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四个坚持“接诉即办”
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理念，以不断健全“接诉即
办”工作机制为抓手，各部门共同发力，
不断提升区局市场监管效能和综合治理
水平。坚持“对标对表、综合施策”，提高
群众满意率和问题解决率。以“解决靠
科室，满意在所队”的工作目标，优化派
单流程，建立工单“双派+双考核”机制。
坚持“党建引领、协同配合”，完善长效工
作机制。建立“接诉即办”监督检查机
制。坚持“对内培训、对外沟通”，推进

“即办”落地落实。健全“接诉即办”培训
交流机制，每周发布工作简报，搭建全局

“接诉即办”微信工作群。坚持“问题导
向、主动治理”，提升行业治理能力。聚
焦11类行业问题诉求，建立十一类主管
行业监管治理工作机制，成立行业监管
治理工作组，加强分析研判，实现监管前
移，变“被动接诉”为“主动治理”，有效净
化市场环境。 （韩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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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在北京公布的《2019中国
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图
书零售市场规模继续保持增长，总规模
突破千亿元，销售额达1022.7亿元，同比
增长14.4%。其中，网店仍然保持较高
速度增长，同比增长24.9%；实体店继续
呈现负增长，同比下降 4.24%，降幅较
2018年有所收窄。

网店打折力度大
实体书店如何利用展陈优势？

在书店方面，《报告》数据显示，从
2019年全年数据来看，整体网店渠道售
价折扣降到 59折，打折力度进一步加
大。在网店高增速的背后，折扣依然起
到了很大作用。而对标实体书店，实体
书店渠道售价折扣为89折，两渠道的差
异较大。

近年来，在整个渠道发展过程中，网
店渠道的规模在不断增大，2016年网店
码洋规模第一次超过了实体店，到2019

年网店渠道的码洋占比达到了70%。
发布会现场，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研究咨询部经理冯小慧解读称，
在这一数字背后，更多映射了在售书折
扣长期存在明显差异的背景下，读者更
倾向在网店购买，尤其是对于头部产品、
大众畅销品的购买。

据介绍，目前实体书店在一轮轮的
改造升级过程中，引入越来越多的商品
品类，留给图书的营业面积不断减少。
在这种背景下，实体店对于上架品种的
选择一定会越来越慎重，图书选品会走
精选策略，只有适合书店客流定位的图
书才会在书店里受欢迎。

畅销书各大榜单公布
影视对图书带动作用明显

在本次《报告》公布同时，也公布了

一系列畅销书榜单。其中，少儿类第1
名为《窗边的小豆豆(2018版)》。该作品
在2003年5月进入开卷实体店渠道月度
少儿畅销书榜单前30名中，截止目前该
作品共上榜200多次。

畅销系列新书表现亮眼。其中，“虚
构类”新书榜中，《人生海海》排名第一。
在该榜单前10名中，影视剧带动作用明
显，如《镇魂》《少年的你，如此美丽(插图
珍藏版)》，将榜单延长来看，还有《流浪
地球》《长安十二时辰》《攀登者》《庆余
年》等。

少儿新书榜中，《墨多多谜境冒险
(28)-深湖暗影(阳光版)》排名第一。在前
10名中，“墨多多谜境冒险(阳光版)”系列
表现抢眼，此外就是引进版经典书的新
版，如《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等。《复仇者
联盟(4)-终极档案》也因为影视 IP的火

热受到关注。
在发布2019年年度畅销书榜单的

同时，2019年最具市场影响力作家也同
时公布。从年度畅销作家来看，均为本
土作者。

比如“虚构类”中为唐家三少。他从
2008年12月开始创作《斗罗大陆》，最为
人熟知的也是“斗罗大陆”这个 IP，2019
年“斗罗大陆”系列仍在连载，也是他本
年度最畅销的作品。非虚构类中，陈磊
以干货型漫画公号“混子曰”被人熟知，
自2017年3月首次出版图书，以《半小时
漫画历史》开始，后来其“半小时漫画”系
列逐渐延伸到唐诗、经济学、生活常识
等。少儿类中，北猫成为最具有影响力
的作家，同时北猫也是整体市场中销量
排名第一的作者，代表作《米小圈上学
记》已成为超级畅销书。 （中 新）

1月6日，国内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比达咨询发布《2019年
中国数字阅读市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阅
读用户规模达到 7.4亿人，同比增长 1.4%，网络文学用户规模
达到4.6亿人，同比增长8.3%。此外，数据显示，我国付费阅读
用户规模持续下降，免费阅读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免费阅读已
成为带动数字阅读行业发展的增长点。

报告指出，2019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到 7.4亿人，
同比增长 1.4%。而之前三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6.2%，4.4%，
2.8%。比达咨询分析师认为，由于游戏、影视、动漫等多种娱乐
方式分流了阅读用户规模，数字阅读遭遇天花板；我国人口红
利逐渐消失，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增速放缓。此外，网络文学用
户规模达到 4.6亿人，同比增长 8.3%，市场规模达到 204.8亿
元，同比增长21.0%

而在付费阅读与免费阅读的用户规模对比上，付费阅读已
从 2018年的 4.2亿人下降到 2019年 3.3亿人，而免费阅读则从
2018年的 0.5亿人增长到 2019年 2.5亿人。报告分析，数字阅
读行业已进入下半场，付费阅读进入瓶颈，免费阅读成为新热
点，成为带动数字阅读行业发展的增长点。

