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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界“走出去”
 

 中国走出去计划        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柳斌杰近日新闻出版改革发展工作要点。他指出，将大力实施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支持各种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企业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到境外建社建站、办报办刊、开厂开店。柳署长指出“走出去”有三个工作重点，一是要培育中国的名牌产品；二是要拓宽国际渠道；三是用政策支持境内的媒体到国外出版发行国内图书，并到国外去投资、收购、兼并，办厂、办台、办店、办社，对 30 个重点国家的布局，以各种方式在那里落地生根。此外，新闻出版总署根据积极支持出版社改制和融资。目前，已落实出版产业项目近 50 个，争取了专项资金近 5亿元。 企划合适的战略        在这样好的大政策的鼎力支持下，2012界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大最顶尖的阵容作为伦敦国际书展“市场聚焦”主宾国。尽管有了这样好的政策支持和市场契机，将这样好的计划一步一步落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出版商都一个艰巨的任务。对于集团领导们来说，首先必须业度身策划一个详细的国际战略，这是成功国际化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战略上可选的方案有很多，我们把它们分为四个大方案：        方案一：把国内已经用中文出版了的畅销再推入国际市场。如果是只想选择海外销售战略，而不是国际化出版战略，那么这个常常是跨国销售的第一步。这个方法风险比较低，但同时也有很局限的国际发展度。

  
”战略分析           

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柳斌杰近日通报了 2012 年新闻出版改革发展工作要点。他指出，将大力实施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支持各种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企业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到境外建社建站、办报办刊、开厂开店。走出去”有三个工作重点，一是要培育中国的名牌产品；二是要拓宽国际渠道；三是用政策支持境内的媒体到国外出版发行国内图书，并到国外去投资、收购、兼并，办厂、个重点国家的布局，以各种方式在积极支持出版社改制个，争取了专项资2012 年 4 月中国出版的阵容作为伦敦国际书展“市场尽管有了这样好的政策支持和市场契机，如何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出版商都是对于集团领导们来说，首先必须为自己的企，这是成功国际化不可或缺的，我们把它们分为四个大方畅销图书翻译成英文，想选择海外销售战略，而不是国际化出版战略，那么这个常常是跨国销售的第一步。这个方法的风险比较低，但同时也有很局限的国际发展度。        

       方案二：为海外的目标市场度身制定图书和销售计划。这个过程可能是在中国，也可能是在目标国。第一个方案一起使用，来扩大发展空间。但这个空间仍然是从一个以中国视角为中心的比较局限的空间。       方案三：把在国际上畅销的书籍带回中国市场，当然这需要通过一些修改调试和翻译来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这个方法对 ESL的教科书尤其适用。这样的常见，比如中国公司南汽通过收购英国国技术带给中国用户；日本尼桑现在在经营英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        方案四：在目标国为当地市场建立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出版公司，同时也把国际上适合当地国著名的 Hachette 出版集团在八十年代中决定向国际扩张，他们最先锁定了英国市场，先成功地吞并了两家名叫和 Cassell 的英国出版社，随后收购了Little Brown。他们已是在英国团。现在引进翻译过的法国书籍常小的业务。        可行的战略方案远远不止以上提到的四大块，以是将几个方案中都提炼一些元素，然后揉合到一起。但你选择第四个方案为主，将会比较难和前三个方案融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出版集团，除了一个国际化的大构想，在实际的长期战略计划上，是否也要选择以个有持续性发展的，足以长期和大竞争国抗衡的方案呢？美国出版界领军的大集团们都在欧洲有完善的当地出版公司

