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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发行的市场化是目前国内图书发行市场的基本特征，图书馆专供商的出现则是市场化的结

果。结合目前国内图书发行业书目发展现状，对图书馆专供商提供给高校图书馆的采访书目进行高校图书馆
征订书目构成分析、书目预订情况分析及书目信息容量分析，力求为高校图书馆的实际工作提供可资参考的
依据。
［关键词］

图书发行

［中图分类号］

市场化

高校图书馆

Ｇ２５８．２２；Ｇ２５２

采访书目

［文献标识码］

Ｂ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ｏ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ｂｏｏ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ｇｉｖｅｓ ａ ｄｅｅ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ｏｏ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

我国图书发行的市场化发展

１．１ 图书发行格局的市场化

行的市场化发展。

２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中国只有新华书店一个图书销售
渠道。自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原文化部出版局在《关于图书发行体
制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
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
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并提倡“适当发展个体
书店”［１］ 。由此，民营书店作为新华书店的补充应运而生。据
估计，２００２ 年民营书业在一般图书的发行中所占份额已经
超过了 ５０％，２００３ 年民营书店就达到了近 ８ 万家［２］。据中
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调查， ２００５ 年 ３月全国已经至少有二三十
家经营规模上亿元的民营书业企业 ［３］。

１．２

图书馆专供商的出现
民营书业企业的大规模发展也为之后整个书业市场的

定位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民营企业以零售性连锁书店、
图书馆专供商等形式在图书发行市场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

图书出版发行业书目发展现状
书目是传播图书出版信息的载体，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后

多为纸版书目，近 １０ 年来，随着图书出版发行市场的发展
和行业竞争的加剧，电子版书目日益成为图书发行市场的
主要媒介， 也成为图书发行商竞争的重要工具。书目从出版
社到发行商再到最后的消费者这一过程中，出版社是书目
信息的源头，发行商则以中间商的身份成为出版社和消费
者之间的桥梁。我国现有图书出版发行业书目系统依然保留
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催
生了以民营书店为主体的图书市场的发展， 用于图书发行的
征订书目则随之出现了完全以发行商为主导、以营利为目
的的商用书目，这同时也丰富了我国现有的图书出版发行
业的征订书目体系。

２．１

公用性全国书目

地。其中，图书馆专供商的出现为图书馆的日常图书采购

长期以来，公用的全国性书目主要是《新华书目报》、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他们为了生存

《中国图书在版编目快报》、《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

和发展，力求为图书馆提供最好的服务，包括图书出版信

和《中国国家书目》等，可以说它们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

息的收集、图书馆所需书目数据的提供、图书到馆加工服

遗留物。
《新华书目报》主要用于新华书店系统进行图书征

务、图书质量和优惠条件，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图书发

订，由新华书店总店编制。
《中国图书在版编目快报》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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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纳入出版计划的图书出版预报信息为来源编

织和培训了一批专门人员从事书目数据的制作，能为图书

制的。
《全国新书目》 （ 月刊 ） 和《全国总书目》 （ 年刊 ） 则

馆提供高质量的征订书目数据和编目数据。该书店到书迅

是中国版本图书馆样书书目。
《中国国家书目》是中国国家

速，所制作的书目数据因为是以库存新书为数据源，信息

图书馆的馆藏新书书目。显然，
《新华书目报》和《中国图

也非常准确，因而在目前的国内图书发行市场有着很大的

书在版编目快报》是图书出版前的预报性书目，而《全国

竞争优势。

新书目》、《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书目》均是图书出版

对现有图书业书目发展现状的了解，是为了给高校图

以后以出版新书为数据源编制的书目。这些书目都在不同程

书馆的日常图书采访提供一定的依据。下面笔者将以高校

度上使用于图书出版发行的各个环节，对图书市场的发展

图书馆几家大型专供商的征订书目为分析对象，对其在高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校图书馆采访工作实际应用中的优劣进行相关探讨。