此外，报告指出尽管数字阅读行业竞争激烈，但我国数字
阅读全景生态流量市场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三强格局。数
据显示，阅文以 25.2%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掌阅、书旗分别以 20.6%和 20.4%的市场
份额位列二、三位，米读小说、连尚文学等分别以9.6%、9.0%的份额排名第四、五位。

比达咨询分析师认为，阅文集团凭借强大的内容资源以及QQ阅读、起点中文网和
微信等流量入口优势，生态流量居行业首位；而掌阅科技拥有掌阅APP、手机厂商、电
子书阅读器的多元流量支持，构建了丰富的数字阅读矩阵；书旗拥有过亿日活用户，并
通过细分内容增加流量用户群，此外UC、支付宝、优酷等超级APP也为书旗提供了更
加多元化的入口和全景流量。

针对国内数字阅读市场未来发展的趋势，报告称布局全景流量已经成为业内共
识，阅读将成为以微信、百度、今日头条等为代表的超级APP的内容标配。其次，多元
化阅读渠道针对用户差异性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日渐成为厂商吸引流量，提高用户粘
性的关键，未来将更注重场景化阅读以提高用户体验。报告在最后也强调了 IP衍生
将促进阅读产业协同化，分析师认为数字阅读厂商欲在内容生产、渠道建设、版权交
易、IP衍生及商业化落地等层面拥有完备的体系，通过与上游内容的整合和下游公司
的 IP授权合作构建产业协同化路线将成为一大趋势。 （北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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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

图书零售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1月 11日上午，2020年北京图
书订货会闭幕。据现场公布的数据
显示，本届图书订货会现场人流9.6
万人次，现场采定图书 8100万元。
本届订货会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
展示 40万种品种齐全、内容丰富、

印装精美的各类图书，集中展示了
出版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被称为出版业的风向标北京图
书订货会，到今天已经举办了 33
届。还有一组数据展现本届北京图
书订货会不断刷新的纪录。本届订

货会最终展位数为2589个，较去年
增加62个，其中标准展位234个（有
几个单位定了标准展位临时改为特
装），特装展位2355个；有效馆配书
架708个，与去年基本持平；参展单
位 768家，其中出版社 514家、民营
书业212家、港台出版商42家。

全国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图书
馆、馆配商、海内外华文书店近
3000个单位派人参会，各参展单位
带来近40万种图书，馆配商准备的
可供书目近14万种，现场采定图书
8100万元，现场人流 9.6万人次，42
家场外书店作为订货会分会场参加
了订货会零售工作。各单位利用订
货会平台策划的文化活动，仅地图
指南上的就达到210多场。各出版
单位自己组织的沟通会、交流会、推
介会、接待活动累计超过千场。

2020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采定图书8100万元

法院公告栏
杨华斌：本院受理的（2020）川 2021民初 135
号原告李明诉被告杨华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0
年 4月 16日 9时 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唐述俊：本院受理的（2020）川 2021民初 138
号原告李承胜诉被告唐述俊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0
年4月16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翟国琪、李珍珍：本院受理原告张剑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9001民初978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
一法庭（王屋愚公林场北 300 米路东）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
马花飞：本院受理张双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中心法庭（王屋愚公林场北 300
米路东）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
赵保才：本院受理随东红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中心法庭（王屋愚公林场北 300米
路东）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
辛科：本院受理李文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中心法庭（王屋愚公林场北 300米
路东）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
杨化强、苗小艳：本院受理李永诉你二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中心法庭（王屋
愚公林场北 300 米路东）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
刘国木：本院受理刘冠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定于 2020年 3月 24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颍桥法庭开庭，如你们未在规定
时间内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
告。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刘国木：本院受理张秋波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定于2020年3月24日上午10时
30分在本院颍桥法庭开庭，如你们未在规定
时间内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
告。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焦春丽：本院受理原告张春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1421民初404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徐良飞：本院受理刘洪云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
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0）皖0322民催1号
申请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恒满瑞电脑器材
经销部因不慎将该银行承兑汇票损坏，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2000051/
24099863，出票日期 2019年 5月 24日，到期
日2019年11月24日，票面金额20000元，收
款人蚌埠军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付款银行
安徽五河永泰村镇银行，出票人蚌埠市登运
电器商贸有限公司，持票人石嘴山市大武口
区恒满瑞电脑器材经销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特此公告。
郭肖霞：本院受理原告姬红军与你霞离婚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判决与你离婚，婚生子由
原告抚养。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时（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
田瑞宾、郭瑞利、张志平：原告天津鑫农惠普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债券转让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经本院合法
传唤，你未出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
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2019)冀 0434 民初
18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河北省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申兰芳、滑军平、申占闯：原告天津鑫农惠普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债券转让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经本院合法
传唤，你未出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
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2019)冀 0434 民初
18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河北省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申丽梅、张献刚、申丽娜：原告天津鑫农惠普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债券转让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经本院合法
传唤，你未出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
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2019)冀 0434 民初
182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河北省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汪达亮：本院受理原告邵鹏莉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冀 0434 民初 233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你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邵鹏莉借款人民币 123297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河南伟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展宏实
业有限公司）：原告丁翠华诉被告王奇旭、第
三人河南伟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等四人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821民初1667号民事裁定书以及
原告丁翠华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
伏哲民：本院受理的（2019）川 1921 民初
1939号原告通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
告伏哲民、杨慧琳、黄月朗、刘素华“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
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杨建：本院受理的熊树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
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仲继功、丁立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鞍山达道湾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辽 0303民初
16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苟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充市高坪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川 1303 民初 268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罗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充市高坪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川 1303 民初 265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苏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充市高坪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川 1303 民初 2671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