          菲利普·司徒若轲  
Philip Sturrock  为海外的目标市场度身制定图书和销售计划。这个过程可能是在中国，也可能是在目标国。这个方案常常会和一个方案一起使用，来扩大发展空间。但这个空间仍然是从视角为中心的比较局限的空间。 把在国际上畅销的书籍带回中国市场，当然这需要通过一些修改调试和翻译来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这个方法的教科书尤其适用。这样的国际融合在汽车行业上十分常见，比如中国公司南汽通过收购英国 Rover(罗孚)集团把英日本尼桑现在在经营英国最大的汽车制地市场建立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出版公司，同时也把国际上适合当地读者的产品带入该目标国。法出版集团在八十年代中决定向国际扩张，他们最先锁定了英国市场，先成功地吞并了两家名叫 Orion的英国出版社，随后收购了 Hodder Headline 和 英国和面向英国市场最大的出版集引进翻译过的法国书籍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一块非可行的战略方案远远不止以上提到的四大块，有的方案可几个方案中都提炼一些元素，然后揉合到一起。但如果你选择第四个方案为主，将会比较难和前三个方案融合。作为，除了一个国际化的大构想，在实际的长期战略计划上，是否也要选择以个有持续性发展的，足以长期和大竞争国抗衡的方案呢？美国出版界领军的大集团们都在欧洲有完善的当地出版公司，比如 McGraw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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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iley 最近收购了英国的 Blackwell Publishing, Simon & Schuster 也有一个很的英国公司。德国出版两大巨人 Bertelsmann 和 von Holtzbrinck 分别在英国拥有 Random House 和 Macmillan。 你对风险的胃口有多大？        除了战略设计，还要看看你愿意承担多少风险呢？因为风险和收获从来都是并道而驰的。以上讲到的四个方案是按照风险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当然，市场研究、对中肯建议上的投资、和专业得力的管理是可以有效减少风险的。如何管理风险这个大挑战不仅限于出版界的国际化：华为可能是唯一一个中国企业在英国建立了有规模公司。如何应对中西方文化以及商业习惯上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风险？很幸运的，对于上述的四个方案，我们可以分别找到以下几个模型作为参考：        对于方案一：可以通过初级的版权和图书输出上的国际贸易合作。或者在合适的海外市场开办分部，促进销售。比如中青社在英国就做得很成功。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商中很常见的是：他们在一个新国度的第一步是在当地找到一个和他们领域相近的当地出版公司，与他们签定销售代理合同；或者和一个专门的销售代理集团签代理合同。当销售额增加之后，再建立自己的海外分部。        对于方案二、三：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海外战略企业伙伴(这可以通过对当地公司进行简单的资产投资而达成)。或者自己在海外为当地市场建立一个完整的子公司。多种国际战略模型可以供我们选择：比如在中国早已十分广泛的合资形式或中介协议，再比如美国通用汽车和标致汽车在法国达成的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对于方案四： 这个方案需要比较大的投资同时相比起来也有最高的风险。很多中国公司可能只愿意在尝试了其他方案后才考虑这个选择。如果选此方案，有两种途径可以在当地市场建立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出版公司。一是靠自己在海外开设一个子公司 - 拥有良好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清晰的目标是关键。二是靠收购一个优质的当地公司及他们的管理层。之前提到的华为是采取的前者。他们在英国的分部已有超过两千员工。但是国际上像华为这样靠自身在海外扎根成长的占极少数。为了在当地本土化比较有优势，大多企业都是采取收购。上面提到的法国出版巨人 Hachette 在以企业并购进军英国过程中一个极重要的元素就是购买了英国当地的管理层。当一个公司在海外建立新门户的时候，容易遇到难以拿捏当地市场的文化、需求、

