”主打古今中外文

学类图书，以及“语文阅读推荐”“名著名译”“古典文

学读本丛书”“茅盾文学奖丛书”等产品线系列。值

得一提的是，“哈利·波特”系列周边产品这次也参加

了“双11”活动。据李理介绍，今年人文社参加活动

的重点新品很多，包括已发行 60 万册的莫言新书

《晚熟的人》，冯骥才最新长篇小说《艺术家们》，迟子

建最新作品《烟火漫卷》，漫画作家白茶的“喜干”系

列以及国内顶级IP作家江南的“龙族”系列等。11

月10日，将在平台流量最高时，和多国同步上市英

国作家 J·K·罗琳的最新儿童文学作品《伊卡狛

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今年主打人文社科

类图书，重点推荐《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大宋之变：

1063~1086》《宋仁宗：共治时代》等5种图书。此外，

译林出版社也主打文学和社科品类；安徽人民出版社

主打社科类图书，如主题出版、人物传记等；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则主打教育类、大众经管、社科类产品。

少儿类图书一直都是市场热点，“双11”时也不

例外。近几年，海豚传媒的新生板块亲子家教类图书

出品量增加，其与今年新开发的点读系列、线上课程

等，将同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一起，全面进入到“双11”

各电商渠道的活动中。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主打潜

力畅销作品，不局限于少儿文学，还包括绘本系列及

漫画系列。为了配合“双11”销售，浙少社一方面组

织线下故事会，在11月的“浙江书展”上举办作家讲

座；另一方面邀请全国各书店参与“犬小五”码堆大

赛、短视频荐书大赛等。接力出版社此次“双11”重

点营销《100天后会死的鳄鱼君》《六极物理》等，前期

开通接力出版社专场直播，提前宣传造势，引流顾客

进店、提前将图书加进购物车，并在“双11”预热开始

前举办两个专场直播，吸引顾客提前加购。

多平台、多形式开展前期引流。“双11”的本质

是一场流量大战。相比过去向电商平台购买流量或

争取免费流量的方式，如今的引流更加多元化，既有

在站内的引流，也有从站外的引流。因此引流的方

式也更加丰富，包括直播、短视频、音频等。

比如译林出版社，首先是针对站内的流量，通过

爆品坑位、专题、钻石展位、直通车等引流，提前和平

台沟通落实，大量发放自营平台粉丝券、店铺券，在

京东图书开通咚咚客服，为促进销售转化做努力；其

次是站外引流，充分利用出版社的私域流量，密集投

放图书宣传和促销宣传，在B站、快手、抖音、小红书

平台，以及公号、社群等，对于可以导流的平台就制

定佣金政策，不能导流的就采用付费或者置换的形

式，在10月底以及“双11”期间集中投放；此外，发动

社内编辑，在促销季开展多场直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一是根据网店的大促

节奏合理投入活动；二是做好重点图书的外围营销

及引流，如京东、当当、出版社以及各分社的官方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的宣传引流，配合促销节奏提升销

售转化；三是争取网店页面重点资源，在显著位置持

续做到品牌露出和品种露出；四是做好网店自营后

台的运营维护及引流。

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常规页面露出及引流外，

还邀请了冯骥才、白茶、江南等知名作家在“双11”

期间直播引流，如全球同步首发的 J·K·罗琳新作

《伊卡狛格》，就在 11 月 10 日 19 时分别在北京、上

海、深圳三地线下首发及线上当当、京东同步直播引

流。安徽人民出版社邀请知名法律专家录制视频，

在公众号等平台宣传推广、引流；融合出版物在学习

强国平台通过音频进行宣传、引流；在抖音等平台宣

传推介相关图书等。

针对流量的组织和使用，未来可能需要独立部

门的运作。如海豚传媒营销板块调整组织架构布

局，专门成立“流量部”致力于全平台全媒体的流量

端口对接和开发，在充分考虑流量匹配度的情况下，

将产品或者促销精准导向各电商渠道；在站内流量

的板块，提前依托于优质的产品抢占平台的促销和

展示资源，同时充分发挥海豚专业运营人员的销售

技能，做好付费流量的抢夺，保证在“双11”期间获

取爆发式的流量。 （下转第6版）

现场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为脱贫攻坚模范唱响赞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0 月 31 日，由广西人民

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出版

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出版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

宁，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张艺兵，中国作家出

版集团党委副书记、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路英勇，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温六零等出

席活动。

邬书林认为，《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的出

版恰逢其时，是为党和国家的脱贫攻坚树碑立传的

赞歌，是新时代新一代人的青春之歌。张艺兵从出

版背景、创作过程、编辑出版、社会反响等方面对《新

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的时代特色、文学价值和

意义作了深入解读。该书全方位呈现了黄文秀成长

求学、毕业回乡、驻村扶贫、青春奋斗的人生轨迹，展

示了她的动人事迹和高贵品质，讴歌了黄文秀用美

好青春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该书的编辑出版

和宣传推介，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高度

重视；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调动精干力量，确保该项目

高质量如期完成。会上，该书作者、广西文联秘书

长、广西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林超俊就该书的创

作过程和内容作了介绍。黄文秀的硕士研究生导

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郝海燕

到场并发言。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宣传扶贫英

雄、弘扬共产党员勇于奉献的优秀品质，需要鲜活的

人物故事和典型的示范人物。黄文秀是新时代共产

党员的典范，是广大青年学习的楷模，被追认为“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模范”，

获评为“2019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该书资料翔实，

是一部有深度、有高度、有温度的长篇报告文学佳

作。该书的出版对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

黄文秀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继续推动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意义重大。 （王少波）

浙版集团举办图书造型竞赛为浙江书展造势预热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6日~8日，第六届浙

江书展将在宁波举行。作为主办方之一，日前，浙江

出版联合集团举办了图书造型和场景营造竞赛，为浙

江书展现场展陈做准备。来自浙江省内各地市新华

书店、浙版集团出版社和博库集团共33支队伍参赛。

图书造型竞赛以少品种、多复本为主，选手在

30分钟内对100册以上的浙版图书进行搭建，从本

土文化或地标建筑中找寻灵感，通过多复本的叠加，

以及辅助材料的使用，展现气势恢宏的建筑美。场

景营造竞赛主要包括策划选题、选择品种、设计展

台、绘制海报和组合陈列等环节，以多品种、少复本、

跨品类融合陈列为特点，在展台上呈现错落有致的

结构美。

此次比赛旨在考察多复本品种展陈水平及造型

主题诠释能力，对图书和文创产品的整合策划、选

品、展台设计、海报制作及场景搭建等能力，培养创

新型技能人才，也是为即将到来的第六届浙江书展

预备演练。此次浙江书展，浙版馆设有主题精品图

书、重点获奖图书、“走出去”图书和2020年浙版好书

四大展台，集中展示2700余种浙版精品力作，汇集浙

江12家出版单位，展区面积共计700平方米。浙江省

各地市新华书店也将同步设立分会场。 （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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