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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上线下合作、
通过线上线下合作
、融合传统出版业
融合传统出版业、
、打造公共阅读平台的方式—
打造公共阅读平台的方式———
留住书店，是人们共同的
呼声，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实体
书店无奈的困局。随着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阅读和书
籍购买习惯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再加上电商低价竞争和盗
版书的恶意搅局，不少实体书
店面临着生死困境。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实体
书店的人文意义，人们一直有
着高度共识。光大实体书店的
愿望也一直未止步。正如北京
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
发所言，实体书店的现状反映
敦
了城市的文明程度，建设文化
临
强国必须要落实到全民阅读。
如果探究实体书店经营的
最大成本，无外乎房租和人
力，这也正是电商的优势所
在，实体书店则一步步沦为网
络电商的线下“体验店”。对
此，众多有识之士发出了共同
的呼吁，用减免税收等政策杠
杆来保护实体书店，给都市读
书人留下精神空间。
然而，扶持手段仅仅是无
奈的举措。光靠卖书几乎不可
能盈利。要想走出实体书店的
困局，还需要书店人自己的思
维革命和模式创新。有时候导
致我们进入窘境的，不仅仅是
环境，还因为我们自身的习惯
性思维束缚了想象力，使我们
在窘境里越陷越深。
近一两年来，实体书店已
有了复苏迹象。电商巨头、出版大鳄、文化名人纷纷涉
足该领域，各自创办了富有不同特色的实体书店。有些
书店走进人心，抓住了社会上多层次多元化需求的心
理。更多的书店却是在简单地东施效颦，以为在书店里
摆上大沙发、摆上咖啡杯，就实现了转型，殊不知人文
关怀和文化味不是通过简单的摆设就能学来的。
譬如，最新落户苏州的诚品书店赚得了一致好评，
甚至有读者不远千里，专程赶赴苏州逛书店。走进这个
舞台布景般的空间，除了精品图书之外，建筑的设计美
感、不定期的艺术家作品展览、上百个设计师服饰和文
创品牌均让人目不暇接、惊喜连连。此外，书店还会经
常举办多种活动，包括展览、讲座、演出等。
留住实体书店，并不意味着留住所有的书店。丑陋
的、一味守旧的实体书店必然被历史抛弃。未来的实体
书店注定是个多元经营体、是一个精神家园，甚至会成
为一个城市最著名的地标。书店的作用不应仅仅定位于
卖书，也应定位于文化潮流的引领者，以及完整的城市
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体书店：
实体书店
：抱团发展才靠谱
本报记者
“实体书店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不
是坐等就能够等来的，它迫切需要寻找
新的模式和出路。”近日，在由中国新
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 2016 全国千家实
体书店发展大会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规划发展司副司长李建臣表示。时代已
经变化，实体书店自身不得不“开眼看
世界”，在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上积极
创新。或许，“抱团”发展的方式能够
带来些许启发。

共营线上线下
亚马逊开实体书店了！2015 年 11
月 3 日，美国时间上午 9:30，亚马逊第
一家实体书店在美国西雅图正式对外营
业。众多顾客几乎踏破门槛，以至于书
店员工不得不限制客流量，在门外组织
顾客排队等待。
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亚马逊开设
首家实体书店”的新闻铺天盖地而来。
不少爱书人通过网络，第一时间领略到
了这家书店的特色。放眼看去，店里销
售的书籍多是读者评价较高、评分在
4.5 分以上的畅销书，简短的评价就标
注在每本书下面的小卡片上。这种方式
介绍了书籍特色，帮助读者作了筛选，
而且把网上书店的互动方式和共享特性
迁移到线下。
此外，书店中所有图书都没有标示
价格，但读者可以通过扫描标签了解更
多信息，并可享用线上线下同一的价
格。如果你喜欢的书特别多，自己又不
想拎回家，可以扫码后安排快递送达。
在某著名的网站上，实体书店体验
者安德鲁·哈马达这样说道：“就观感而
言，亚马逊的首家实体书店的确试图突
破传统书店的刻板印象。店内宽敞明
亮，不同于千篇一律的书脊朝向读者的
形式。店内的商品书全是正面朝上，占
空间，却能让人清爽，可以直接拿起心
仪的那本书阅读，免去翻找之累。”
由于有海量销售数据支撑，亚马逊
对读者兴趣的了解更加精准、商品配置
更加合理。据悉，该书店架上的图书每
周会进行三次更新，保证读者每次进店
时都能看到新书，这是传统书店所不具
备的优势。

