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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生存维艰 五成已经消逝
实习记者 罗小清

实体书店的日子不好过。
仅仅 7月里，北师大的个体小书店

“野草书店” 即将关闭的消息一度引发
读者购书救店，上海渡口书店新天地分
店因房租上涨无法续约而关闭，中国最
大广告书店龙之媒也宣布将于今年年
底关闭现存的 3家门店，转战电商“快
书包”。

传统出版市场
总体形势不容乐观
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的调查显

示， 过去 10年里有近五成实体书店倒
闭，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2012年
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
全国出版物发行单位数量较 2011 年
减少 4900余家，其中个体经营户减少
4100余家，仅仅去年一年，新华书店及
其发行网点就减少了近 110家，说明实
体书店的生存的确比较艰难。

实体书店经营困难的原因主要包
括：网上书店抢占图书销售份额，以房
租为主的成本增加，读者阅读习惯改变
等等。房租上涨是每个行业都要面对的
压力，不过因为图书的“微利”导致实体
书店“更受伤”。而网络书店和电子阅读
带来的读者购书方式和阅读习惯的改
变，长期来看，或将对实体书店造成致
命性的打击。

纸质书将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存
在，实体书店也得以长期生存下去。 然
而，数字化出版的飞速发展或将对实体
书店构成极大威胁。

目前， 纸质书无疑还是我国书籍
出版业的主流，电子书短期内很难超越
纸质书。《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
告》显示，2012 年，我国图书出版营业
收入近 724亿元，电子书的营业收入仅
31亿元； 图书出版的利润总额 115亿
元，电子书的利润总额仅 2.4亿元。

国民对纸质图书阅读的需求也决
定实体书店还将继续存在（如果不是所
有人都从网上买书的话）。 4月中旬，由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图书阅
读率、传统纸质阅读、国民图书读买量
都呈现出积极的上升态势；有超过七成
国人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然而， 电子阅读的流行必将影响

实体书店的图书销售。现在，公交车上、
地铁里、马路边，越来越多的是拿着手
机或平板电脑阅读的人，因为便携性等
原因，纸质书正逐渐被电子阅读产品所
替代。

这一点可以从最新的产业分析报
告中看出端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近几年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
传统出版正日益萎缩，数字出版却在突
飞猛进地发展。 2012年，全国出版物发
行实现营业收入 2418.7 亿元， 增长
11.8%，但增速同比降低了 2个百分点。
而另一方面，2012年，数字出版收入在
全行业占比首次突破 10%， 营业收入
1935.5亿元，较 2011年增长 40.5%，增
速同比增加 10 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
151.95 亿元， 较 2011 年增长 42%，增
幅同比增加 23个百分点。

实体书店份额
被网上书店抢占
从发行渠道来看， 实体书店占比

大幅缩水。 据理财周报报道，出版行业
在几年前，民营渠道占 50%、新华书店
为 30%，网上书店仅为 20%。 近几年网
上书店发展迅猛， 基本占到了 40%—
45%。 这个差距还在拉大，北京开卷信
息技术公司日前发布的《2012年中国
图书零售市场报告》中指出，近几年来，
我国图书零售市场增长速度表现为逐

渐放缓的趋势，同时，网上书店渠道的
增长速度一直比较快，尽管增速比前几
年有所回落，但是仍旧远高于地面书店
渠道。

渠道分流直接带来实体书店销售
额的降低。 开卷公司的调查显示，2007
年以前，我国传统图书零售业的销售额
年增长幅度几乎都在 10%以上，但
2008年降到不到 5%，2012年首次出现
负增长。 去年，我国实体书店渠道销售
额 335亿元，比上一年下降了 1.05%。

另一方面， 以卓越亚马逊、 当当
网、 京东商城为代表的网上书店图书
销售市场规模正不断扩大。 根据开卷
公司对部分网店的监控数据以及综合
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评估， 网上书店
2010年有 40—50亿元的销售额，2011
年有 80—90亿元的销售额，2012年有
120—130亿元的销售额， 超过实体书
店销售额的一半。 当当网去年图书音
像营收 32.5 亿元， 较 2011 年增长
44%； 京东商城 2012年图书业务销售
额突破 15 亿元，环比增长 30%。 苏宁
易购上半年图书销售达到 3 亿元，相
当于苏宁去年图书全年销售总额。

