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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几年前的纷纷关门倒闭到

如今购物中心、商业地产、社区、景

区都在积极引入，实体书店走出低

谷，2018 年更是展现出罕见的扩展

之势。

考察过不少国家实体书店的专

家感慨，“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政

策环境能比中国好。政府的坚定扶

持是实体书店今天复兴的重要力

量。”目前全国已有 28 个省区市出

台了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措施。这

些政策利好极大缓解了因房租和人

工等成本上升带来的生存压力。此

外，实体书店的回暖也离不开经济

增长带来的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

升级。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村被

书店的灯光点亮，那光亮也是人们

的文化理想在闪耀。

作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实体书

店在经历了漫长的低沉期后迎来转

机。记者从 8 日在京召开的 2019 中

国书店大会获悉：2018 年我国实体

书店发展态势良好。中宣部印刷发

行局副局长董伊薇说：“如今，实体

书店的市场热度不减，购物中心、商

业地产、公共设施，街区、社区、景

区、学校，都在积极吸引优质实体书

店入驻。”她认为，我国实体书店迎

来了发展新机遇，迎来了做大做强

的“窗口期”。

现象
扩展速度惊人，新华系统、民营

连锁、网络新媒体纷纷开设新店

百道网创始人程三国说，以前

我们担心的是实体书店倒闭消失，

但 2018 年我们发现实体书店扩展

速度很惊人。各地新华书店集团、大

型连锁书店、新兴独立书店大部分

投入开店热潮；开店数量最高的大

型连锁书店，一年新增店铺达到

100 家以上；多个城市宣布了年度

新增数百家乃至上千家的书店扶植

计划；开店速度最快的企业，一天之

内多家店同时开业。程三国预测，未

来一两年，坐拥数百家店铺的大型

连锁书店的数量可能超过 10 家。

民营连锁书店的扩展正在加

速。截至 2018 年 10 月，西西弗已在

全国近 60 个城市拥有 160 余家图

书零售店，其中 85 家店是 2018 年

新开的；截至 2018 年 11 月，言几又

在全国 13 个城市开设了 53 家自营

实体书店；成立仅两年的樊登书店

已拥有 200 余家书店，遍及全国 94
个城市地区。

新华系统也不甘示弱，纷纷在

2018 年加速开店。河南省新华书店

“尚书房”社区书店品牌自 2015 年

创建，已在河南省内建店 198 家；河

北新华的“小桔灯”绘本馆已开设

150 家；新华文轩旗下品牌书店“轩

客会”已在四川省内开店 12 家，

2018 年 9 月至 11 月，短短 3 个月，

“轩客会”就开设了 4 家书店。

参与开店热的不仅是传统发行

业内的力量，网络新媒体也加入了

开设实体书店的行列。2018 年，新

媒体大号“一条”和“十点读书”都开

设了线下实体书店。“十点读书”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线上的获客

成本普遍提高，用户增长放缓，他们

需要通过线下书店找到新的流量入

口。

他们希望用户将线下作为入

口，然后回到线上实现复购，增强用

户黏性。

此外，校园书店、社区书店、乡

村书店和景区书店也成为 2018 年

书店业投资的新热点。

原因
政策持续给力，已有 28 个省区

市出台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具体措

施实体书店的复兴与政府的扶持政

策直接相关。自 2016 年 11 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来，全国已有 28 个省

区市出台了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

施意见和具体措施。

2018 年，图书批发零售免征增

值税的政策进一步延续，也为实体

书店赢得了又一个宝贵发展期。

各地政府也正以真金白银的方

式大力扶持实体书店，极大缓解了

因房租和人工等成本上升所带来的

生存压力。

2018 年 7 月初，北京市出台

《北京市关于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

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 年，以大型

书店为骨干，打造一区一书城的综

合文化体验中心，形成以 16 家综合

书城和 200 家标志性特色书店为支

点的遍布京城的实体书店发展新格

局。《意见》发布以来，151 家实体书

店共获得 5000 万元专项资金扶持。

今年北京实体书店扶持资金有可能

增加至 1 亿元。

西安市 2018 年新增实体书店

840 余家，成为 2018 年“书店之

都”。专家委员会认为西安在书店数

量、全民阅读率、书店类型和政府政

策支持力度等综合评价当中得分最

高。西安市 2017 年出台《西安市书

香 之 城 建 设 实 施 方 案（2017—
2021》，2018 年下发 《打造 15 分钟

阅读圈行动计划》。西安市财政每年

为实体书店建设提供 1000 万元扶

持资金。

程三国近年来考察过不少国家

的实体书店，“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

的政策环境能比中国好。

政府的坚定扶持是实体书店今

天复兴的重要力量。”程三国说。

实体书店的复合化经营已经成

为书店业的主流。据百道网对 62 家

非新华系统的书店所做的调查，只

有 1 家书店单纯卖书，3 家书店没

有经营咖啡餐饮，所有 62 家书店都

在经营文创和文具产品。言几又创

始人、董事长但捷说，他们开了两家

书店主题餐厅，本以为会亏损，结果

不到半年就盈利了中国传媒大学

BBI 商务品牌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吕

艳丹指出，全国 86.7%的购物中心

引进了实体书店。百道网的调查也

显示，62 家受访书店有 41 家在购

物中心开店，占比 66.13%。吕艳丹

说，现在很多购物中心把开设实体

书店作为引流的手段，来逛书店的

客人一般收入和素质都较高，符合

商场定位，因此商业地产给书店的

租金通常比较优惠，这也是推动实

体书店出现开店热的一个重要原

因。

未来
加快转型升级，引流之后还要

增强读者的沉浸感和归属感尽管实

体书店展现出罕见的扩展姿态，但

困扰实体书店发展的一些深层问题

仍未解决———书店的人气和流量并

未转化成相应的销售额和利润。

近年来装修别致的“最美书店”

