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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实体书店经营情况调查表（提纲） 

1.书店名称（全称）：                                     

2.书店所在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书店属性： 

○国有书店 

○民营书店 

○外资书店 

○多元混合书店 

4.书店经营方式： 

○单体书店 

○连锁书店  书店数量：      

○集团经营  书店数量：      

5.主兼营业务（多选）： 

□图书批发 

□图书零售 

□团购 

□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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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策划 

□文具用品 

□文创产品 

□咖啡餐饮 

□其他                                 

6.经营场地： 

○自有物业 

○租赁场地（商业） 

○租赁场地（办公） 

○自有+租赁 

○其他                             

7.营业面积（所有门店）： 

○500 平米以下 

○500-1000平米 

○1000-3000 平米 

○3000-5000 平米 

○5000 平米以上 

8.书店从业人员总数（所有门店）： 

○20人以下 

○20-50人 

○51-100 人 

○101-300 人 

○301-500 人 

○501-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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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人以上 

9.目前书店收入来源（多选）： 

□主营收入 

□兼营收入 

□租金收入 

□线上收入 

□线下收入 

□其他收入 

10.2021 年全年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 

○51万元-100 万元 

○101 万元-300万元 

○301 万元-500万元 

○501 万元-1000 万元 

○1001 万元-5000万元 

○5000 万元以上 

11.2021 年全年营业收入占比（多选）： 

□主营收入    % 

□兼营收入    % 

□租金收入    % 

□其他收入    % 

12.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无收入 

○1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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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50 万元 

○51万元-100 万元 

○101 万元-200万元 

○201 万元-400万元 

○400 万元以上 

13.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占比（多选）： 

□主营收入    % 

□兼营收入    % 

□租金收入    % 

□其他收入    % 

14.每年平均日常支出及占比（可参照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计算）

（多选）： 

□人工支出，占总支出的   % 

□房租支出，占总支出的   % 

□物业及水电支出，占总支出的   % 

□其他支出，占总支出的   % 

15.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多选）： 

□因疫情原因，无法正常营业 

□复工营业后，仍无人气 

□因销售萎缩，无力结算货款，货源无法保证 

□因销售萎缩，收入下滑，房租水电人工费用难以支付 

□其他困难                                         

16.面对疫情主要采取了哪些自救手段与措施（多选）： 

□通过网店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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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群销售 

□通过直播销售 

□通过发展会员储值 

□通过线上读书会销售 

□其他                                            

17.目前书店社群私域流量建设（包括社群涵盖人数、会员人数以及公

众号人数）： 

○无私域流量 

○私域流量 1 万人以下 

○私域流量 5 万人以下 

○私域流量 10 万人以下 

○私域流量 10 万人-50 万人 

○私域流量 50 万人以上 

18.受疫情影响，现金流是否受影响： 

○已受影响，难以为继 

○已受影响，尚可维持 

○即将产生影响 

○未受影响 

19.为应对疫情或改善经营困局，是否有融资需求： 

○是（□希望放宽银行贷款额度；□希望减化贷款流程；□希望提

高贷款审批速度；□希望拓展其他融资渠道；□希望加大财政贴息力度；

□其他                              ） 

○否 

20.是否了解国家相关支持及纾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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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请列举名称：                               ） 

○不了解 

21.当地政府是否出台相关支持及纾困政策： 

○是（请列举名称：                               ） 

○否 

22.2020 年是否享受到政府资金支持： 

○是（□房租减免金额    万元；□财政补贴金额    万元；□金融

支持金额    万元；□税收优惠金额    万元；□其他金额    万元） 

○否 

23.2021 年是否享受到政府资金支持： 

○是（□房租减免金额    万元；□财政补贴金额    万元；□金融

支持金额    万元；□税收优惠金额    万元；□其他金额    万元） 

○否 

24.2022 年上半年是否享受到政府资金支持： 

○是（□房租减免金额    万元；□财政补贴金额    万元；□金融

支持金额    万元；□税收优惠金额    万元；□其他金额    万元） 

○否 

25.国家和地方出台的支持及纾困政策帮助贵企业解决了哪些困难？ 

                                                         

26.希望得到协会哪些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多选）： 

□诉求、问题和困难反映 

□员工培训和技能提升 

□政策咨询 

□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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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7.希望得到政府哪些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多选）： 

□房租减免 

□财政补贴 

□专项资金扶持 

□金融信贷支持 

□税收优惠或减免 

□法律援助 

□其他                                             

28.对管理部门的意见或建议： 

                                                   

29.其他建议： 

                                                   

30.填报人信息： 

联 系 人：                

手机号码：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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