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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作为与

经济、政治、文化、民生密切相关的出版

业，也需要真正由数量规模型转变到质

量效益型发展轨道上来。正如中国出版

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近日发文《发展高品

位高质量高效益出版业》中提出：高质量

的出版业，主要包括出版工作的高质量、

出版产品的高质量、出版企业的高质量、

出版产业的高质量、出版服务的高质量

及出版人才的高质量。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近日在

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学

习交流会上提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包

含内容、市场、经济、产业、机制、党建、人

才等多个维度，关联着数量、速度、结构、

效益等多种指标，而其核心在于紧紧抓

住坚持政治导向和出版导向、引领主流

话语的内容高质量。

高质量之出版产品

近年来，随着传统图书年度出版品

种不断增加、出版融合步伐加快，无论是

传统出版还是融合出版，都面临如何做

好精品出版、攀登文化高峰、走高质量发

展之路的课题。打造高质量的出版产

品，就是要反映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以及人类思想文化创新的优秀成

果，要体现对主流文化的弘扬、对读者价

值观的引导、对阅读市场的精神整合。

主流出版作为时代的主旋律、出版的主

阵地，追求高质量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出版产品的高质量，在几个细

分领域表现可圈可点：

主题出版全面繁荣。自 2015 年原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评选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以来，到2017年共评

选出图书选题 273 种、音像电子出版物

选题69种，推动了主题出版欣欣向荣局

面的形成。今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反映时代变迁的主题出版物备受

关注，一批引领学术、担当文化、紧扣时

代脉搏的强社、好书推动了我国出版内

容高质量发展。商务印书馆 2018 年度

好书评选中，《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

十年的国家记忆》位居年度“十大好书”

之首，《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久旷

大仪》《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四

十人》等展示百年老社文化积淀的图书

也都位列前十。

传统文化成出版热点。近年来，《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等政策红利，推动传统文化传承

工作持续深入实施，以《中国诗词大会》

《朗读者》《海错图笔记》《给孩子的古诗

词》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图书持续热

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为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出版提供了

方向指引。今年8月，中华书局举办“传

统文化月”启动仪式，与京东图书联手推

出了“传统文化月·每月一主题”页面，重

点推介“大家讲史”“古典散文”“园林建

筑”等主题的传统文化书单。

现实主义题材图书日受关注。现

实主义题材图书日受关注，成为当代文

学的主流。如《平凡的世界》《活着》等

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一直在图书销售排

行榜前列。近年，出版了一批极具文学

艺术性的本土化现实主义题材图书，如

《中关村笔记》《试飞英雄》等图书，通过

现实主义文学形式讲中国故事，符合当

下我国“一带一路”与文化“走出去”的

战略要求。

本土少儿图书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优质原创少儿出版担负着教育下一代的

文化使命，也是当代文化“走出去”的宝

贵矿藏。2016年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荣

获国际安徒生奖，助推我国本土原创少

儿图书站到了国际出版舞台的中央。

2017 年，中国本土原创少儿图书无论从

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进入爆发期，在小读

者中“圈粉无数”，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高质量之出版企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出版业既要

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出版导向、引领

主流话语，又要创新体制机制，适应时代

的发展要求，建立起适合自身情况和市

场需求的管理模式，承担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中国出版集团坚定不移地把导向管

理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树立出版“国家

队”责任意识，“守正创新”——“守正”，

就是要坚持正确导向第一、坚持国家使

命第一、坚持文化影响第一；“创新”，就

是要坚持高质量发展，走中版集团特色

的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之路。

新华文轩找准“互联网时代的出版

市场需求”这一重大切入点，以“振兴四

川出版、振兴实体书店”为发展目标，提

出了“以传统生产方式应对新兴市场需

求”的商业模式。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总

裁、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何志勇表示，面对出版市场的巨大

变化，传统出版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不

同圈层读者的更加个性化、多元化需求，

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以读者

为中心、重视出版物的载体形式，生产和

提供多种形态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经营管理和转

型升级进程中提出“以精细挖潜着力加

快内涵式增长，实现精细管理催生内涵

发展；以扩大开放着力助推产业做强做

大，实现开放合作推动外延发展；以内生

突破着力推动传统业务转型升级，实现

改革创新撬动转型发展；以项目建设着

力打造产业新的增长极，实现项目拉动

加快发展”4条产业发展路径。

近几年，民营策划发行机构也更加

主动地参与到主流文化建设中来，在主

题出版、“走出去”等方面成果斐然。如

新经典策划的反腐小说《人民的名义》广

受好评，纸质图书年销售过百万，电子书

点击过5亿人次；世纪金榜的“中国梦”系

列连环画，把古今中国的杰出人物以连

环画的方式向青少年进行普及；北京求

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面向“一带一路”