然而，作为传统性的几大书目，它们目前存在着一个
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市
场的多样化已经让它们日益丧失了以前在书目信息收集上
的权威性和完整性。各种统计均表明，预报性的《新华书
目报》现在收录的图书出版信息已经只能占到年出版图书
的 ３０％左右，且大部分是京版图书，地方版图书越来越少；
《中国图书在版编目快报》的收录品种也日益下降，且预报
信息的准确性较低，信息的可利用性不大；《中国国家书
目》、
《全国总书目》以及《全国新书目》等图书出版后编制
的书目虽然准确性比较强，但相对图书出版时间而言却明显
滞后，而且收录品种也因我国出版格局的变化等因素难以齐
全。正因为如此，这些书目在我国目前图书发行市场已经越
来越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直接用于图书发行的商用书目应
运而生，并且在图书发行市场开始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２．２

商用性书目
民营书店的发展壮大活跃了图书发行市场，也极大地

刺激了国营书店的改制，从而形成了图书发行行业的竞争
态势，伴随市场竞争的则是各书店商业书目的发展和日益
成熟。就高校图书馆专供商提供的商用书目而言，目前具

３

高校图书馆专供商征订书目分析

３．１ 高校图书馆征订书目构成分析
对高校图书馆而言，除了传统的《新华书目报》以外，
图书馆专供商的自编商用书目是其提供给图书馆的主要图
书征订信息。表１是目前高校图书馆专供商书目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几种书目，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目前图
书发行市场的书目状况有基本的了解。
从表 １ 可以看出，这几家综合性书店在书目上有一定的
共性，同时也有各自的特色。首先，除以书店库存新书为
书目信息源的北京图书大厦以外，其它书店都将传统的新
华书目报作为自己书目的一部分，在书目上依然有计划经
济时代的遗存。其次，各书店书目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的特
点，自编书目根据各书店对市场的定位以及自身的经济实
力主要分为现货新书书目和预订图书书目两大部分。据笔
者了解，北京图书大厦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发行业的
良好声誉，能保证其书目为 １００％现货新书书目；其它三家
书店现货新书书目则因各自的实力和定位，现货图书比例基
本上为 ３０％左右，其中部分虽然是现货图书但并非新书品

有全国性影响的有以下几家：北京图书大厦书目、人天书

种。如湖北三新书店对《三新可供补缺数据》的说明是：

目、教图自编书目、武汉三新书业书目、世纪金典书目，等

２００６ 年以前出版图书的数据，是对 ２００６ 年以前出版图书的

等。发行商通过各自的渠道收集图书出版信息编制成为本

一个补充，其中多为现货书目；而人天的库存图书书目也

书店发行服务的商用书目，同时也为下游的消费者，尤其

情况类似。据笔者日常处理书目了解到，各书店书目信息

是为图书馆的图书订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些书商、出

的重复性较大。各书店虽然有一定的自身特色，如湖北三

版商为了争夺图书发行市场，除了在库存新书品种上一拼

新的地方出版社书目，世纪金典的理工类分类书目，但从

高下，其对图书发行信息的收集与制作也成为竞争的重要

总体来说，他们的书目都属于综合性书目，如基本上都分

武器。他们不但为图书馆提供采访所需的书目，甚至对图

为社科类、科技类，特色书目也更多地只是将信息进行分类

书馆所需的
表１

馆藏图书编
目数据也加
以配备，如北

书目名称
新华“三目”

京图书大厦

自

作为国内最

编

大的一家现

商

货书店，同北
京丹诚软件
公司合作，组

用
书
目

厦门大学图书馆主要专供商书目一览表

北京图书大厦

人天书店

武汉三新

世纪金典

无

有

有

有

北 京 图 书 大 厦 人 天 非 两 目 社 三新可供新书数据－社科； 金典社科；
书目
科 ①；人天非两 三新可供新书数据－科技； 金典机工版书目；
目科技 ①；人天 三新可供沪版书目；三新可 现货高职数理化；
社 科 ； 人 天 科 供缺补数据－社科；三新可 现货无高职数理化；

技 ； 库 存 图 书 供缺补数据－科技；地方出 农林专题；
现货目录非高职 Ｔ 类（不含 ＴＰ，ＴＮ，ＴＵ） ；
书目
版社分类书目数据
现货目录高职 Ｔ 类（ 不含 ＴＰ，ＴＮ，Ｔ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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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而已，其中大部分书目信息与其它书店存在着重复性。