实体书店需要“输血”
也需要自救
面对外部环境和内在压力的双重

挤压，实体书店一方面需要依托政策的

扶持和引导；另一方面急需通过自我转
型和产品服务升级，实现自救。

政策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已密集出
台一系列措施， 包括通过设立专项资
金、项目资助和用地支持等多种方式扶
持实体书店；取消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
审批等。日前，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为
实体书店减免税负、全民阅读立法等政
策法规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究中。

对于政策的扶持政策，多家实体书
店表示，更希望政府为实体书店创造一
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解决包括价格立法
在内的种种有助于改善书店行业生态
的基本问题。

政策的扶持或许能解决一部分问
题，然而，不能指望它解决实体书店的
所有问题，实体书店亟须通过转型实现
自我救赎。

一些实体书店正在积极探索新的
生存之道，连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新华
书店， 也在逐步推进实体书店的转型，
努力打造复合文化空间。 目前，南京新
华书店、大众书局、南京外文书店的几
家新开分店各自走上了卖咖啡、办培训
的多元化经营道路。 近几年，不少传统
书店纷纷开展线上业务。

实体书店需要寻找到与自身相匹
配的产品和经营业态。不管向哪种模式
发展，只有迎合读者不断变化的阅读需
求，实体书店才能真正获得生存发展的
空间。

【实体书店“沉浮”之产业】

一批书店倒在了大浪淘沙的沙滩上， 一批书店仍在逆势
前行。

7 月，香港，三联书店开办了最大实体书店———元朗文化
生活荟；成都，今日阅读书店第 21 家分店开业。 周庄，猫的天
空之城书店（以下简称“猫空书店”）开了第 18家分店，据猫空
书店市场推广部杨光介绍， 近两年猫空书店大约每年增长 5
家新店，未来还会持续扩张。

眼下， 实体书店生存空间已被低价售书的电商们挤压得
所剩无几。 今日阅读创始人但捷表示，电子商务的冲击之下，
传统的单一图书销售模式已经落伍了， 实体书店需要探索新
的出路。

今日阅读：
多元化经营比只卖图书毛利高两成

一家书店，不止卖书，还传递着人文、创意、艺术、生活
的精神，这便是它的迷人之处。“实体书店应该更注重读者
的互动、体验和娱乐感，这是网络书店无法替代的地方。 ”但
捷说。

今日阅读书店不再依赖原来只销售图书的单一经营模
式，而是增加了很多书店以外和文化相关的附属功能，比如咖
啡馆、文化创意产品区，还有很多文化活动、文化沙龙等。据但
捷介绍，因为图书的利润很低，今日阅读目前在图书、咖啡、创
意产品上的销售收入比为 5： 4： 1，相比原来一家店 100%靠
销售图书盈利的经营模式，毛利率可以提高 20%。

但捷表示，“书的利润很低， 未来图书销售所占比例可能
还会降低，会有画廊、艺术廊等文化衍生的东西加进来。 今日
阅读会真正变成一个文化的平台而不只是一家书店。 ”

猫空书店：
用 80%的创意产品带动 20%的图书销售

猫空书店是一家出售小众书籍的文艺书店，提供阅览，也
提供特色饮品和甜点；它又是一家创意杂货店，设计和纸相关
的产品，透露着原创气息；它还是一家明信片主题店，在这里
可以将祝福寄给未来，此外，猫空还会开展多种主题活动。

猫空一开始的运营理念是给“未来寄一张明信片”和“做
最好喝的丝袜奶茶”，这两样都是猫空的核心产品；后来猫空
又卖起不同款式的明信片、不同口味的奶茶及甜点，完善了产
品的种类； 读者在写明信片的时候期望得到与产品密切相关
的一整套属性与条件，在猫空买书， 产生了雅座的最低消费；
读者在购买明信片以及在猫空消费的同时， 又会关注猫空内
部展示的信息，猫空为那些民间艺人宣传他们的作品公展、公
演时间，也为各种当地社团、组织提供宣传等，在这种互惠互
赢的基础上，不仅为合作社团组织个人提供了宣传，同时也提
高了书店的知名度。

