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国内并没有实行统一的分级阅读标准，但近些年，无论书店还是电

商，都会有意识地根据读者年龄段对少儿图书进行划分，以帮助读者有针对

性地选书。不过，与幼儿阅读、亲子共读活动的各式花样相比，青少年图书

市场似乎相对“低调”很多。面对已有自主选择意识的青少年，如何策划出

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随着名家切入增多、经典图书青少版扎堆、科普书市

场向好，青少年图书市场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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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关键词 图书市场 资源整合 名家名作

数据显示，少儿图书零售市场2018

年 增 长 幅 度 为 13.74% ，与 2017 年 的

21.18%、2016 年的 28.84%相比，增速明

显放缓。“中国少儿出版的供给体系不

能有效满足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不能

灵活适应少年儿童阅读需求结构的变

化。因此，少儿出版现阶段的主要任

务，就是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今年

5 月召开的 2019 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

上，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

员会主任、国际少儿读物联盟分会主席

李学谦在主题演讲中多角度论证了结

构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告别低门槛+营销为王
青少图书将迎黄金发展期

在 2018 年少儿图书零售市场超 27

万种动销品种中，儿童文学类动销品种

超过8万种。儿童文学类一家独大仍然

是少儿出版细分市场最显著的特点。可

喜的是，近几年，低幼启蒙、游戏益智、国

学经典、少儿英语这几类图书销售额每

年增长15%以上，阅读需求持续增长。与

少儿出版整体情况相一致，面向青少年

的图书品种也以少儿文学、卡通动漫、科

普百科等品类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近

几年，少儿艺术、少儿编程等新兴细分品

类“冒尖儿”，为青少年阅读提供了更多

样化的选择。

青岛出版社少儿分社营销总监孙

健春提到，处于童年和成年过渡期的青

少年在选择适合的图书时，还存在一些

尴尬。究其原因，一是当前出版的图书

品质和结构还存在不足，无法有效满足

青少年的需求变化。二是为读者提供

优质的阅读服务相对滞后。

（下转第7版）

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

上，出版发行集团如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创新“四力”实践方

式？6月26日~27日在宁夏银川举

办的第七届全国出版传媒业信息

资源联通会议，对此给出了答案。

会前征集发布的首批160种“乡村

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书目

（链接：2019年 6月 25日1版《首

批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发布》），同

步在京东图书、当当、文轩、博库四

大电商平台专题推荐，引发了业界

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

本届会议由中国出版传媒商

报社与黄河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

办，聚焦“文化扶贫、精准扶贫”议

题，为打赢全国脱贫攻坚战助力

添薪。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出版管理处处长张雪晴，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社社长伍旭升，黄

河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李生龙、谭立群，研究出版社

社长赵卜慧，安徽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程春雷，银

川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许海雁，阳光出版社副

总编辑刘涛，宁夏回族自治区图

书馆咨询办证部主任王莉，宁夏

回族自治区扶贫办公室孙涛出席

会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副总

编辑金霞主持会议。

在与会同仁的共同见证下，研

究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代表

全国出版发行集团，向宁夏回族自

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宁夏回族自

治区图书馆、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对

口扶贫单位捐赠扶贫主题出版

物。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安

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长

江出版传媒集团、黄河出版传媒集

团阳光出版社、山东新华书店集团

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5家单位获“全国出版发行

业文化扶贫实践特别致敬企业”称号。

会上，5家“特别致敬企业”代表作主旨发言，

深入交流文化企业扶贫扶智具体实践，为文化企

业扶贫提供新思路、新方向、新动能。赵卜慧以

“打造中国扶贫书系 讲好中国脱贫故事”为题，具

体介绍研究出版社在“一体两翼三化”的规划部署

下，聚焦五大重点门类、打造七大专属领域的做

法。程春雷由点及面，细致展现了安徽出版集团

探索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模式，实现因

地制宜、产业联动的生动纪实。 （下转第5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配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更

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对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图书

的阅读需求，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央

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陕西人

民出版社等出版的30种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

图书（数字版），7月1日在学习强国、

新华书店网上商城、易阅通、咪咕、掌

阅等14家网络传播平台上线。

30 种重点数字图书包括习近平

总书记著作、讲话单行本，以及权威

部门等编写的论述摘编、学习读本、

思想研究、用语解读、描写习近平总

书记工作生活经历的作品，涵盖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外交等领

域。学习强国、新华书店网上商城、

易阅通、咪咕、掌阅、天翼文化、京东、

文轩网、博库、中国大学生在线、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中文在线、QQ

阅读、微信读书14家网络传播平台设

置了“新时代 新经典——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

点数字图书专栏”，人民网等7家中央

重点新闻网站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等专业媒体网站设置了专栏链接，着

力通过互联网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

生根，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实现理论学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王少波）

