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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高校图书馆设立实体书店”的调查分析

□陈凌　高冰洁∗　李莹　王波　冯英

　　摘要　当前,三分之一高校的校园实体书店数量出现下滑.在馆内开设书店的高校图书馆

比例很低,经营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图书馆认为在图书馆里开办书店利大于弊,小部分图书馆

认为图书馆本身就是大书店,无须再办书店.如果在馆内开办书店,图书馆希望国家和高校能够

在政策、经济、管理、服务层面给予支持.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校园书店　图书馆书店

分类号　G２５８．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３

　　近年来,受网络购书和数字阅读习惯逐步形成

的影响和冲击,较多高校出现校内实体书店数量减

少、规模缩小的态势.校园书店是大学重要的文化

阵地之一,在其逐渐衰退的现实情况下,图书馆是否

有必要在馆内设立实体书店,承担起校园书店独特

的文化教育作用? 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在全国高

校图书馆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关于高校图书馆设立

实体书店情况”的问卷调查,以期为上述问题提供事

实数据和分析依据.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本
次调查以馆为单位,以高校图书馆馆长或具体负责

相关业务的主管人员为调查对象.
调查共收到来自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答

卷１２００份.其中,２６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两份或

多份答卷,我们选择答卷时间最长的作为有效答卷,
其余剔除;另有１５份答卷,或不能识别机构身份或

来自高校外机构,也作为无效答卷剔除.最终采纳

有效答卷１１５３份,其中包括:普通高校９６４份(含
“双一流”高校９８份,高职高专４９８份),民办普通高

校１０５份,独立学院５７份,成人高校１７份,其他院

校１０份.

１　大学及校园实体书店基本情况

校园实体书店的数量及经营情况与大学的学生

规模及校区数量可能存在密切关系,因此我们首先

对大学的基本情况进行调研.在实际生活中,很多

大学周边都有中小型书店,由于周边的定义难以明

确,故本次调查不覆盖校园周边书店,仅限于校园内

的实体书店.

１．１　全日制在校学生人数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４５.参与调研的高校

在校生规模多为１万人以上,占６４７％.其中,全

日制在校生人数４万(含)以上的数量为３７所,占

３２％;２万(含)到４万之间的为２４４所,占２１３％;

１万(含)到２万之间的为４６０所,占４０２％;５千

(含)到１万之间的为２９１所,占２５４％;５千以下的

为１１３所,占９９％(见表１).

表１　“全日制在校学生人数”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４万(含)以上 ３７ ３．２％

B　２万(含)到４万 ２４４ ２１．３％

C　１万(含)到２万 ４６０ ４０．２％

D　５千(含)到１万 ２９１ ２５．４％

E　５千以下 １１３ ９．９％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１１４５

１．２　全日制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校区数量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５３.参与调研的高校

以一到两个主校区为主,两者占比达到８４．７％.其

中,５７３所高校只有一个主校区,占４９．７％;４０４所高

校有两个主校区,占３５％;１２０所高校有三个校区,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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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１０．４％;３７所高校有４个及以上校区,占３２％;
另有１９份问卷选择“不清楚”(见表２).

表２　“全日制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校区数量”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１个 ５７３ ４９．７％

B　２个 ４０４ ３５％

C　３个 １２０ １０．４％

D　４个及以上 ３７ ３．２％

E　不清楚 １９ １．７％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１１５３

１．３　校园内实体书店数量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５３.其中,４１０所高校

校园内只有一个实体书店,占３５６％;５８所高校有

２个实体书店,占５％;１３所高校有３个实体书店,
占１１％;６所 高 校 有４个 及 以 上 实 体 书 店,占

０５％.另有６６６份问卷显示参与调查者不清楚校

园是否设有实体书店或校园内没有实体书店,占

５７８％(见表３).总体而言,高校校园内实体书店

的实际设立情况不乐观.