口味的问题。尤其是在出版业这样一个以语言为核心的行业，还是通过一个知晓当地语言和市场的团队去征服目标来得比较容易。 可以预期的困难        从小开始，采取渗透战略慢慢打开国际声誉，可能听起来是最保险的一条路。但中国经济近两年已成为世界的顶梁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的大出版集团们，除了保险，其他可以选择的海外战略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小公司的确可以减少刚开始的很多风险，但是他们所缺少的是在国际出版界成功尤其重要的一个元素：市场占有率。所以零风险的开始很有可能也是失败的开始。但是，大胆的大规模并购，尤其在一个未知的国度和文化中，有太多的未知很可能伤害企业甚至国家名誉。虽然这篇文章谈到很多企业并购，但逻辑地来看，也许中介合同和战略联盟也是一不错的长期选择。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策略是件值得去投资时间、精力、研究和专家建议的第一步。而建立和执行这个策略可以分为三步：        首先，要将多个战略选项都进行详细的研究和了解。同时,以一个现实的目标和企业自身的优势劣势为基础，对各个战略选项进行比较和评分。从这里起建立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详细计划。为了减低风险，一些公司会通过收购小企业来帮助他们做销售。但小企业和大公司是决然不同的。它们很有可能无法提供市场占有力和管理层的丰富经验和能力。而这些能力对收购者的长期计划时候能否成功将起极其关键的影响。         第二，和所选的英国公司进行谈判，了解对方。从这个环节的交流中，客观的，从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环节判断这个目标集团适不适合长期合作。出版业是以个与人打交道为核心的行业。你所考虑的目标集团是否有可以帮你实施全球计划的关键人物？他们在合并后选择留下来吗？在长期的国际战略中有能让他们发挥最大作用的位置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之前提到的 Hachette 和 Bertelsmann 在进驻英国后都没有用法国或德国的管理者，而选择了杰出的英国本土管理者来经营。这些问题考虑好后，就需要律师和会计师这样的专业评判和意见了，叫做“第三方尽职调查”。该调查和合约谈判不仅仅是查找风险和找解决办法，这还是对收购者来说一个极重要的学习机会：了解目标公司，并制定合并后的计划。         最后一步则是在成交后。这一步常常被忽视，但它很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和新的伙伴一起携手改变市场是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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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富有挑战的过程。这一块我们不能把其他行业的成功案例拿来给中国出版商们死搬硬套。为什么呢？是因为出版是一个语言的世界？ 还是因为商业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大集团上还是一个新来者？都有可能。但令人乐观的是，日本、欧洲和美国企业都曾面对过这样的难题，他们也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中国也不应该例外。说到底，我们需要的还是这三大点：1.清晰的战略计划; 2. 国际化的企业文化; 3.卓越的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这些是让你成交的因素，再成交后也继续运用它们吧。   1. 清晰的战略计划 – 如果你在构思一个大收购，你想选择的肯定是之前提到的第四个方案。那么每个人都要清楚地知道这个计划和其主要工作重点是：应目标市场的需求出版真正符合当地口味的书籍，而从中国引进的翻译书籍只是这个战略计划中比较小的一部分。 2. 国际化的企业文化 – 这个是很富有难度的。把中国看成总部，而海外公司是在当地相对独立的分公司。对于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而言，当地化比中心化的的穿透力要强很多。那么建立这个国际出版集团就对多元性的要求非常高，你的人力资源培训项目就必须跟上。 3. 卓越的与人打交道的能力 – 引进高质量的人才是并购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寻到千里马后要才尽其用，不要让他们流走。   收获让一切都值得        走出去对于现在如此有国际力量的中国来说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走出去是任何雄心勃勃的出版商都不可避免的一步。当然，任何没有投入研究没有风险的事都是很难带来硕果的，但是出版界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国际舞台。来伦敦图书展做主宾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无论你选择英国或美国作为你的第一个目标国，都需要做长期彻底的研究准备工作、选择并投资客观的第三方建议及市场信息。花时间把可持续性发展的海外战略建立完善，完善到能得到投资者们的长期支持。同时，执行计划时不要忘了重心：需要达到目标的不止是成交，而是成交后能成功的发展。到那时，就像中国出版总署设定的目标那样，让中国出版业成功地走出去。   

中国出版集团的目标要定成：让下一个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要出版著作或教科书时，或当下一个有哈利波特这样作品的作家想要找出版商的时候，在他们的选择名单中至少有一个或很多个中国出版集团！ 
 

 

 

 China Publishing Goes Global • Liu Binjie emphasizes China’s ambition for its publishing industry: to use every possible means to take root in foreign countries • Chinese publishers have four options for their strategic goals:  (1) to im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 sales of China generated product; (2) to develop in China a publishing programme aimed at international markets; (3) to acquire outside China a list that will sell well in China,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4) to set up a well resourced subsidiary or, more likely, acquire a fully functioning publishing company in their target international markets • Each option has different risks and rewards and should be preceded by careful research and advice • Each of the options above has different structures associated with it ranging from sales agency agreements, through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or without equity participation, to full blow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 The M&A route has three phases- search for the right partner, due diligence and negotiation, post merger planning. The third phase i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to get true value out of the process • The prize is worth it.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s should be on the short list for the best global auth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