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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人
们的阅读习惯悄然改变，曾经承载着
人们成长记忆、体现城市文化底蕴的
实体书店遭遇寒流。补贴房租、减免
税收、提供腾退空间……北京近几年
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推动
实体书店转型升级，不久前更是推出
每年5000万元扶持资金的政策，力
求让散落城市街头巷尾的实体书店
重新焕发生机。

政策支持持续不断

9点半，位于西单路口的北京图
书大厦里，读者已络绎不绝。他们手
捧图书，或静立一隅或席地而坐，专
注阅读。但读者身后的收银台，却略
显冷清。

即便已连续16年蝉联全国书店
单店销售榜首，但北京图书大厦总经
理徐洪生坦言，图书大厦人流不减，
可出单率和客单价均有所下降。这
多少是缘于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阅
读和消费习惯。

作为全国出版中心、出版物发行
中心，北京实际运营的实体书店类型
最多最全。“实体书店是重要的城市
文化基础设施，承载着城市的记忆，
体现着城市的文化底蕴。经营书店
不仅要讲经济效益更要讲社会效益，
这是书店跟其他行业的不同之处。”
徐洪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对于实体书店的经营现状，坐拥
京城四大书城和百余家门店及营业
网点的北京发行集团董事长李湛军
的感受最深：“由作者、编辑、出版社、
中盘配送批发、实体书店，最后到读
者，图书销售的产业链太长，稀释了
这个产业的利润。现在卖书已经过
了盈利的阶段。如果说过去是三分
之二顾客买书，现在是三分之二顾客
不买书，实体书店正在成为出版社图
书的体验店。”

不过李湛军认为，虽然实体书店
挣钱比过去难了，但是读者对实体书
店依然热情不减，特别是大型书城，
越来越成为引领新的文化生活方式
的重要场所。李湛军说：“虽然买书
的人少了，但是逛书城的人流量没有
减，这给我们提出一个新课题——新
型书城的发展定位。”

北京拥有最广泛的阅读人群：
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
阅读量为 4.66 本，北京居民年人均
纸质图书阅读量10.97本。

提振实体书店经营者的信心，需
要政策来帮忙。2016 年 6 月，中宣
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
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借此东
风，北京市随即连续两年安排扶持资
金，支持100余家实体书店建设，遏
制了整体行业萎缩下滑的势头，一批
高水平的特色实体书店在北京落地
开张。PAGE ONE、全民畅读等

“高颜值”特色书店，成为读者心仪的
“打卡圣地”。

不久前，北京又推出《关于支持
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每年拿
出5000万元为实体书店补贴房租、
减免税收、提供腾退空间等。到
2020 年，北京将逐步建立起布局合
理、层次分明、特色突出、多业融合、
遍布京城的实体书店发展新格局。
并将以社区书店为抓手，打造 15 分
钟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一系列扶持政策为实体书店吹
来一阵暖风。据统计，北京现有

1100 余家实体书店，已形成了大型
书城、特色书店、24 小时书店、商业
连锁书店、社区书店全覆盖的格局。

“个性”书店先遇暖

政策春风最先“温暖”的是一批
以“个性”立身的特色书店。

在北京的“网红书店”中，设在西
四南大街43号万松老人塔院的正阳
书局是很特别的一家。院内的盈盈
绿意、屋里萦绕的琴声书香，将闹市
的熙熙攘攘隔绝在外。在一明两暗
的厅堂里，记者见到了正阳书局创办
人崔勇。

崔勇是个地道的“老北京”。
2009 年，他在前门商业街挂出了正
阳书局的招牌。“开书店的初衷是想
唤醒全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
视。现在，正阳书局仍是北京唯一专
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

2014 年，北京市西城区文委探
索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新模式，
将万松老人塔院作为试点项目。几
经筛选，正阳书局成为委托运营方，
负责打造公益性质的“北京砖读空
间”。崔勇告诉记者：“在北京开书
店，近半的成本是房租。政府把这个
350平方米的小院免费给我用，就是
最大的支持。”

崔勇坚信“书店的好坏不在大
小，是有没有好书。”如今，崔勇在小
院儿所有书架上摆满了“北京人写
的、写北京人的、在北京写的书”，以
纸作砖、以墨为瓦，搭建起一个京味
儿图书世界。小院每天人来人往，还
吸引了不少拎着拉杆箱来“打卡”的
游客。这个爱较真的“80 后”，不但
为几家图书馆提供北京地方文献的
配送服务，还跨界做起了出版。小小
书局有了更多生财之道。

在北京，到琉璃厂淘本古旧书，
是不少文化人的习惯。位于琉璃厂
的中国书店，已连续两年得到奖励资
金的支持。在不少书店为营造唯美
环境绞尽脑汁时，琉璃厂的中国书
店，却固执地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一直以来，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都
是传统朴素、靠好书吸引人的地方。
现在新兴书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
但对于实体图书渠道市场来说，国有