表３　“校园内实体书店数量”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１个 ４１０ ３５．６％

B　２个 ５８ ５％

C　３个 １３ １．１％

D　４个及以上 ６ ０．５％

E　不清楚 ６６６ ５７．８％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１１５３

　　为考察在校生规模与校园实体书店数量之间的

关系,我们特意选取在校生人数２万以上的２８１所

高校进行分析.其中,４所高校有４个及以上实体

书店;７所高校有３个实体书店;３６所高校有２个实

体书店;１２０所高校有１个实体书店;另有１１４份问

卷表示不清楚情况或未设立实体书店.通常我们认

为,在校生规模大的高校,实体书店的设立情况会更

好,但根据本次调查,在校学生２万人以上的高校

中,开设实体书店的占比为４５９％,相比于平均水

平的４２２％,并没有明显优势,和之前的预想有

差异.
为考察校区数量与校园实体书店数量之间的关

系,我们特意选取校区数量两个及以上的５６１所高

校进行分析.其中,２０２所高校有１个实体书店;４７
所高校有２个实体书店;９所高校有３个实体书店;

３所高校有４个实体书店;另有３００份问卷表示不

清楚情况或未设立实体书店.拥有两个及以上校区

的高校中,开设实体书店的占比为４６５％,相比于

平均水平的４２２％,也没有明显优势.

１．４　２０１０年以来校园内实体书店的数量变化情况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５３.其中,５４６份问

卷显示近１０年来校园内实体书店数量没有变化,占

４７４％;３１８份问卷表示书店数量减少,占２７６％;

７０份问卷显示数量出现增长,占６１％;另有２１９份

问卷表示不清楚情况,占１９％.校园实体书店近年

来呈现总体下滑的态势.我们对７０所出现书店数

量增长的高校进行类型分析,其中包括:“双一流”高
校５所,普通高校３３所,高职高专院校２９所,民办

普通高校２所,独立学院１所.不同类型的高校,出
现校园书店增长的比例大体相当(见表４).

表４　“校园实体书店数量变化情况”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减少趋势 ３１８ ２７．６％

B　增长趋势 ７０ ６．１％

C　没有变化 ５４６ ４７．４％

D　不清楚 ２１９ １９％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１１５３

１．５　２０１０年以来校园内是否出现过规模明显扩张

的书店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５３.其中,１０１４份答

卷表示近１０年来没有出现过规模扩张的书店,占

８７９％;２４所高校出现过规模明显扩张的书店,占

２１％;另有１１５份答卷显示不清楚情况(见表５).
我们对２４所出现过规模扩张书店的高校进行分析,
其中包括:“双一流”高校３所,普通高校９所,高职

高专院校８所,民办普通高校２所,独立学院１所.
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高校,出现校园书店规模明显

扩张的比例也大体相当.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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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校园书店规模扩张情况”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有 ２４ ２．１％

B　没有 １０１４ ８７．９％

C　不清楚 １１５ １０％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１１５３

２　图书馆设立实体书店的情况

在高校图书馆设立实体书店的情况并不罕见,
以前都是照搬书店的经营方式,直接在馆内开书店.
但近几年,“读者选书,图书馆买单”的资源采购方式

逐渐兴起,部分图书馆开始尝试和书店或者馆配商

合作,在馆内开辟空间,读者选书直接借走,图书馆

算作馆藏支付费用.这种形式也可算作馆内开设书

店的一种形式,故本次调查对图书馆设立实体书店

的界定为:在图书馆内有专属空间,长年提供图书销

售服务,包括非典型性书店,如用于开展“读者选书、
图书馆买单”活动的新书阅览室与阅读空间等.

２．１　图书馆内是否设立过实体书店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５３.调查结果显示,

６５９％的高校图书馆从未在馆内设立过实体书店;

１２６％的高校图书馆曾经设立过,但已经取消;只有

８４％的高校图书馆当前设有实体书店;７４％的答

卷选择现在没有设立,以前情况不清楚;有２５家图

书馆表示年内打算设立,仅占２２％;另有４１份问

卷选择了其他情况,代表性的情况包括:新馆启用/
馆舍重新装修后将设立;部分空间兼有图书销售功

能;将安装自助售书机;有专营教材的书店,但属教

务处管理;虽无书店但开展读者荐购活动;非常态化

开展“读者选书、图书馆买单”活动等(见表６).
表６　“图书馆设立实体书店情况”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当前设立有实体书店 ９７ ８．４％

B　设立过,但已经取消 １４５ １２．６％

C　从未设立过 ７６０ ６５．９％

D　现在没有设立,以前

情况不清楚
８５ ７．４％

E　年内打算设立 ２５ ２．２％

F　其他(请具体说明) ４１ ３．６％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１１５３

２．２　馆内书店的名称

图书馆内的书店名称通常都带有一定的文化气

息或时代特色,这里选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名称,见
表７.

