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 2018年1~6月上市出版发行企业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中南传媒

凤凰传媒

中文传媒

皖新传媒

山东出版

新华文轩

中原传媒

长江传媒

中国出版

南方传媒

时代出版

天舟文化

中文在线

中国科传

新华传媒

城市传媒

出版传媒

读者传媒

新经典

掌阅科技

世纪天鸿

净资产

（亿元）

128.73

127.87

125.02

98.22

89.47

81.47

73.29

64.38

56.57

49.53

46.88

42.92

37.35

32.22

26.40

24.77

20.73

16.81

15.63

10.53

4.23

同比

1.52%

3.07%

8.65%

8.44%

66.61%

1.91%

7.83%

9.86%

33.90%

33.38%

-7.36%

-3.01%

45.26%

8.78%

1.10%

9.87%

6.00%

1.89%

12.60%

31.89%

66.69%

营业收入

（亿元）

41.61

53.76

60.08

43.77

44.02

35.78

40.98

52.35

20.50

22.84

29.50

4.05

4.24

9.20

6.12

10.45

10.61

3.08

4.45

9.37

1.09

同比

-15.70%

0.86%

0.27%

15.59%

11.08%

12.29%

7.64%

15.30%

18.53%

6.66%

-16.58%

11.66%

42.66%

14.31%

-8.37%

12.49%

16.49%

-4.68%

-3.19%

18.20%

6.56%

净利润

（亿元）

6.36

7.77

8.52

8.74

7.46

4.49

3.44

4.84

0.87

2.56

1.71

1.37

0.52

1.13

0.22

1.6

0.63

0.14

1.09

0.78

0.07

同比

-28.00%

-0.58%

7.24%

5.27%

10.51%

-9.85%

6.38%

27.19%

123.75%

16.20%

11.61%

24.05%

140.80%

26.02%

3.47%

15.57%

9.64%

-59.96%

0.97%

15.33%

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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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书企

“书香警营”为警察提供文化大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由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

商务印书馆承办的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警营”暨“书香警营大讲堂”活动近日在京启

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张苏，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共服务处处长王亦君，

商务印书馆全民阅读促进中心秘书长何光宇，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张凤雨，北京市

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总队长袁林、政委边宝琪等出席活动，来自北京市刑侦系统的200余

名民警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由北京电台主持人米夏主持。

启动仪式之前，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余艳为首期“书香警营大讲堂”开讲。启

动仪式上，北京阅读季·警营书架正式揭幕。来自北京阅读季捐赠的1000册图书摆满书

架，其中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类、警务文化类、人文经典类等好书。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北京阅读季开展情况。书香中国·北京阅读

季作为国家级阅读品牌活动，已发展成为首都文化建设的新名片和全国全民阅读的新典

范，初步形成了书香机关建设的“北京模式”。书香警营建设作为书香机关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将以聚焦服务阅读为主线，关心和支持公安工作，关心关爱公安民警，提升人民警察

在阅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据悉，北京阅读季·书香警营活动启动后，将通过开展契合警营文化主题的阅读活动，

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为人民警察提供丰厚的文化大餐。 （温珮滢）

壮大出版主业

聚焦主题出版 做好精品出版工程

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是做好出版传媒工作的重要前提。2018年

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深入学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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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局之年。各上市出版发行企

业继续壮大出版主业，高度重视主题出版、精品工程等工作。

中国出版集团作为出版“国家队”，始终将导向意识放在首位，引领出

版风向。中版集团所属各单位获第4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奖项34项，2种图

书入选2017年度“中国好书”，10种出版物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18年向

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图书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弘扬传播正能量，公司组织策划了100余种主题出版重

点选题，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改革开放

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楼兰啊，楼兰》等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主题

产品。

时代出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精品出版为核心，成立编辑委

员会、设立出版专项基金，不断创新思路、创新举措、创新精品出版工程。

2018年共有3种图书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

及图书，入选数量位居地方省份出版企业第一；5 种图书入选2018年国家

新闻出版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混合所有制经济新论》

等 11 种重点出版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入选数量创历年最多，其中黄山

书社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地方出版社第一，创历年最好成绩。

辽宁出版集团落实精品出版战略，持续完善出版管理机制，制定出台

了《主题出版工作实施意见》《图书编校质量保障规定》《书号管理办法》等

制度，确保出版物内容安全和编校质量提升，推动重点选题、原创出版的打

造。通过实施“精品出版工程”战略，出版主业整体实力进一步提升。出版

传媒2018年有17个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入选数量较去年提高70%，获

得资助资金较去年增加了2.5倍。

中原传媒进一步强化出版主业地位，持续围绕“双十计划”“双百精

品”及“四个一”出版工程，集聚资源，打造精品。下属出版社出版的《花

儿与歌声》《梦与真》《中国三十大发明》入选 2017 年度好书；“中国大科

学家故事丛书”入选国家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创造故事丛

书”、《我是谁》等入选2018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中国火

车头》等入选中原文艺精品创作出版工程项目；《中国共产党精神史》

《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等20种出版选题增补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出