杨光表示， 实体书店应该找到自己无法替代的特色和盈
利点。猫空书店之所以能抵挡网络书店和电子阅读的冲击，逆
势增长，得益于混搭的经营模式，目前，猫空书店图书、创意饮
品、创意产品的盈利比分别为 2： 4： 4。 销售独具特色的原创
设计产品、持续举办读书会、新书分享签售等活动带动了图书
销售。

读易洞：
提供深度文化增值服务，初现商业雏形

读易洞书店定位于“社区书房” 和邻里交往的“互动空
间”，基于对读书的热爱和对思想交流的热情，打造一个邻里
间的文化圈子，让更多人愿意读书、愿意交流、愿意分享是这
家书店的特色。

除了每月开展一次的“阅读邻居”活动，读易洞还为个人、
会所、企业等提供专业的图书顾问服务，包括高端书房定制、
特色图书采购、创意图书销售活动策划等，这些形成了读易洞
长期的经营项目。据读易洞店主阮丛介绍，店内的图书销售除
去人力成本外几乎是不带来利润的，而从 2008 年开展图书顾
问服务以来， 读易洞才探索出一套依靠创新服务带来盈利的
商业模式的雏形。

无独有偶， 杭州的文化地标枫林晚书店也锁定企业做深
度服务，从 2009 年开始做阿里巴巴、万科等企业的文化管家，
为企业提供图书馆、文化沙龙、咖啡馆、讲座、培训、“文化客
厅”、家庭书房等配套服务，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

阮丛表示， 书店为个人和企业服务的合作项目既得益于
经营书店多年的涵养，也来源于书店的文化圈子创造的机缘。

“无论是什么形式的， 大家对实体书店的好感是抹不掉的，所
以大家进了书店产生的一些文化上的好感可能就会产生一些
项目上的合作。 ”阮丛说，“在文化这个平台上还是有许多事可
以做的。 ”

尽管一些实体书店正在积极转型， 但实体书店的倒闭风
潮还是引发了读者对实体书店命运的担忧。 网友 nova1984 表
示，“书店近乎消亡， 只是在学校附近还有一些卖教辅书为主
的所谓的书店。基本上消费类书籍都在大型商超的文化柜台，
专业书籍的话，基本无法从实体店找到了。 ”网上有评论文章
指出，“一座城市没有了实体书店， 就像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机
器人， 常年奔波于商业利益， 没有了内心休憩的文化思想彼
岸。 ”

关于实体书店的未来，读易洞创始人邱小石在他的《业余
书店》中写道：“实体书店的生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商业形态
多元的可能性，个性的东西自由的尺度，这些远比探讨实体书
店的生存更有意义，因为这些，我们生活的社区和生活环境才
会变得更加有趣和可亲。 ”

【实体书店“沉浮”之案例】

传统商业模式过时
实体书店探索新途

实习记者 罗小清

【实体书店“沉浮”之研究】

房租压力压垮好书店 租金较五年前翻番
实习记者 罗小清

“倒闭潮”来袭
遭遇困境的民营书店不止学而

优一家， 7 月， 上海渡口书店新天地
分店因房租上涨无法续约而关闭，内
江最大的图书城———新知图书城也
关门了。 新知集团四川省公司总经理
郭红兵介绍，新知图书城关店正式退
出内江，因为“经营成本太高了，尤其
是房租（占书城经营成本的 60%），每
年以 3%的速度递增。 ”

据全国人大代表曹可凡对实体
书店的调查显示，“租金成本已成为
书店支出大头，很多书店的日租金超
过 3 元/平方米，有的高档商场中的书
店，日租金甚至达到 20 元/平方米，不
少书店交完租金，毛利率只剩下 1.5%
—3%”。

据不完全统计 ，2007 年以来，
全国倒闭关门的民营书店至少有
一万多家。 巧合的是，民营书店整
体性陷入困境的这五年，也恰是中
国房价涨势最凶猛的时期。 公开数
据显示， 北京去年的房价均价比
2007 年翻了一番。 据今日阅读书店
创始人但捷介绍，无法经受房租成
倍上涨的压力，今日阅读在成都最
早的一家社区书店紫荆店已经关
闭， 因为近几年房租涨得很快，紫
荆店的房租相比五年前已经翻了
一倍。