表７　部分高校图书馆内书店名称

丝驿书院 安定书院 咖啡书香苑

桃李书院 宝塔书苑 漫书咖

时代书苑．青禾书店 倍阅书店 敏学书店

颜品 博雅书店 墨香书店

邺架轩 博约书屋 新华闪借阅览室

遇见书吧 布克书吧 悦客书吧

约阅读体验中心 独秀书房 三合书店

嘤鸣书社 二酉书吧 心湖书吧

啄木鸟概念书店 凤凰致远书店 横渡书苑

时间的颜色 格经苑 警苑书店

书香荷韵文化沙龙 海丰书店 尚书房

２．３　馆内书店的经营主体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９７.其中,３１家答卷表

示经营主体为国营企业,２６份答卷表示经营主体为

私营企业,８份答卷表示属于联合经营,只有６份答

卷表示经营主体为图书馆,２６份答卷表示不清楚.
总体而言,代表性的经营主体如下:图书馆、图书馆

挂靠学校资产管理公司、新华出版集团/新华书店、
私营书店、学校后勤集团、教务处、出版社、读书

会等.

２．４　图书馆和书店经营主体的合作方式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９７.其中,４４份答卷表

示图书馆仅提供经营场所,占４５４％;３３份答卷选

择开展项目合作,如“读者选书、图书馆买单”等,占

３４％.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方式还有股份制合作;图
书馆提供场所、新华书店派人指导、学生创业团队自

主经营等.

２．５　图书馆是否参与入店图书的管理,比如图书筛

选、盗版审核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９７.其中,４９份答卷表

示图书馆不参与图书管理,占５０６％;２８份答卷表

示图书馆参与图书管理,占２８９％;另有２０份答卷

选择了其他情况,具体包括:限制经营范围;邀请专

家学者成立书目审查委员会;图书馆提需求,合作书

店具体管理;读者选书管理;图书馆不定期检查等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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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８).

表８　“图书馆参与馆内书店管理情况”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参与 ２８ ２８．９％

B　不参与 ４９ ５０．５％

C　其他(请具体说明) ２０ ２０．６％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９７

２．６　馆内书店近两年的经营情况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９７.调查结果显示,当
前图书馆内书店的经营水平参差不齐,业绩明显增

长的数量很少,平稳运营和业绩下滑的数量基本持

平.很多图书馆表示,单纯的图书经营很难营利,必
须依赖多元化的经营手段.具体情况为:２９份答卷

表示经营良好、稳步运营,占２９９％;２１份答卷表示

业绩下滑,占２１７％;４份答卷显示经营良好、业绩

有明显增长,占４１％;４３份答卷选择其他情况,包
括:经营时间尚短或刚刚开始经营;业绩始终一般或

亏损运营;单纯经营图书无法生存,依靠多元化经营

等.其中,业绩有明显增长的４家为:四川大学锦江

学院图书馆、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鲁东大学图书馆

和江苏警官学院图书馆(见表９).

表９　“图书馆内书店经营情况”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经营良好,业绩

有明显增长
４ ４．１％

B　经营良好,稳步

运营
２９ ２９．９％

C　业绩下滑 ２１ ２１．７％

D　其他(请具体说

明)
４３ ４４．３％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９７

３　对在图书馆内开设实体书店的态度及面临的主

要问题

本部分主要调查高校图书馆对在馆内开办实体

书店的态度以及图书馆开办书店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３．１　是否有必要在图书馆内办书店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５３.其中,７５２份答

卷表示有必要在图书馆内设立书店,占６５２％;１６７
份答卷表示没必要在馆内设立书店,占１４５％;１８３

份答卷显示尚未想好,占１５９％;另有５１份答卷选

择了其他情况,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政策违规问题;
经济效益问题;应视学校的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

论;办与不办,各有利弊等(见表１０).

