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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成立于1996年，原为国家

行政学院直属机构，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出版集团所属。近年来，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坚持

质量立社、品牌兴社，聚焦党政领导干部读物，以政

府管理、公共行政为重点，以干部教育培训教材建设

为龙头，打造了一系列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出版成

果。近2年多来，在多个方面实现突破。

关键词 转换思路 转型 品牌运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珏 张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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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0 年

视察国家行政学院时指出，

“行政学院区别于其他干部

教育培训机构的最大特色是

‘行政’”。国家行政学院出

版社紧紧围绕行政学院的培

训内容、教学布局、学科设置

和教材建设，紧紧围绕政治

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

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开展选题策划和出版工作，推出了

“中国领导科学前沿丛书”、“中国应急管

理报告”系列、“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报告”

系列等特色品牌，出版了《党内政治生活

的优良传统》《智慧治理——“互联网+”

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突破危机——政

府如何有效沟通》等精品读物，广受读者

好评。其中《好人不一定是好官 好官必

须是好人》入选“党员喜欢的100种读物”

推荐图书；《做合格有为的共产党员》被评

为第 4 届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二

等奖。

实施项目带动。我社紧贴时代脉搏，

围绕党和国家热点重点难点问题，结合主

题出版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重点，策划出

版了多个重点项目，例如“政治前沿新格

局丛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丛书”“全面安全治理新格局

丛书”“创新创业教育系列丛书”等项目获

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主抓培训教材出版。近期开发了由

李克强总理代序的《“互联网+”干部读

本》，帮助领导干部掌握互联网最新、最全

知识，提高运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水平；

联合国家相关部委编写了《国家环境保护

政策读本》《国家标准化政策读本》等政策

读本系列，为干部了解掌握相关领域最新

政策提供了范本。整合党校（行政学院）

系统精干力量编写出版了“国家行政学院

系统公务员培训系列教材”及《新时代初任公务员培训教

程》《文化治理现代化——文化建设讲稿》等通用教材；创

新培训方式，开发了《文化建设案例集》《女性领导力案例

集》等案例教材。其中，《国家环境保护政策读本》《治理

时代的中国社会组织》《建设开放宁夏》《建设富裕宁夏》

等图书入选中宣部推荐干部培训好教材。

推出培训理论和实践成果。针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传统模式的问题与瓶颈，组织出版了《团队学习法——干

部集中培训的创新模式》；为了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针对

性、有效性，推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生命线》；适应信息

化时代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推出了《“互联网+

干部教育培训”理论与实践》；适应提高干部交易培训管

理科学化的需要，推出了《干部教育培训精准化探索》。

这些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出版，为新形

势下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依托系统服务系统。依托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

学、科研、咨询力量，聚集教学、科研、决策咨询优秀成果

结集出版，形成了独特品牌，树立了良好口碑。依托国家

行政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国家行政学院精品课”系列、

“国家行政学院大讲堂”、“国家行政学院名师文库”、《社

会治理现代化——社会建设讲稿集》等，内容涵盖了政

治、经济、文化、党建等多方面，展现了讲授式、案例式、访

谈式等多种授课方式。同时探索以二维码形式将课程视

频嵌入图书，实现图书出版与数字出版相融合。汇集各

副省级以上党校（行政学院）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地方党

委政府批示的优秀咨询成果，推出“智库论政”系列，为破

解政府工作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提供案例样本，为研究

者开展决策咨询服务提供经典范本。

语言学家邢福义的《寄父家书》是“家”书更是“史”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4日，主题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的《寄父家书》出版座

谈会在商务印书馆举行。座谈会由商务印书馆、华中师范大学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北京校友会支

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黄永林分别致辞，学界专家陈章太、戴庆厦，邢

福义先生的学生李宇明、萧国政，以及《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等出席并发言，海内外学界专家

陆俭明、张振兴、马重奇、周清海、田小琳，以及邢先生的学生屈哨兵、宋晖发来视频或书面发言，华

中师范大学汪国胜总结发言。座谈会由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主持。

《寄父家书》收录了邢福义1955～1991年间寄给父亲的200多封书信。这些书信记录了邢福义

的人生经历，勾勒其从20岁的翩翩学子到著名语言学家的成长之路，呈现了那个特定时代中国知

识分子的风雨人生和家国情怀。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邢福义的学术成就，一致认为，《寄父家书》不

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家书”，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书”：著名语言学家成长的史书、中国语言学

发展的史书、现代中国变化和发展的史书。正如邢福义在《寄父家书》中写道：“当今的中国人，重视

外国理论的引进，但也懂得，再好的理论，都必须适应中华水土，才能在中华开花结果。”对“中华水

土”的重视，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更是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 （解乔桉）

《寄父家书》邢福义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4月版/68.00元

近年，一批以专业性著称的中央部委出版社在顺应政策环境和行业趋势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彰显资深特色的发展生存

之道。在探索过程中，管理者的思路架构往往直接影响出版机构转型、发力的方向和布局。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尚春明、李凯