为 ３０％左右。②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专供商设有出版社的

３．２

书目预订情况分析

样书展示厅，他们的部分书目是依据这些样书制作的，但

很长时间以来，在我们图书馆采购人员的意识中都认

基本没有复本配备。③自编书目中的预订书目比例已经明

为以传统的《新华书目报》为代表的征订书目基本上是预

显降低。由此可见，在目前的国内图书发行市场，还没有

告性书目，其预订比例应该是很高的。笔者针对此问题对

一种真正起主导作用的预订书目系统，这就直接导致了图

常用征订书目进行了一个有关预订情况的统计，表 ２ 即是

书征订时的盲目性。

笔者量化分析的结果。这里所选取的书目分别是：
《新华书

３．３

书目信息容量分析

目报》
（社科、科技）、
《中国教育图书公司自编社科书目》、

表 ３ 采用抽样统计的方式，统计内容包括每期书目的

《人天自编社科书目》等几种，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８－９ 月期间，

地方出版社家数、地方版图书品种（京沪版以外）、图书总

每种书目各 ３ 期。

品种、地方版图书品种所占比例等几项主要指标。
表２

书目名称 书目期号
８３４
社科新书目

首先，这里需要对书目信息容量进行一个基本的界定。

书目预订情况统计

发布时间 预订品种

预订率（％）

总品种

笔者认为，书目信息容量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的内容：该书目一段时间内总的图书品种的多