无独有偶，国内知名的图书电商当
当网也于 2015 年年末宣布，要在未来 3
年内开 1000 家实体书店。当当网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举并非借鉴亚马逊，当
当网的实体书店模式会更丰富，既有
MALL 店和超市书店，也有直营店和加
盟连锁店。此外，MALL 店的业态也不
只是图书，还会有文创产品、餐饮、场
地出租等多模块的组合。
电商巨头纷纷涉足实体书店领域，
是否意味着实体书店春天的来临？事实
上，亚马逊开设实体书店，仍然将线下
实体商店作为线上平台的延伸，通过提
供消费体验、品牌展示，服务于线上销
售。也许，亚马逊并不指望实体书店赚
钱，它只负责充当“招牌”的角色，这
与传统书店的生意有着本质不同。

整合上游下游
“出版企业与实体书店是相互依
存、共生共荣的关系。没有出版的产
品，实体书店就无法生存；而实体书店
的退化也必将影响出版企业的发展。昊
福文化探索的‘千家书店发展计划’正
是代表了一条出版企业引领和服务于实
体书店转型的路子。”昊福文化董事长
福生对记者说。
实体书店与上游联袂发展并非孤
例，此前凤凰出版和中信出版等集团都
已作过不同的探索。目前，中信出版已
建立了国内最大的机场连锁书店——中
信书店。数据显示，中信书店先后取得
北京、杭州、深圳等 19 个城市机场书
刊音像制品特许经营权，拥有 74 家机
场直营书店，覆盖中国近 1/3 航空旅客
流量，并在北京、深圳、大连等地拓展
了 10 家城市店。
然而，图书销售只占中信书店收入
来源的一半，另一半来自餐饮等副业和
广告收入。中信书店目前的销售额已经
数以亿计，却依然处于亏损阶段，只不
过亏损比例逐年降低。
“光靠卖书是不可能盈利的。”中信
出版总裁王斌认为这已成定论。中信书
店希望构建出针对未来都市人群尤其是
年轻人提供文化服务的空间。这背后的
逻辑，是城市里公共空间越来越少，而

李 哲
都市人群掌握着更多资讯、文化和思
想，从而导致人们交流的欲望越来越强
烈，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旺盛。
与中信集团自己开办书店不同，昊
福文化推出的“千家书店发展计划”选
择与现有的实体书店合作。据悉，该计
划初期选取了数百家中小型教育书店，
将从平台、硬件、软件、模式等四个方
面推进。其中，升级改造是一大重点。
在体验经济的大趋势下，书店尤为需要
并且特别适于注重消费者体验。因此，
昊福文化计划以设计、补贴、合作等形
式与书店共同装修改造硬件环境，架设
多功能互动屏幕，根据书店具体情况形
成多元经营业态。同时，昊福文化已开
始研发专用书店管理 APP，实现书店进
销存管理，并加入评论、反馈等用户互
动功能。
面对电商冲击等方面的挑战，在书
店经营的商业模式上，昊福文化将创造
性地开创“线上线下共赢”的 O2O 模
式。也就是说，顾客在线上下单后，系
统根据区域划分将订单落地到顾客临近
的实体书店，由书店完成货品配送。订
单产生的利润由线上平台和书店共享。
众筹出版和数字订制出版是“千家
书店发展计划”两大重要的创新出版形
式。具体而言，数字订制出版基于昊福
文化的数字教育平台，用户可以在该平
台选择符合自己个性需求的内容，通过
设定程序，由当地书店印制、当地物流
配送等方式享受到真正的个性化数字内
容订制服务。
出版和实体书店如何抱团？商务印
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认为：“出版者和书
店要顺应专业化趋势，书业要形成良好
的产业秩序，一定要建立公平的商业秩
序，才能保证对实体书店的发展形成良
性推动力”。