书店仍是不可撼动的主渠道。”中国
书店党委书记张东晓清醒地认识到，

“古旧书店更要保住本色”。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规模不算大

的中国书店，经营业务已涵盖古旧书
收购、修复、销售，图书出版、发行，拍
卖以及书画、艺术品经营等多元业
态，拥有完备的古旧书业务产业链。
早在 1993 年，中国书店首开古籍拍
卖先河。而今，更采取“一店一策”，
通过不断策划举办读书讲座、非遗展
示等热点活动吸引读者进店。这种
别具特色的经营方式，使中国书店在
国字头书店中效益居前。

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文化
设施布局有了更高要求。而北京今
年出台的租金补贴政策，让受制于租
金高而只能在自有店面内经营的中
国书店看到了增设网点的希望。“我
时常想，如果在回龙观、天通苑这样
的大型居住区开一家中国书店会是
什么样子。”张东晓说。

探路新零售融合发展

近日，位于西城区永安路大街
102 号的北京新华书店永安路店重
装开业。这是一家曾在实体书店寒
流中调整为专业书店后又分割出租
的门店。此番强势回归，永安路书
店被打造成北京15分钟阅读圈建设
中所需的标准“社区店”，从“为买
书服务”转变为“为买书人服务”。
它更是北京发行集团迎接新零售时
代挑战，构筑北京模式“智慧书
城”的一个支点。

新零售，即企业以互联网为依
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
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
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
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
的零售新模式。

面对互联网的挑战，越来越多
“老字号”转型谋变。北京发行集团
尝试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是一种通
过智能化销售平台，实现“小店下单，
北京图书大厦配送”的尝试。永安路
书店正是这样一个“小店”。

升级改造后店面保留了大众书
店的质朴气息，添加了时尚元素，成

为老街上的文化新地标。这里有错
落有致的书籍陈列，设置了阅读专区
和“新华时间”咖啡吧，读者利用智能
查询设备，可自主查询店内图书和北
京图书大厦所有图书，用手机直接下
单购买，快递到家。

“在新零售时代，这些曾被视为
‘包袱’的小网点变成了珍贵的资
源。”李湛军说，目前集团积极推进新
的“智能化书店”图书发行网店建设，
成功实现了“线上品种齐全、线下精
品突出+阅读体验”，并借助 O2O 技
术使集团旗下所有营业网点都具备
共享北京图书大厦信息和服务资源
的功能。

当社区书店升级“智能终端”时，
大型综合书城也开始向综合文化体
验中心转型。

“大书城承担着最大限度满足最
广泛人群需求的责任，也要适应人
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图书大厦正在
做环境改善提升的方案。”徐洪生告
诉记者，未来书城仍将以书为主，
增加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舒适度。有
了线上服务“保底”，北京图书大厦
上架图书的品种将从目前的40万种
调减到30万种以内，通过服务增值
提高效益。

李湛军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图书
大厦和王府井书店的改造工程即将
进入招标阶段。书城的设计理念将
以“科技领先、建筑为辅、主业突出、
多元支撑、以人为本”的原则，博采各
家之长。“现在每年有大量新书上市，
我们的实体店要把好书挑出来陈
列。引入专业化团队设计展陈、精心
策划签售活动、建‘往日精品’专柜，
展销已出版 3 至 10 年的精品书，在
大书城形成新的文化景观。”

按照他的设想，未来北京的大
书城将成为引领新的生活方式的文
化地标，推进全民阅读、引领图书
推介展示，成为市民时尚社交活动
的场所；24小时书店引领健康文化
夜生活新风尚，兼备一部分图书馆
功能；社区书店则承担起社区文化
服务、线上线下联通、生活采购等
多重任务。打通实体和虚拟空间，
遍布京城的实体书店将承载越来越
多的文化功能，成为京城百姓离不
开的伙伴。

人流量不减，但买书的人少了，北京再出资金扶持实体书店

实体书店，春天在哪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实体书店承载着城市的记忆，是重要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近几年却遭遇发展寒流。作

为拥有最广泛阅读人群的北京，接连出台政策扶持实体书店发展，在有所回暖的氛围中，实

体书店未来的发展路径也开始显露痕迹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厕所问题

解决好了，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也
会随之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
地方的公厕建设偏离了“厕所革命”
的“本位”：一味攀比，一味贪大，一
味求奢。个别地区还出现了超豪华
厕所，使用面积巨大，内部装修奢
华，吊顶灯、大理石墙壁和地板、金
色把手实木门、液晶电视一应俱全，
设计建造动辄耗费数百万元，甚至
一个小便池都价格过万，奢华程度
不逊于宾馆会客厅，装饰装修远超
不少市民家装卫生间。