声、杜正艾，畅谈出版品牌塑造、出版新生态构建等出版热点话题。

传统出版企业顺应融合新媒体的传播特点，是出版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更是出版机构履行文化职责的

迫切需要。在转型升级道路上，成立60余年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不断探索和思考，在内容创新、市场创新、模

式创新等全面创新上下功夫，构建出版新生态，推动出版社向知识服务转型、智库服务转型。

尚春明：用新思维实现出版模式优化转型

出版新生态是出版发展适应

社会发展，基于出版生态系统承载

力的、具有高效的出版过程及和谐

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

它具有健康的生态链，保持与社会

的协同进化。 那如何达到出版机

构 内 外 部 的 良 性 平 衡 与 和 谐 共

生？建工社近年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了探索。

网店一体，建立现代营销体系

传统图书销量下滑、盗版猖獗、

出版社图书库存增大，购买方式多

元化、供需不平衡、实体书店深受网

络书店的冲击。可以说，传统营销

组合和传播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媒

介市场竞争的需要。现代营销模式

是以客户为中心，其体系构建是用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对营销进行整

合与创新，需要做到：无界、智能、扁

平垂直、精准。

具体到建工社，我们从线上和

线下两条路径展开转型。线下——

扶持由实体书店组成的代理连锁系

统当中成员的转型升级，帮助实体

书店实现由销售商向服务商的角色

转换；线上——探索适合自身融合

发展的道路，创新传统发行渠道，大

力发展电子商务，整合延伸产业链，

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的现代

营销体系。经过多年探索，建工社

已初步形成了以传统代理连锁系

统、新华书店、馆配及直销渠道为线

下营销主体，以中国建筑出版在线、

官网、官方微信及微店、官方旗舰店

以及众多加盟网店为线上营销主体

的，基于“网·店一体化”的现代营销

体系雏形。

此外，建工社近两年还推进了4

个专项工程建设：搭建产品信息库

的传播体系、基于 ERP 的发行业务

处理体系、基于大数据的客户读者

分析应用体系、网·店一体化与社群

营销引领的现代营销体系建设。这

些体系将线上、线下以及客户与读

者有机融为一体，打破了线上、线下

传统界限，使我们的知识服务体验

更加高效、便捷。

数字化转型知识服务商

2017 年 10 月，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根据集团化发展战略和数字化

出版转型战略，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建知(北京)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该

公司位于石景山区点石商务公园的

5000 平方米产业大楼，也是我社数

字出版研发和创新的基地。

建工社的整体转型转制架构是

以融合实验室和研究院智库为创新

模式和顶层设计机构，以科技实验

室和数字公司为具体实施落地机构

开展数字转型工作，以ERP系统、行

业级平台、大数据平台为技术支撑，

对外运营完善中国建筑出版在线平

台和专业知识库集群，对内进行智

能编校排和POD按需印刷等生产管

理系统升级改造，同时进行基于网·
店一体化的营销体系建设。

首先，通过转型升级工作延长

图书服务链。在建工社纸质考试

用书销量增长乏力的大趋势下，我

们启动了图书增值服务，为考试用

书免费提供精讲视频和每月一期

的增值文档，有力推动了考试用书

销量的二次增长。同时，通过免费

服务，我们的增值服务平台也聚合

了大量读者需求信息，为后续顺利

实现我社数字产品赢利打下坚实

基础。

其次，通过转型升级全力探索

新的赢利模式。考生在扫码登录平

台享受免费增值服务的同时，我们

可以根据其需求提供更多有针对性

的服务，例如及时策划推出高质量

的精讲视频、题库等网上收费产品，

为考生全方位提供考前在线培训服

务，有效促进收费课程的销售。

最后，提供“全程知识服务”。

以建造师考生为例，我们的知识服

务努力延伸扩展至建造师全生命

周期，涵盖模块有建造师考前知识

服务、继续教育知识服务等。为此

我们还积极构建相应的运营管理

支撑、应用系统、应用场景，增加

纸屏互动知识服务、富媒体电子书

阅读、在线培训、嵌入式知识服务

等功能，以便提高我们的知识服务

效率。

智库服务凝聚行业力量

截至目前，建工社已初步形成

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型知识库集

群，包括设计、结构、施工、标准等近

10 个知识库，基本达到了资源、平

台的共享，能全天候为建设行业用

户提供专业的知识服务。为提升这

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效率，建工社

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了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建设发展研究院，以服务

行业发展为己任，依托出版社深厚

的专家和内容资源优势开展研究咨

询工作。

首先，出版社积极为智库发展

保驾护航。为此，我们设立“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创新发展基金”，构建

了智库发展的长效机制，我社每年

将投入不少于500万元研究经费，用

于智库项目研究工作，以保障智库

的运行与发展。

其次，在完善智库建设方面，我

社汇集各方智慧，凝聚行业力量，借

助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搭建了十余

个专业方向的智库专家库，以创新

的研究机制积极开展智库活动与研

究，顺利举办了“健设智库大讲堂”