房租猛涨不断挤压实体书店的
利润空间，实体书店一退再退，艰难
求生。

连锁书店“瘦身”
房租猛涨不断挤压实体书店的

利润空间， 多家连锁书店一再萎缩，
艰难求生。

4 月以来，在广州越秀区房租、水
电、人工等高涨的背景下，学而优书
店已关闭了两家分店。 18 年来，学而
优书店在最辉煌时期曾有 30 多家门
店，但最近几年，学而优陆续关闭了
20 多家店面，目前只剩下 4 家分店。

纸老虎总经理曹章武表示， 纸老
虎近两年来关闭 57 家小型书店就是
因为扣除房租和人力成本之后根本不
盈利。“纸老虎书店总店金源店还能生
存是因为店面租期较长， 用房屋租金

来补贴图书销售，才能保证不亏本。 ”
由于租金上涨，今日阅读书店逐

渐关闭了十多家小型社区书店，把书
店从社区搬进了购物商场。 “因为购
物商场的房租对书店有优惠，大概只
占餐饮的 1/3、服装的 1/5。 这比我们
在街边的店面都要便宜很多，在购物
商场里面我们反而要生存得好一
些。 ” 今日阅读创始人但捷说。

好书店 也怕流浪
面对凶猛的租金，有些书店不忍

放弃，选择迁徙流浪。
6 月， 在广州上下九商圈经营了

50 多年的新华书店传来关门的消息。
据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景明回应， 书店没有倒闭，而
是因为租金太高要“挪窝”，新店面由
政府出面牵头承租，租金会低一些。

“好书店，不畏流浪。 ”去年 7 月，
北京单向街书店由于租金高涨不得
不第二次搬家，台湾作家舒国治在这
家书店的留言本上写下这样几个字。

“我们在之前的地方经营三年本来已
经刚开始略有盈余，但是一搬迁就要
重新装修、适应新环境，书店的经营
要过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 ”单
向街书店店长武延平说。

去年 10 月， 被读者视为北京文
化地标的万圣书园也因为房租问题
经历第四次搬迁。 据了解，近两次迁
址，万圣书园都得到了两任业主的租
金优惠和社会企业家的资金支持。

然而，得不到租金优惠和支持的
书店就倒在“流浪”的路上了。

今年 1月，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关

门，书店原来的经理白峰说，太累了，随
着房租不断上涨， 书店不断更换位置，
每次搬家都使书店元气大伤，经营每况
愈下，近两年来几乎是赔钱维持。

实体书店呼唤“减房租”
北京的个体社区书店读易洞书

店，只有 70 平方米，已经在北京东五
环外的民居里经营了 7 年。 读易洞的
店主阮丛表示，“因为房子是自己购
买的，没有请员工，这两点是比较节
约成本的。 如果说房租和人员上面有
一些付出的话，我们肯定会增加一些
负担，一些情况如果不太理想的话我
们就会坚持不下去。 ”

大多数中小型实体书店经营的
资金链本身较为脆弱，如果高房价仍
然持续，就会有一些经受不住冲击的
书店完全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北
京朝阳区华贸中心西大望路华贸公
寓的一家特色书房，经营 ３ 年已经开
始盈利。 2010 年末，3 年租约到期，书
店因房租翻番而关闭，3 年的努力化
为泡影。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负
责人日前透露， 可能对实体书店减
免增值税（占营业额的 13%），北京
豆瓣书店的负责人卿松对此并没有
表示出太多惊喜， 他表示，“减税不
如减房租， 房租占了我们经营成本
的 80%以上， 我们每个月的收入大
部分都用来交房租了。 我们这个不
到 60 平方米的小书店，每个月房租
一万三千五， 近几年每年月租都要
涨 1000 元，我们这些小书店快被房
租压死了。 ”

“ 8 月 10 日，经营
了 15 年的学而优东
风东书店停止营业，
这是学而优书店继 4
月份关闭北京路店后
又一家分店停业。 学
而优书店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定方表示，两
家书店停业主要都是
由于合同到期， 租金
将上涨， 书店负担不
起，只得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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