探索公共阅读
冬日的夜晚，走进北京的金中都公
园，只见几栋古朴的建筑灯火通明，其
中一座建筑的正门前高挂着“第二书
房”的牌匾。牌匾下方，不断有大人孩
子捧着书本进进出出。氤氲的书香中，
阅读的喜悦之情让人备觉温暖。

此时，“第二书房”的创始人李岩
正在馆中细细地翻找、归位或修补着图
书。他对书本的爱惜和对阅读的热情不
言而喻。“‘第二书房’之所以能够成
功运行，离不开政府支持。以金中都为
例，这里的地方是免费的，文委会还提
供了部分经费支持，图书类别的选取和
运营是由我的团队负责。”李岩说。
在北京市西城区砖塔胡同口的万松
老人塔，一个名叫“砖读空间”的阅读
场所正续写着这里久远的历史。这个由
民营书店正阳书局运营的阅读空间，面
向公众免费开放、免费借阅。图书馆里
有 10 个大书架，摆满了各类书籍。环
绕万松老人塔的小院共 350 平方米，5
个房间精心布置，除了图书馆，还有销
售区、博物馆、档案馆等区域。据悉，
目前万松老人塔的保护仍由西城区文委
负责，庭院内的日常维护和使用交给正
阳书局。
作为北京核心城区，西城区要想在
每个社区建设大面积的文化站、图书馆
等阅读空间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经过论
证，西城区决定借助民营机构力量，尽
可能丰富公共文化资源，为公众提供安
静的阅读空间。记者了解到，西城区十
分看好“公私合作”的模式，今年将有
更多的公共阅读空间和读者见面。
免费的公共阅读模式能走多远？政
府提供免费的场地，民营机构负责运
营，周边市民享受高质量的免费服务，
看起来很美好的计划存在着一个大问
题，即可持续性。不论是图书的购买和
选取，还是团队的聘请、运营和维护的
开展，都需要不小的资金投入，如果仅
靠民营机构的“一腔热血”，恐怕远远
不够。公共阅读空间的合作与运营模
式，也许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所谓实体书店“抱团”取暖，并非
是简单的合作。无论是线上线下的延
伸、与出版业的深度融合，还是与政府
的公益合作，都打破了传统书店的运营
模式和思维。事实上，在这些创新方式
之中，实体书店总是处于弱势或者被动
的角色。阅读的春天已悄然来临，但实
体书店这门生意仍在寻找出路，希望这
些多元化的合作模式能给从业者们带来
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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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名称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江西省华贸销售有限公司
江西健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市培宝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子冲贸易有限公司
如皋市皋乐面粉有限公司
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南通恒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蕴香时装有限公司
江苏华昌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宏发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志中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鑫宏阳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徐州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市友天食品有限公司
金三角小商品批发市场(车礼保332601197106192514)
连云港爱福德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江苏拿得劳鞋业有限公司
扬州嘉和文具有限公司
江苏容酒酒业有限公司
靖江市双禄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金绿缘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常熟市大发经编织造有限公司
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苏州花知羽服饰有限公司
丹阳市皇塘镇舒美文胸厂
常州中领铸造有限公司
睢宁群惠纸业有限公司
江苏三禾鞋业服饰有限公司
宜兴市杨巷镇桃香食品厂
无锡市南国服饰有限公司
无锡超达球业有限公司
无锡市申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克莱蒂食品有限公司
江阴瑞尔塑业有限公司
江苏欧倍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宿迁市迎绿面粉有限公司
江苏御珍酒业有限公司
宜兴市丁蜀镇春华轩陶瓷经营部
江阴兰博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神内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敬华立远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利给尔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信闵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莱金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和锦咖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晶世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济茂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拜歌实业有限公司
嵊州市恒天食品有限公司
温州飞浪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超代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市雅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69576738
69576739
69576740
69576741
69576742
69576743
69576744
69576745
69576746
69576747
69576748
69576749
69576750
69576751
69576752
69576753
69576754
69576755
69576756
69576757
69576758
69576759
69576760
69576761
69576762
69576763
69576764
69576765
69576766
69576767
69576768
69576769
69576770
69576771
69576772
69576773
69576774
69576775
69576776
69576777
69576778
69576779
69576780
69576781
69576782
69576783
69576784
69576785
69576786
69576787
69576788
69576789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义乌市美派电子厂
义乌市美杰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尚敏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亿美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苏绮假发有限公司
义乌市裤尔针织厂
义乌市英格思袜厂
庆元县同心园竹木加工厂
浙江四贤茶业有限公司
青田县万春茶业有限公司
金华兴邦蛋品有限公司
海宁奥拉服饰有限公司
金华市浩沙针织厂
浙江智源办公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新昌县益生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衢州市柯城溢香园食品厂
杭州熙利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宇朗五金制品厂
苍南县金宝宝玩具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绿康食品厂
杭州创艺实业有限公司
兰溪宇翔印业有限公司
苍南县金瑞文具有限公司
上海福导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瑞昆时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巨特鞋业有限公司
慈溪世博日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台风鞋服有限公司
四川省露茗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古虞国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东大佬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古船油脂有限责任公司古币分公司
北京怡嘉奇服装有限公司
北京合力绿帆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亿佰同和国际海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友维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紫琪尔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品绿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兴博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菲聆歌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豪威世纪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晨飞雁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雅里奥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北方海洋生态苗业有限公司
河北运昌面业有限公司任丘丰润园分公司
涿州市韵康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高碑店市普瑞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阳县艺轩纺织品经销部
邯郸市天祐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河北正旺食品有限公司
保定市南市区玉文蛋鸡养殖场