版物规划。中原传媒下属出版单位整体排名及细分市场占有率均有不

同程度提升。

南方传媒各单位把出版宣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出版物作为全年

的重点工作。《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口述改革史》《改革开放：40年的40

个中国成就故事》入选中宣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重点图书选题。市场

图书呈现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

推动融合发展

以重点实验室为抓手 平台建设爆发增长

近年来，国家在数字阅读领域进行了全面部署，制定政策保障引

领，有效促进产业优化升级。20家国家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陆续

挂牌运营，55家出版单位被确定为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

试点。传统出版单位加快探索步伐，推动出版与各方面深度融合，积

极推进转型升级。

传统出版传媒企业在融合发展上持续发力。中国出版集团“中版集

团数字化综合运营平台”完成二期项目建设任务，“晓知识”平台2018年5

月上线。中版集团下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3

家单位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二批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

模式试点单位；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

版中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4家单位入选知识服务模式（综合类）

试点单位。“中华经典古籍库”“译云”“译见”“易阅通”等数字资源工程成

绩显著。

中国科传在专业学科知识库、数字教育云服务、医疗健康大数据三大

业务方向上继续发力，加速推进向知识服务转型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

文库”增加了维度分类“中科云教育平台”和“爱一课平台”，2018年新增用

户万余人；“中科医库平台”汇聚100余家国内知名医疗机构与上千位专家

的临床资源以及大量的图书期刊资源。

长江传媒以“党员知家”智慧党建知识服务平台与全民阅读产品应用

推广为抓手，加快知识服务产品线建设。丰富和完善两课服务体系，构建

“教材+平台+移动端”运营模式，通过“移动端”向学生和家长延伸。

皖新传媒2018年上半年加快探索共享模式迭代升级。“阅+”共享书店

在安徽、上海等地新开设9家门店，累计开业门店达37家；推出皖新K-12

教育云·智慧学校整体解决方案；旗下新知数媒致力于“美丽科学”数字教

材的研发与出版，中小学数字资源已在全国近千所小学应用示范；营销团

队近200次入校运营，推进“皖新十分钟学校”数字教育解决方案落地。

读者传媒加快数字出版转型步伐，转变生产方式。2018年上半年，数

字版《读者》月均发行145万册，比去年同期增长9.7%。“微读者”粉丝达到

41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41.37%。5种期刊数字版月均发行36万册，比去年