“中瑞建筑文化青年建筑师沙龙”等

活动，为政府机构、专家学者、业内

人士搭建了业务交流、互动的高端

平台。

最后，我们还将出版融合发展

重点实验室建设与智库建设协同推

进，开展专业出版融合发展实践探

索和应用研究，就出版融合发展相

关的重大难题和建筑领域的重大课

题开展集智攻关，努力培育行业新

模式、新业态。此外，我们也注重对

智库成果的积极转化，顺利编制出

版了“智库简报”系列产品，包括《智

库讲堂》《智库书摘》《产业观察》《热

点追踪》等。多期“智库简报”内参

受到了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及行业

高管的高度关注。

作为全国妇联主管主办的出版社，亲子教育是中国妇女出版社一直以来的主要出版方向。经过20余年

的深度耕耘，打造出多部获得国家级图书奖，销量10万+、100万+，出版社会、经济“双效益”的优秀作品，积累

了近百名优秀专家组成的亲子教育作者队伍，成为稳居该领域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单体出版社。

李凯声：用新型战略和运营思路为产品赋能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

育家孙瑞雪的“教育三书”《爱和自

由》《捕捉儿童敏感期》《完整的成

长》10 余年长踞各渠道家教图书畅

销榜，总销量超过700万册，被百万

父母誉为本土“育儿圣经”。同时，

妇女社通过不断运用新型产品战略

和运营思路为产品赋能，结合新媒

体营销、内容升级、版本更新等，保

持销量稳定增长，成为业内长盛不

衰的现象级产品。

持续的高质量内容输出是核心

竞争力。育儿专家张思莱为中国家

庭精心打造的《张思莱科学育儿全

典》无论是内容的权威性还是销量

表现，已经成为可以与国际知名育

儿书比肩的优秀原创育儿百科全

书。张思莱被中国关工委聘为专家

组特邀专家，随着“母婴健康成长万

里行”项目在全国巡讲，她的科学育

儿理念也深入千万家庭，被无数的

粉丝亲切地称为“国民奶奶”。鲍秀

兰是国内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权威专

家，她带领团队将30余年临床研究

成果汇编成“0～3 岁儿童最佳的人

生开端”系列图书，造福百万高危儿

家庭。协和妇科专家谭先杰首创以

章回体的新颖写法讲女性健康科

普，他的著作《子宫情事》入选科技

部2016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健康

时报》2016年度十大健康图书。

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妇女

社着力新媒体领域探索，打造了一

批销量具备10万+能量的作品。大

J 是最早试水出书的育儿自媒体

人。她的“家庭早教三部曲”《跟美

国儿科医生学育儿》《跟美国幼儿园

老师学早教》《跟早教专家学儿童潜

能开发》总销量超过 50 万册，入选

“2017 当当新书非虚构类 10 大好

书”。公众号“父母堂”黄静洁的《父

母的格局》荣获“2017年冰心儿童图

书奖”。通过不断摸索，我们与渠

道、作者三方建立起逐渐成熟的自

媒体作者营销打法套路，仅 2018 年

前10个月，妇女社就有《从容养育》

《成长，不慌张》《硅谷工程师的超强

思维训练课》等近10个品种挺进行

业风向标图书榜——当当新书榜24

小时榜和7日榜、总榜和育儿家教分

类榜等各榜单的第一名。10 月底，

育儿大号“暖暖妈爱分享”的创始人

暖妈的新书《高效能养育》上市预

售，3个小时就强势占据当当总榜和

亲自家教类榜榜首，再一次刷新了

纪录。此外，我们还协助作者对其

个人品牌进行深度挖掘、精准定位，

比如大J的“成长型父母”、黄静洁的

“中西合璧教育”、罗罗的“从容养

育”、憨爸的“思维训练”、暖妈的“高

效能教养”等理念，助力其打造大众

认知IP，实现专业身份转型，中国妇

女出版社被这些育儿大V亲切地称

为“公号作者的娘家”。这些自媒体

作者的迅猛崛起也成为家教类图书

市场的新生力量。

除了对优势领域的深度耕耘，

妇女社还着力延伸产品线，扩大读

者覆盖面。我们推出了“全世界孩

子最喜爱的大师趣味科学丛书”“心

灵成长经典伴读”等70余种青少读

物；利用“家教社”品牌优势，以为经

典名著注入教育内涵为切入点，通

过“男孩女孩分性别阅读”“百名儿

童共绘名著书封”“阅读一本书获得

一种品质”“阅读互动思维导图”等

形式的营销设计，改变大众对儿童

公版书形式单一、设计简陋的认知，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公版书市场抢占

一席之地。比如，“全世界孩子最喜

爱的大师趣味科学丛书”成为很多

中小学老师假期指定读本，总销量

将近100万册。

◎尚春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党委书记）

◎李凯声（中国妇女出版社社长）

◎杜正艾（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出版集团

副董事长、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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