表１０　“图书馆人对在馆内设立书店的态度”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有必要 ７５２ ６５．２％

B　没必要 １６７ １４．５％

C　没想好 １８３ １５．９％

D　其他(请具体说明) ５１ ４．４％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１１５３

３．２　在图书馆内办书店的好处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５３.本题为多选题,
其中,９３５份答卷选择“丰富校园文化”,占８１１％;

９１３份答卷选择“及时展示新书”,占７９２％;８８２份

答卷选择“方便读者选书,图书馆就近采购”,占

７６５％;８０１ 份 答 卷 选 择 “吸 引 师 生 来 馆”,占

６９５％;另有６９份答卷选择“其他”,主要认为图书

馆内不宜办书店,原因包括:空间有限,不宜办书店;
图书馆就是大书店,设立书店无意义等(见表１１).

表１１　“图书馆内办书店的好处”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及时展示新书 ９１３ ７９．２％

B　丰富校园文化 ９３５ ８１．１％

C　吸引师生来馆 ８０１ ６９．５％

D　方便读者选书,图
书馆就近采购

８８２ ７６．５％

E　其他(请具体说明) ６９ ６％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１１５３

３．３　图书馆办书店的主要问题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５３.本题为多选题,
其中,６５１份答卷选择“内容不易监管”,占５６５％;

６２０份答卷表示“安全不易监管”,占５３８％;５５３份

答卷选择“盗版不易监管”,占４８％;１９５份答卷选择

“读者选书,不利于馆藏体系建设”,占１６９％;另有

２８４份答卷还选择了其他情况,代表性的观点包括:
空间不足;经营资质问题;经营成本问题,包括经费

与人力等;需求不足、盈利困难;政策许可问题;学校

规定及领导态度等(见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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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图书馆内办书店的主要问题”问卷反馈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内容不易监管 ６５１ ５６．５％

B　盗版不易监管 ５５３ ４８％

C　安全不易监管 ６２０ ５３．８％

D　读者选书,不利于

藏书体系建设
１９５ １６．９％

F　其 他(请 具 体 说

明)
２８４ ２４．６％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１１５３

３．４　对图书馆内办书店的总体认识

本题的有效填写人次为１１５３.其中,９４０份答

卷认为图书馆内办书店利大于弊,占８１５％;２１３份

答卷认为弊大于利,占１８５％.

３．５　图书馆内办好书店需要哪些条件

本题为开放性问题,代表性观点有:图书馆需要

有足够的空间;需要有政策支持,如解决事业单位的

经营资质、公有房屋租赁使用政策等;需要有经费支

持;需要学校及主管部门支持;需要书店、出版社等

合作方的支持;需要经营模式、服务模式创新,解决

好盈利问题等.

３．６　如果教育部、高校对图书馆内办书店给予支

持,希望给予什么样的支持

本题为开放性问题,代表性观点包括:在政策层

面允许、鼓励、规范;给予书店经营的政策优惠,如免

税;对开办实体书店的图书馆给予专项经费支持;简

化图书馆开办书店的手续,有图书馆表示曾经申办

过,但因需要参加考试、培训、申请等一系列程序,最
终没有办成;允许进行多元化经营,如提供咖啡售卖

服务等;给予专业指导,如参考标准、书目选择、书目

推荐、经营方式、活动策划等;支持图书馆优化采购

制度,允许图书馆多样化采购,目前很多图书馆只能

进行政府集中采购等.

综合上述情况,在参与调查的１１５３所高校中,
近半数高校的校园实体书店数量近１０年来没有明

显变化,三分之一高校的校园实体书店数量呈现下

滑.当前高校图书馆在馆内实际开设书店的比例很

低,只有９７所高校图书馆设有实体书店,占比仅为

８４％,另有１４５所图书馆(占１２６％)曾经设立,但
已经取消.馆内书店的经营水平参差不齐,总体而

言,大约一半图书馆表示馆内书店的经营业绩并不

好.绝大部分图书馆(８１５％)认为在图书馆里开办

书店利大于弊,小部分图书馆认为图书馆本身就是

大书店,加之空间、成本、政策、管理、经营等问题的

存在,所以图书馆内不宜开办书店.如果在馆内开

办书店,图书馆希望国家和高校能够在政策、经济、
管理、服务上规范一些框架和流程,解除一些捆绑和

束缚,给予一些支持和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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