69576790
69576791
69576792
69576793
69576794
69576795
69576796
69576797
69576798
69576799
69576800
69576801
69576802
69576803
69576804
69576805
69576806
69576807
69576808
69576809
69576810
69576811
69576812
69576813
69576814
69576815
69576816
69576817
69576818
69576819
69576820
69576821
69576822
69576823
69576824
69576825
69576826
69576827
69576828
69576829
69576830
69576831
69576832
69576833
69576834
69576835
69576836
69576837
69576838
69576839
69576840
69576841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石家庄卡妍商贸有限公司
满城县丽尊纸制品厂
长春合众力赢经贸有限公司
吉林省众仁农副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吉林省昌源米业有限公司
双阳区俊峰精米加工厂
长春德居源食品有限公司
辽源枭牌袜业有限公司
桦甸市世纪星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台安县古酿调味品加工有限公司
抚顺嘉添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彰武千百粒薏仁米产销专业合作社
抚顺市喜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黑水分公司
朝阳市鼎丰粮油有限公司
五寨县康宇实业有限公司
太原市卓凡制衣有限公司
清徐县凯达创业食品加工厂
芮城县鸿源柿子专业合作社
山西郑氏醋业有限公司
运城市锦海养殖有限公司
宁夏盛佳睿商贸有限公司
红寺堡区和顺食品加工厂
银川市西夏区个体经营黎明食品厂
银川馨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宁夏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有限公司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郎溪县广林粮食加工厂
阜阳天骄食品有限公司
宁国市竹乡情纸品厂
芜湖南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网罗天下织造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尚品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寿县怡丰食品厂
寿县喜洋洋食品厂
安徽省寿县天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亚名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将军红酒类营销有限公司
湖北省瑞旭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枣阳市九龙食品厂
湖北省大悟县山里红生态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巴东县神沿蜂业有限公司
大冶市锦丰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天玺服饰有限公司
仙桃草湖食品有限公司
上饶市分众食品有限公司
鄂州祥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荆门梓淘商贸有限公司
襄阳市襄州区黄龙奥岚大米加工厂
恩施大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洪湖市全盛米业有限公司
鄂州市长港米业有限公司