国家的选题策划力度很大，每年的“丝路

书香”出版工程都有多种图书入选；还有

不少民营书企在东南亚国家建立书店，

把中国图书推广出去；晋江文学、17K等

在文化“走出去”方面也取得可喜成就。

高质量之出版服务

我国出版业在载体形态和发行渠道

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纸质书的内容被转

移到电子书和互联网，传统书店经历了

转型嬗变的过程，有声书的崛起开启了

全民听书时代，知识服务平台创新升级

“吸粉”无数……这些变化重构了出版业

边界，颠覆了传统阅读模式，以提供服务

为核心的出版理念在业界形成共识。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司司

长朱伟峰曾表示，坚持出版融合发展、新

技术的布局与应用，是企业高质量服务

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内出版机构持续

推动出版融合发展和数字化升级，探索

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

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传播

力持续增强，服务大局能力全面提升。

在国有上市出版集团中，出版公司立

足自身内容资源，探索动作不断，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出版集团

旗下人文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

公众号入选“大众喜爱的50个阅读微信公

众号”，人文社《朗读者》直播关注数达100

多万人，“诗词中国”APP下载量超过3600

万次。中国科传开发的“科学文库”“中科

医库”等数字化平台已相继上线运行并形

成收益，加速推进向知识服务转型。南方

传媒“时代财经”APP实现了1100万人次

的用户下载量；“生活派”项目集聚了80余

个社群，微博粉丝超过1500万、微信粉丝

达60万。读者传媒数字版《读者》月均发

行 132 万册；“微读者”粉丝达到 350 万，

2017年新增130万，再次入选“大众喜爱的

50个阅读微信公众号”。城市传媒启用首

个“VR海洋教室”；旗下匠声公司以音频切

入内容创业市场，所出品的有声产品累计

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兰阇”产品累计点

击次数超过1亿次。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7

民营书业发展报告显示，在互联网知识

服务中，民营企业抢滩市场，得到、知乎、

分答、钛传媒等知名互联网知识服务平

台异军突起。在发行领域，民营书企越

来越重视构建自己的营销平台，纷纷加

入数字化营销队伍。西西弗目前拥有

100 多家线下店，为了增加用户粘性，构

建了线上自媒体矩阵，包括微信号、微博

号、矢量咖啡账号等，用于活动的宣传推

广，粉丝量60万+。先锋书店也建有自己

的微博、微信号，有30多万的粉丝量。这

种线上营销的做法不仅带动了线上收

益，也同样促进了实体店的销售，为书企

带来额外的收益。

优质的产品、创新的企业、不断满足

用户需求的服务，构成了“有血有肉”的

新时代主流出版力内涵。持续提升新时

代的主流出版力，还需要从数量、速度、

结构、效益等方面综合发力，让出版高质

量发展更上台阶，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温珮滢关键词 主流出版 产品 企业 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对于质

量的定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表示：“质量就是满足需要”。把质量的定义嫁接到出版业中，高质量出版意味

着出版物能够满足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对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和精神追求起到正向作用。

（上接第1版）

近年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

承担国家文化使命的同时，积极探索市

场化和数字化的转型新路，确立了两

“翼”齐飞的发展战略——全力推进《中

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等国家重大出版

工程的建设，为中华科技、文化的发展

和普及搭建百科知识服务平台；以各学

科各门类百科全书为基础，把握市场脉

搏，优化产品结构，深化内容建设，努力

淬炼出一系列市场标杆品牌和知名品

牌出版物。与此同时，积极拓展文化

“走出去”的宽度和广度，共向海外输出

包括综合性和专业性百科在内的出版

物版权 500 余种，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

响力。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

表示，大百科社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持改革创新，践行工匠

精神，紧密团结好学术界、知识界、科

技界、文化界广大专家学者，在中国出

版集团的领导下，把《中国大百科全

书》第三版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国家百

科知识服务平台，把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建设成现代化的一流的出版传

媒企业。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

专家学者、出版发行界代表、大百科社

职工代表、中版集团所属单位负责人等

各界人士50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综合新华社消息）

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65种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质量管理2018”社科、文艺、少儿、教材教辅和

生活类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涉及41家出版单位的65种出版物。

今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开展了出版物“质量管理2018”专项工作，重点围绕社科、文艺、少儿、教材

教辅、生活和地图类出版物开展编校质量检查，共组织抽查出版物355种，其中社科类71种、文艺类71种、

少儿类73种、教材教辅类72种、生活类64种、地图类4种。经专家审核，认定65种出版物编校质量为不合

格，其中社科类12种、文艺类16种、少儿类10种、教材教辅类10种、生活类17种，涉及41家出版单位。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相关出版单

位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日内全部收回不合格出版物。依据《关于开展出版物“质量管理2018”专项

工作的通知》，连续2年在抽查中有不合格出版物的出版单位或同一批次抽查有2种不合格出版物的出

版单位不得参加当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出版单位主管部门和各出版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牢固树立质量意识，不

断加大质量管理力度，狠抓出版质量保障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有营养的

精神食粮。 （穆）

人民交通出版社跨界影视 首部海上救援题材电影《紧急救援》开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林超贤