不断涌现，很多“高颜值”书店成为

“打卡必到的地点”，但图书销售量

并未随之增加，很多读者在店内拍

照、喝咖啡，但并不在店内买书消

费。线下逛店、线上下单的现象依然

突出。“实体书店现在要思考的是如

何把顾客从争先恐后来观光，变成

争先恐后来花钱。”程三国说。

中信书店原负责人卢俊认为，

连锁书店进入大规模抢赛道的扩展

竞争阶段，都在利用商业综合体的

配置需求和入口机会扩大在赛道中

的权重，但大部分经营状况不是很

理想。

程三国认为，如果实体书店的

追求还停留在表面的“颜值”，而不

是对读者有意义的“价值”，未来实

体书店很可能还会遭遇危机。他解

释这个价值或者是为消费者省钱，

或者为消费者节省时间，或者降低

消费者的搜寻成本，或者是以专业

能力为消费者提供实际帮助，或者

让消费者感到愉快……“总之一定

是对消费者有意义，他愿意花钱的

东西。”程三国说。

展望 2019 年，书店从业者认为

实体书店将加快转型升级。湖北新

华书店集团董事长邱从军认为，

2019 年实体书店最值得关注的还

是跨界融合：“融合包括两方面，一

是出版、发行的深度融合，书店和出

版社要摒弃简单的商品供销关系，

要以适应客户对知识服务的需求为

导向，建立一种全产业、跨领域的深

度融合发展模式。还有书店业与新

技术的融合，商品、客流、场景以及

顾客消费行为的数据化将使实体书

店智能化成为可能。”邱从军说。

“当前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书

店都在加速转型升级，未来书店将

以数据为驱动力，将线上线下相结

合，增强读者的沉浸感和归属感。”

深圳友谊书城总经理龚县流说。

已有 28省区市出台支持发展具体措施

在区委区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关心下，杭

州市临安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整合搬迁项目圆满完成，将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开始由江南路 25 号整体搬迁至玲珑街道流霞街 309

号，为方便群众看病就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搬迁时间：2019 年 1 月 12 日 -2019 年 1 月 15 日。

2.停诊时间：2019 年 1 月 12 日 -2019 年 1 月 15 日共 4 天，2019 年

1 月 16 日正常营业。

3.新址：玲珑街道流霞街 309 号(临安骨伤医院旁）。

4.门诊工作时间：2019 年 1 月 16 日开始上午 8:00-11；30，下午 13：

00-16:30。

5.咨询电话：18958163316、0571-63811935

值此搬迁之际，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临安区妇幼保健计划服务中心
建设的各级领导及全区人民致以诚挚的感谢！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与支持。特此公告。

搬 迁 公 告

杭州市临安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19年 1月 11日

建设用地项目供地批前公示临土资告字〔2019〕4 号
依据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关于建立和健

全土地供应公示制度的通知》（浙土资发[2002]27 号）文

件精神，经用地意向者申请，下列单位用地拟以使用集

体土地、行政划拨方式供地，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上述地块的公示时间为 10 天，如有单位或个人对

上述公示的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具名形式

反馈给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并注明

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议。公示届满我局将依照相关

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并办理行政划拨手续。

联系电话:23616095 23616026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
二茵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序号 用地单位 土地座落 项目名称 供地方式 项目面积(平方米) 土地用途

1 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华光潭
股份经济合作社

龙岗镇华光
潭村

龙岗镇华光潭村文化礼
堂建设项目 使用集体土地 398 文化设施用地

2 浙江国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锦城街道余
村居委会

余村西侧地块保障房
（暂定名）项目 行政划拨 21957 住宅用地

“翰墨情缘·幸福临安迎新春书画联谊会”将于本周

日下午在状元府·九卿售楼处隆重启幕。本次书画联谊

会由临安区政协中国临安国际书画交流中心与杭州湘

湖画院主办，杭州通策宝群置业有限公司协办。

届时，现场将会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著名画家何

水法；西泠书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著名画家陆秀競；浙

江大学教授、中国国际茶文化书画院副院长、中国著名

书画家杜高杰；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青年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显丰等著名书画大家现场创作，一

展流传千载的翰墨文化。

为更好见证与传承临安的千年人文与底蕴，“翰墨

情缘，幸福临安”名家书画展还精心准备了颇具古典气

息的古筝表演，可以让每一位到场者在行云流水的琴音

中，感受翰墨书香文韵的气质。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赢

大礼活动、迎春合照全家福拍摄等丰富多彩的迎春活

动。一场传统文化与新春阖家的盛宴等你相约。

翰墨情缘·幸福临安主题迎新春书画联谊会
本周日在状元府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