同期增长 24%。《读者原创版》公众号用户增长至近32万人，品牌推广和线

上销售效果明显。

中原传媒ADP5“大象数字出版与教育融合服务平台V2.0”目前已具

备统一支付、统一大数据分析等能力，“大象e课数字服务平台”累计服务

用户90余万人，“大象智慧题库”已完成产品化开发。

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出版传媒企业经营数据在2018上半年表现尤

为亮眼，以数字出版为主业的中文在线，3 项主要指标同比增速均超过

40%。公司引领“全媒体出版”模式，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同步出版。自有

渠道覆盖用户超 8000万，合作渠道间接覆盖用户数以亿计。

掌阅科技2018年自有数字阅读平台“掌阅”APP平均月活跃用户数约

1.1亿；通过大数据构建基于用户兴趣和行为模式的书籍推荐机制，有效提

高了内容分发效率；推出了超级 VIP 功能以及“订阅号”板块。2018 年 4

月，掌阅科技发布iReader T6新一代纯平电子阅读器产品，进一步提升产

品品质。

延展产业价值链

布局游戏产业 放眼大IP运营

出版传媒企业继续从以内容为核心向与内容相关的多元产业拓

展，整合优势资源，实现联动发展、融合发展，探索新的利润空间。在

壮大出版主业发展的前提下，已经向游戏产业转型的中文传媒、天舟

文化凭借游戏板块的高毛利率取得较好成绩。中南传媒、南方传媒、

中文在线等依靠优质的版权资源，打造大IP全版权运营模式。

中文传媒新媒体新业态板块继续成为公司稳定的利润增长点，智明星

通已成为互联网国际企业的标杆企业。《列王的纷争》在《2018年上半年热

门中国出海游戏》榜单中位列第3；智明星通旗下星游科技于2018年2月与

安徽芜湖叠纸签订国产角色扮演手游代表作《恋与制作人》手游代理协

议。此前，智明星通已成为叠纸科技开发的国内二次元手游《奇迹暖暖》的

海外代理，该手游海外版进入欧美逾50个国家游戏畅销榜，流水达千万

级。另外，智明星通正在对游戏界的知名IP《使命召唤》等进行开发，力争

打造出精品游戏并确保游戏的长效运营。

中南传媒以IP资源为核心，持续深化全版权运营。岳麓书社推进面

向中小学的语文课外阅读产品“名家讲名著”系列，已出版产品 19 种，与优

酷土豆合作的“唐浩明讲解曾国藩”系列节目第一季完成录制，与“婷婷唱

古诗”合作的《小学生必背古诗75首》销售喜人。湖南科技出版社启动“第

一推动丛书”解读音频系列出版项目。湖南少儿出版社围绕“笨狼”和“青

蛙弗洛格”加快探索 IP 运营。中南博集影业《金牌投资人》在湖南卫视播

出，《法医秦明 2》上线芒果 TV 等多个平台，收视口碑俱佳。

南方传媒将“新周说世”线上知识分享沙龙、“繁象”系列周边品牌、“新

周猫”IP三大重点项目，作为新一轮的全媒体运营改革，通过粉丝经济构建

“新周刊”IP 为核心的媒体生态。其中《新周刊》实现“新周刊”IP 品牌的全

媒体输出。

辽宁出版集团利用优势资源，依托原创IP，深度挖掘市场，完善产品结

构，孵化和培育文化衍生业态。2018年围绕六小龄童及西游IP，投资并发

行《一带一路重走玄奘路》大型纪录片，运营六小龄童图书签名店以及行者

禅文化店，进行周边文创产品的开发及销售；以儿童文学家曹文轩为核心

进行图书、VR、音频的开发；围绕音乐大师郎朗，开发以教材、礼品书、推荐

书等B2B产品为主的新品牌书系。

新经典在战略部署上继续剥离图书分销业务，加大整合优质资源向自

有版权业务的投入，围绕IP运营的影视剧《人生》《敦煌》《阴阳师》等正在

剧本筹划阶段。2018年，新经典新增自有版权图书百余种，其中《假面山

庄》《偶遇》《黎明之街》等图书先后登上各类图书畅销榜单。《百年孤独》《窗

边的小豆豆》《活着》等常销品种持续热卖。

青岛出版集团旗下城市传媒版权资产积累势能放大。以《中国江河流

域自然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世界文化遗产全集》为核心构建的“人文艺

术影像数据库”汇集近百万张优质人文艺术、自然地理图片；以《云冈石窟

全集》为核心资源构建的“云冈全媒体出版”项目，已囊括数据库、VR 情景

还原、3D 打印石窟、云冈书房、影视纪录片等多种呈现载体；《中国木版年

画》等构筑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板块已初步形成体系，并在文艺研究、文学

创作、文创开发、移动媒体应用等领域深度融合延展。

2018 年上半年，天舟文化移动网络游戏业务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72.55%，营业总收入和股东净利润均实现2位数增长。2018年下半年向发

行业务发力，《长生原》等产品将陆续上线。IP 合作和储备方面，在原有

《大主宰》的基础上新增《寻秦记》等 IP，并积极探索影游联动、文游联动的

模式，深入挖掘游戏与IP 价值，部分IP资源游戏处于研发和上线阶段。

谋划资本运作

“文化+”促动资本内容平台对接

2018年出版传媒企业依然将资本运作作为一大重要部署，通过

加快并购、投资参股等方式，拉动主要数据增长，影响出版产业格局

变化。

南方传媒加快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8年上半年，南方传媒旗

下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完成对广州银行的股权投资，并积极推动新华书店网

点与广州银行网点合作，共同探索“文化+金融”新路径。同时，根据“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利用上市公司平台，积极稳妥推动广东省内出版