对于豪华厕所，公众并不陌
生。近年来，虽然反对声音不断，但
豪华公厕的修建从未停止。一些地
方置公厕建管中的“人均数量少、位
置不合理、如厕环境差”等突出问题
于不顾，却耗费巨资建设豪华公
厕。从沿海发达地区到西部欠发达
地区，星级公厕越建越多，星级指数
逐渐走高。

重豪华公厕“升级”，轻大众公
厕“普及”，与多年来各地争相修建
豪华广场、办公大楼等一样，都是一
种公益事业的异化，是一些地方建
设主导者的政绩心理在作怪，这种
现象亟待改变。在建设资金有限的
情况下，星级公厕过多，就会挤占普
通公厕的建设资金。在很多地方，漂
亮的高楼有了，宽阔的马路有了，甚
至房前屋后的花草都有了，就是难
觅大众公厕的踪影。事实上，近年

来，多地投入巨资建造的一批豪华
公厕，多因建设、运营、维护成本高，
难逃被废弃拆迁或改造的命运。

公厕的根本作用是解决群众
“方便”之需，不需高档，方便就行；
不需豪华，清洁就行。如果一个地
方的建设资金充裕，公众“如厕难”
等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为改善地区
形象，把建设标准提高一点未尝不
可。可是，如果在群众还为“方便”
着急的时候，在很多公厕还急需经
费改造的情况下，投巨资建设豪华
公厕，就是一种浪费，不如多抓一下
公厕“普及”，解决百姓的“如厕难”
问题。

解决民生问题，应当坚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缓急有
序。具体到推进“厕所革命”，应
坚持“普及”优先于“升级”，把
有限的建设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
方，让广大群众从中受益。具体来
讲，要将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发展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和修建性详
细规划，在抓好重大功能性、支撑
性项目建设的同时，配套建设公厕
等公共服务设施，一时不能全部建
成的，要做好规划、预留用地。同
时，要强化群众参与，事前问需于
民、事中问计于民、事后问效于民，
真正让“厕所革命”施惠于民，让百
姓感到方便、舒适、满意。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城市城乡
建设局）

公厕建设

“普及”应优先于“升级”
□ 杨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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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下载一个 APP，就能通过
视频、文字与医生专家进行在线咨询
交流和复诊，由医生开具电子药方，
足不出户拿到与医院同样价位的药
品……8月22日，广东东莞市首家互
联网医院落地。在东莞东城街道的
推动下，在线健康管理企业健客与台
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合力打造覆盖
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网医院，让患者
享受优质高效的网上诊疗服务。

东莞市东城街道近年来积极发

展大健康产业，并把“互联网+”融入
其中，探索落地互联网医院模式。在
线购药、在线问诊等新兴业态，让更
多百姓享受到互联网医疗服务。

台心医院执行院长谢瀛华表示，
此次合作将促进医生专家互联互通，
提供线上线下的临床实践平台，推动
医疗学术发展。据悉，健客和台心医
院规划成立“大湾区互联网医院联
盟”，初期包括台心在内的 10 家医
院，未来将继续引入更多医院。健客

还将为“大湾区互联网医院联盟”的
10家医院提供药品配送服务。

“通过互联网医院的配送服务，
还可以为患者提供一些罕见药。”健
客 CEO 谢方敏告诉记者，目前健客
已与国内外 5000 多家药企建立直
供合作。此前，一些罕见药品只能在
北上广等城市买到，现在通过网络也
能满足患者需求。

此外，互联网医院还将在社保在
线支付方面进行突破。谢方敏介绍，

目前，社保在线支付在广州已有试
点，在东莞市政府的支持下，这一便
捷的支付方式很快能在东莞实现。

今年7月，借东莞商事制度改革
之便，健客仅用一个工作日就取得互
联网医院营业执照。东城街道党委
书记邓涛表示，台心医院与健客公司
联手合作，将推动东城街道“互联
网+医疗健康”事业向纵深发展，也
将为东城街道集聚“大健康”产业、提
升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作出贡献。

东莞首家互联网医院落地
本报记者 郑 杨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附近的一处城市书店。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江西广昌

秀美新城入画来
曾恒贵摄影报道

广昌县
城的生态公
园，成为市
民休闲好去
处。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
按照“做精、做美、做靓”城市要求，
围绕“一河两岸”城市规划发展思
路，大力抓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倾
力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
化新城市。

该县依托山水环抱的自然条
件，高标准打造城市新区。同时，坚
持“城市园林化、道路林荫化、绿化
提升景观化、街头节点特色化”的理

念，按照“依河造绿、沿路建绿、见缝
插绿、庭院透绿”的要求，大力实施
生态绿化提升工程，全方位绿化美
化城市环境，打造“花艳林茂、碧水
穿城、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城市
生态景观，不断提升城市品位。

随着建设的推进，广昌县城面
貌呈现出蓝天相映、绿水相依、花草
相亲、四季常青的新格局，进一步提
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广昌县
河东新区新
貌。

经过高
标准建设，
广昌县城碧
水环绕、绿
树成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