导演全新力作《紧急救援》在福建厦门举

行开机仪式，这是继《红海行动》后，林超

贤打造的又一国际水准巨制。交通运输

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姝为，人民交通

出版社社长朱伽林，交通运输部救助打

捞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季求知，总制片

人李语，英皇影业集团主席杨受成，博纳

影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于冬，导

演林超贤，监制梁凤英等出席仪式。

《紧急救援》作为我国首部海上救援题

材电影，也是林超贤牵手交通行业，与人民

交通出版社的首次“跨界”合作。开机前恰

逢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红海行动》

横扫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配

角、最佳新人多项大奖，频传的喜讯无疑为

此次合作燃起更强动力与期待。

开机仪式现场，人民交通出版社社

长朱伽林作为第一出品人，将写有“救援

精神 全力以赴”的旗帜赠予林超贤，期

待他能够超越自己，改写中国电影史的

票房纪录，再树中国重工业电影的里程

碑。一直备受关注的演员阵容首次曝

光，彭于晏、王彦霖、辛芷蕾、蓝盈莹、李

岷城、徐洋、刘亦淳悉数亮相。

从实地勘察选址、演员进组训练开

始，《紧急救援》力求打造更劲爆、更震撼的

场景设置。奥斯卡最佳摄影鲍德熹和《泰

坦尼克号》美术指导Martin Laing等国际

级幕后制作团队的加盟，令整部影片的制

作水准全线升级，预示着将成为首部打开

国际市场的华语救援题材作品，也势必会

成为华语电影的又一标杆之作。 （禾）

纪念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本草纲目全本图典》典藏版发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纪念我国伟

大医药学家、科学家李时珍诞辰 500 周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近期出版全套共20

册《本草纲目全本图典》全彩精装典藏

版。该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悦读无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单

位的医药专家和学者200余人深入中草

药生长生境和产区，收集了近10万幅药

用动物、植物、矿物等相关照片，通过野外

考察、文字点校、本草考证，历经16年时

间收集分析、研究整理而成，收载原色图

片万余幅。全书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所长陈士林担任主编，被誉为“当

代李时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肖培根

担任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

学院院长张伯礼作序。

11 月 13 日在京举行该书新书发布

会。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郝阳在致辞中表示，该书出版

将对“一带一路”倡导、弘扬中医药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到积极作用。

该书主编陈士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

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项目负责人郑亚

峰，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专家钱忠直，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

员郑金生，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

院长赵中振，台湾中国医药大学教授张

永勋，日本津村株式会社常务执行役员

户田光胤，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李时

珍医药研究与应用专业委员会会长王

平，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李时珍纪念馆

馆长胡庆华等海内外医药行业研究机

构、高校、企业负责人和专家100余人出

席发布会。

《本草纲目全本图典》以《本草纲目》

（金陵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为底本

进行校勘，详细考证1000余种药物，大部

分确定至物种水平并列出拉丁名，并对

500余种中草药进行了物种DNA研究并

附有基因鉴定序列。填补了《本草纲目》

研究史上的多项空白，使读者领略中草

药的独特魅力。 （穆宏志）

2018

主流出版力

●商报专递

● 商报专递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

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

方式和新途径，了解世界各大

语种文学期刊的现状和发展，

加强中国文学期刊与其他主

要文学国家期刊的相互交流，

由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杂志

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

高峰论坛”近日在京举行。北

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首都

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

宗琥致辞。俄罗斯《外国文

学》杂志主编亚历山大·利维

尔甘特、西班牙文学杂志《客

迈拉》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

特、法国文学杂志《现在》主编

雷吉尔·加亚尔、日本文学杂

志《昴》主编羽喰涼子、德国柏

林《每日镜报》文学编辑格雷

戈尔·德绍及《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收获》副主编钟红

明、《当代》主编孔令燕、《世界

文学》主编高兴、《钟山》副主

编何同彬、《花城》主编朱燕

玲、《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

《花城》特约学术主持何平，翻

译家、《十月》杂志“世界文学

期刊概览”专栏作者、首都师

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

飞，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

江、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黄燎宇，中国社

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

秦岚出席活动。论坛由《十月》杂志主编

陈东捷主持。

作为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重要

对外交流活动之一，论坛以“设计文学：

以期刊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生产”为主题，

中外文学期刊的主编们在论坛上相互介

绍了各自文学期刊及本国文学期刊的历

史与现状，并就相关话题展开交流。

据了解，《十月》杂志于 2018 年推出

《世界文学期刊概览》栏目，邀请外国文

学研究和翻译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撰

稿，介绍俄语、法语、日语等语种代表

性文学期刊历史和现状。此次文学期

刊论坛在该栏目基础上，邀请中外代

表性文学期刊主编就世界范围内的文

学期刊话题进行交流，未来将进一步

合作，互译互介稿件，促成作家互访和

对话。 （穆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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