发行资源的整合。

时代出版与懒人听书及其控股股东阅文集团合作，入股懒人听书，积

极构建“由视听到互联”“由立体到全媒体”的出版大格局，推动资本对接、

内容对接、平台对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中文在线营业收入增长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并购完成晨之科游戏后

的广告收入增长，以及公司原有数字阅读与广告业务收入增长。

新经典2017年10月完成对Pageone书店的收购后，有序开展新店开业

筹备和老店改造等工作。2018年，Pageone多次举办展览、音乐会、读书沙

龙等文化活动，将优质内容以多样化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目前已成为北

京市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书店。

2018年天舟文化通过并购和投资参股的方式，完成了对海南奇遇天下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和广州四九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加大公

司在发行环节的布局，继续将游戏做大做强，争取利润空间。

拓新“走出去”模式

国际编辑部模式创新 提升海外影响力

2018年，各出版传媒企业将“一带一路”国家倡议落到实处，通过

建立“海外编辑部”“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以及利用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法兰克福书展、博洛尼亚童书展等平台，积极探索出版“走出去”

新模式，加强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国出版力推国际编辑部模式，做实做优海外传播。2018年8月，中

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京召开了“首届国际编辑部年会”。自2016

年以来，旗下中译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先后与13家海外出版商签订成立20个国际编辑部的合作

协议，中外双方共同策划中国主题图书，进入外方当地主流渠道，取得了

良好成果。

2018年山东出版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山东省关于“走出去”工作重要

精神，继续按照“以项目促传播、以平台助版贸”的工作思路，搭建全新版

贸平台，努力提升山东出版图书和项目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2018年

10 月，山东出版集团代表团应邀访问韩国，就筹备参加 2019 年 6 月的首

尔国际书展并举办“‘一带一路’版贸会走进韩国”的相关事宜，同韩国出

版界进行了交流和商洽，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和版权输出协议，如与

大韩出版文化协会签署了“中韩出版产业交流协议”等。2018 年4月和6

月山东出版成功策划参与中国阿语地区“一带一路”版贸会和“一带一

路”版贸会走进中东欧活动，下属各出版单位与国外出版机构共签订

152 种图书的版权协议（其中输出107种、引进45种）。

凤凰传媒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2018上半年引进输出比例在1.5∶1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共输出版权185

种，引进版权191种，全年输出指标（260 种）已经完成71%。其中，向“一带

一路”国家输出品种90种，占上年输出总量的48.6%，接近一半。输出引进

比1∶1.03，严格控制在1.5∶1的范围内。

南方传媒所属各出版社主动出击，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机构开展

版权贸易洽谈，共达成 130 项成果。实施“立足广东、联通港澳、深耕周

边、拓展欧美”的国际传播策略，发挥广东特色和优势，不断开创“走出

去”新局面。

时代出版目前已形成版权输出、国际合作出版、出版物实物出口、文化

服务贸易、境外投资等“走出去”板块，辐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时代出版版权输出500余项，连续 9 年图书版权

输出名列前茅，并荣获2018BIBF优秀版权贸易输出奖。

新华文轩2018年上半年共达成91项版权输出，同比增长34%，输出地

域涉及美国、法国、俄罗斯等20个国家和地区。旗下出版单位首创了合作

出版与版权置换的商业模式，实现《我爱熊猫》《我们的竹林》等品种落地欧

美主流国家。

2018年8月，长江传媒旗下湖北教育出版社和马来西亚可利提出版社

再次携手，筹建“长江传媒东南亚出版中心”，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出版机

构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推动国内校园足球教材首次“走出去”。

不可否认，从整体行业来说，2018年上半年行业营收、净利润等主要经

营指标仍保持小幅增长，但行业毛利率和资产周转率等指标却整体下滑。

在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下，出版业面临考验。

2018年，21家上市书企稳步发展，数据彰显出行业整体实力——仅从半年报来看，21家上市出版发行企业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各项

数据总计均呈增长态势，尤其是净资产总额增幅更是达到2位数。与此同时，各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体现“出版力”“创新力”“品牌力”

“转型力”，彰显文化企业的责任与担当。2018年，各家出版上市公司在主业尤其是主题出版方面重点发力，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推出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的精品力作；将融合创新融入观念、意识、方法，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向以内容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产业领域拓展，探

索新的利润空间和发展空间；围绕“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布局沿线国家，放眼国际出版集团，拓展全球市场，提升海外影响力。

关键词 上市书企 精品出版 全产业链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