69576842
69576843
69576844
69576845
69576846
69576847
69576848
69576849
69576850
69576851
69576852
69576853
69576854
69576855
69576856
69576857
69576858
69576859
69576860
69576861
69576862
69576863
69576864
69576865
69576866
69576867
69576868
69576869
69576870
69576871
69576872
69576873
69576874
69576875
69576876
69576877
69576878
69576879
69576880
69576881
69576882
69576883
69576884
69576885
69576886
69576887
69576888
69576889
69576890
69576891
69576892
69576893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慈溪市桥头佳洁鞋厂
慈溪市观海卫暖暖宝电器厂
慈溪市喆喆电器厂
宁波山力士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周巷骏达电器厂
宁波市北仑传甬茶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高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平原鸿万福食品有限公司
天科远大(天津)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瀛前祥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燕都甘栗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绍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北方动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芳绿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厨三宝食品厂
黑龙江百家得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米德莉制衣有限公司
内蒙古维尔农业有限公司
赤峰净美之佳日用品有限公司
阿拉善左旗今朝食业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郭勒盟正林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高碑店市山农生物有限公司
保定圆德白酒酿造有限公司
深泽县艳阳天薯类种植专业合作社
新疆天辰达商贸有限公司
昌吉市伊品鲜食品加工厂
南京康宏养蜂专业合作社
奇台县三个庄子乡丰源油脂购销专业合作社
阿拉尔市戈壁源果业有限公司
塔城海川乳业有限公司
农十三师黄田农场佼祺酱菜厂
和田天域枣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家和五谷食品有限公司
新疆祖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天园玉龙果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诺酷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沐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金泊利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必客号角旅行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闻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中昕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全是爱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米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绿之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善鉴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莹仟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尚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红人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乐音像包装有限公司
广东瑞华行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翡之翠服装商行

69576894
69576895
69576896
69576897
69576898
69576899
69576900
69576901
69576902
69576903
69576904
69576905
69576906
69576907
69576908
69576909
69576910
69576911
69576912
69576913
69576914
69576915
69576916
69576917
69576918
69576919
69576920
69576921
69576922
69576923
69576924
69576925
69576926
69576927
69576928
69576929
69576930
69576931
69576932
69576933
69576934
69576935
69576936
69576937
69576938
69576939
69576940
69576941
69576942
69576943
69576944
69576945

厂商识别码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汀兰无纺布制品厂
广州市万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艺超织带有限公司
广州丹晶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嘉孚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麻利奥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乐客友联童鞋有限公司
领御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爱睦希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赛荷若化妆品有限公司
埃派克森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方泰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惟育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庆裕工贸有限公司
天慈荟达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康速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罗派酒店设备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康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屹飞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易耐盟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帅坤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欣亚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上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哲楷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爱箔乐铝箔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上泰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上海联丹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海洪禽蛋有限公司
美蓝飘尔(上海)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玛姬服饰有限公司
如神(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69576946
69576947
69576948
69576949
69576950
69576951
69576952
69576953
69576954
69576955
69576956
69576957
69576958
69576959
69576960
69576961
69576962
69576963
69576964
69576965
69576966
69576967
69576968
69576969
69576970
69576971
69576972
69576973
69576974
69576975
69576976
69576977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 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