２００７．８．８

１４３

３７２

３８

８３６

２００７．８．２８

３８

４２２

９

８３８

２００７．９．１８

７３

３２３

２３

版书目信息在总的图书信息中所占比例。 前两

７８９

２００７．８．１

１８４

５２９

３５

者表示书目信息的完整性，后一指标则表明书

７９１

２００７．８．２４

１１５

５５５

２１

目信息的特色性。结合这几个指标，我们可以看

７９３

２００７．９．１２

１０５

４７８

２２

出，其一，传统的新华书目报信息量已经非常有

教图自编

７４０１

２００７．８．２８

３

８７０

０．３

限，其在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书目信息上的权威

社科书目

７６０１

２００７．９．１１

７４

１ １３８

６．５

地位已经被发行商自编书目所取代。其二，现有

７８０１

２００７．９．２５

１３

８８５

１．５

的高校图书馆综合性专供商基本每个月可提供４

人天自编

２９１

２００７．８．３１

２４

９２４

２．６

０００ 种左右适合高校图书馆的新书书目，一年可

社科书目

２９３

２００７．９．１４

２８０

１ ０８３

２６

提供约 ５ 万种，如果图书馆跟 ２－３ 家书店合作，

２９５

２００７．９．２７

３１

９５７

３．２

则在书目信息总量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

科技新书目

注：预订品种是指图书出版时间晚于书店书目信息公布时间的图书。

由表 ２可以看出，目前在图书发
行市场中，征订书目的预订率已经
大大降低，如在表 ２ 中 ４ 种共 １２ 期

书目名称
社科新书目

目》和《科技新书目》，它们的平均

图自编社科书目和人天自编社科书

书目信息量情况统计

发布时间 地方出版社家数 地方版品种
６

８３６
８３８

教图自编社科
书目

总品种 地方品种比例（％）

８６

３７２

２００７．８．２８

０

０

４２２

０

２００７．９．１８

２

７

３２３

２．２

７４０１

２００７．８．２８

５７

２０３

８７０

２３

７６０１

２００７．９．１１

９４

３５９

１１３８

３２

７８０１

２００７．９．２５

５１

２２６

８８５

２６

人天自编社科

２９１

２００７．８．３１

８３

２６９

９２４

２９

书目

２９３

２００７．９．１４

７１

２７３

１０８３

２５

预订率也仅仅为 ２５％左右，这也是
出版业高度市场化的结果。至于教

表３

２００７．８．８

的不同书目中，预订比例较高的集
中在《新华书目报》的《社科新书

期 号

少、书目信息覆盖地方出版社家数的情况、地方

８３４

２３

目的预订率则更低。结合笔者了解

２９５

２００７．９．２７

７２

２０３

９５７

２１

到的情况，书店自编书目预订率降

北京图书大厦

３８６

２００７．８．２３

３５

１０８

６６３

１６

低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①书店的

社科书目

３８８

２００７．９．７

４５

１８０

８９３

２０

３９０

２００７．９．２１

５２

２６９

１０１０

２７

部分自编书目是以出版社图书出版

后直接发给各书店的新书为数据源编制的。从近年书店的

平。而我国每年约出版 １５ 万种图书，其中新书约 １２ 万种，

发展来看，由书目预订向现书订购的转变已经成为一种趋

而适合高校的图书约 ７ 万种，如果各专供商书目信息的互

势，虽然这部分新书订购的比例还较低。如人天书店就建

补性较强的话，完全能够满足图书馆的需求。其三，在书

有面积达 ２０ ０００ 平方米的大型书库，共计有近 １５ 万个图书

目信息对地方版图书的覆盖上，目前教图与人天两家以

品种，但其中的近期新书品种并不多，更多的是作为出版

自编预订书目为发行主渠道的综合性书目仍有一定优势，

社的库存图书存放地，如其网站上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的“本

二者在地方出版社家数与地方版品种比例上也比较接近，

周新品种”书目中，２００６ 年版的图书只占到 ６０％左右，如

人天略高； 北京图书大厦作为现货新书订购的书店，地方

果从书目发布时间算起，则近 ３ 个月出版的新书比例仅约

版图书品种则相对较低； 而《社科新书目》（下转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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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会议文献都存在读者。图书馆过去往往忽视网络免费会

Ｌｏｎｇ Ｔａｉ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议文献的建设，但透过这种长尾现象，应重视采集免费会

Ｓａｌ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０３－１２］． 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

议文献资源，建设其资源平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而
形成新的服务理念 ［８］。

４．２ 建立网络免费会议文献采集和揭示的平台
网络免费会议文献的分散性和动态性，增加了用户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９５３５８７．
［３］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ａｉｌ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ｆｉｔｓ［ＥＢ／ＯＬ］．
［２００８－０４－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ｂａ．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ｓｅｌｌｉｎｇ＿ｏｎ＿ｅｂａ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ｒ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ａｉｌ＿ｏｆ＿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ｒｏｆｉｔｓ．
ｈｔｍｌ．

现、获取和使用它的难度，导致现存很多免费会议文献没

［４］ Ｅｌｂｅｒｓｅ Ａ， Ｏｂｅｒｈｏｌｚｅｒ－Ｇｅｅ Ｆ． Ｓｕｐｅｒｓｔａｒ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ｄｏｇｓ： Ａｎ

能被适当使用。图书馆应该建设网络免费会议文献采集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ａｉ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Ｖｉｄｅｏ Ｓａｌｅｓ［ＥＢ／ＯＬ］．

揭示平台，增加网络免费会议文献的可见度，方便用户快

［２００８－０４－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ｅａｗｅｂ．ｏｒｇ／ａｎｎｕａｌ＿ｍｔｇ＿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７／

速找到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４．３ 发掘、引导用户兴趣，建立网络免费会议文献的
资源导航系统。
随着网络的迅速普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当前
Ｗｅｂ２．０ 环境，乃至以后可能出现的 Ｗｅｂ３．０、Ｗｅｂ４．０ 环境
下，信息鸿沟将逐渐消失，可免费获取的会议文献数量会
渐渐增多，用户的需求将逐渐从目前的“头部”慢慢引导
到“尾巴”［８］。为了使用户更为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上各种不
同类型的网络免费会议文献，图书馆可在建立网络免费会
议文献采集和保存平台的前提下建立一些机制，通过用户
的参与、评价和推荐，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导航系统，从而
使用户发现曾经被忽略的有价值的会议文献。
长尾的启示在于借助网络免费的优势［９］ ，发掘网络上众
多分散可免费获得的会议文献，利用数量上的规模优势取
得效益。

０１０７＿１０１５＿１００２．ｐｄｆ．
［５］ 袁志华， 王均林． 高校图书馆重点用户隐性需求的开发［Ｊ］． 大学
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２（１）：６０－６２．
［６］ 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Ｍ］． 夏

云，杨起全，王光林，等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
［７］ 颜世伟． 长尾理论和数字图书馆联盟的长尾效应［Ｊ］． 情报杂志，
２００７（１１）：１４５－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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