新一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上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7日，由

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主办的长三角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第9届江苏书展主会场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举行。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

长邬书林，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明办主任葛莱，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

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岩，中信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洪勇刚等 200 余人出席论坛。

邬书林，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王为松，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浙江教育出版集团社长何成

梁，安徽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郑可，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总编辑徐海分别发表主旨演讲。江

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孙真福主持

论坛。

葛莱认为，本次论坛聚焦出版业高

质量发展和创新性发展主题，邀请中国

出版协会领导和三省一市出版业领军人

物，共同探讨长三角出版业一体化发展

的新路径新举措，对推动长三角区域出

版业创新共建、协调共进、合作共赢，加

快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邬书林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对出版行业转型发

展的重要指导意义，从解读政策到实操

引领，指出要抓住文件根本，深刻认识

出版的地位和作用；要抓住文件核心，

解决关键问题；要宣传好文件，营造良

好出版环境，务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出

版繁荣。王为松表示，增强“四力”作为

一项系统工程，要在主题出版工作中深

刻理解和主动锤炼——以深入群众、站

稳脚跟加强“脚力”，以提高站位、做出

特色加强“脑力”，以捕捉热点、谋篇布

局加强“眼力”，以增强本领、大胆创新

提高“笔力”，努力策划和打造更多“叫

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何

成梁从对经营和管理两者关系的理解

切入，提出要以懂出版、善经营、强管

理、防风险等方式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郑可强调，编

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是创意创新的先

锋力量、内容建设的中场灵魂、出版质

量的“把关人”“守门员”；要紧抓出版业

高质量发展核心，从规划引导、内涵提

升和激励保障三方面塑造高素质编辑

队伍。徐海从专业化的逻辑、四个核

心、路径，以及专业化、垂直化与市场化

关系等方面，阐述了专业化发展是出版

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出版集团、出版

社、编辑部和编辑都要有明确的专业定

位、专业目标、专业理念，立足专业市

场，集聚优质资源主攻重点门类，从而

打造高质量产品，确保竞争优势。（倪）

江浙沪皖共商长三角出版高质量发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8日，江

西教育出版社历时3年打造的重点出版

物——《听党指挥》新书首发式在江西南

昌举行。团中央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党

委书记、理事长侯宝森，中共江西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杨六华，江西省出版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东亮，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网络舆论局伍正华大校，陆军

步兵学院教授丁晓春出席首发式并讲

话。首发式由南昌大学党委副书记黄恩

华主持。

作为一本通俗理论读物，《听党指

挥》由黄恩华、伍正华主编，编写组成员

均为南昌大学、陆军步兵学院等权威机

构的军史党史研究专家。该书分为“探

理论源头”“寻历史足迹”“析制度机理”

“驱思想雾霾”“铸强军之魂”五章，从人

民军队发展的历史中，创造性地提炼出

“为什么我军被称为人民子弟兵”“为什

么说历史在三湾拐了个弯”“为什么要设

立政治委员制”等代表性的问题，并对每

一个问题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为读者

厘清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红色基

因，解答了军队建设的问题疑惑，体现了

理论的锋芒和思想的锐度。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全社

会乃至向世界讲述人民军队‘听党指挥’

的故事，帮助读者从‘听党指挥’这一经

典题材中收获新意和共鸣。”侯宝森如是

评价。 （穆）

《听党指挥》：传承红色基因 激发担当作为

《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8日，文

化和旅游部对《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征求意

见稿指出，国家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制定促

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发布文化

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促进文化产业结构

调整和布局优化。国家鼓励文化产业内

容、技术、业态等方面的创新，营造有利

于涌现文化精品和人才的社会环境。

据了解，根据中央关于加快制定《文

化产业促进法》的部署，文化和旅游部会

同相关部门于2015年启动了《文化产业

促进法》起草工作，经过多次集中起草、

调研论证、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形成了

《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草案聚焦“促进什么”“怎么促进”两个核

心问题，围绕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环节和核心要素，确定在创作生产、文化

企业、文化市场3个环节发力，在人才、

科技、金融财税等方面予以扶持保障，促

进文化产业发展。

根据立法工作要求，文化和旅游部将

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如对征求意见稿

有修改建议，可于7月28日前提出。 （琦）

●政经提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30日，国

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 年版）》，以及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 年版）》，

旨在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扩大对外开

放，进一步扩大鼓励范围促进外商投

资。2019年版鼓励目录和负面清单将于

7月30日实施。

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全

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2018年的48

条减至40条，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条目由 45 条减至 37 条。文化领域

扩大对外开放，2019 年版自贸试验区外

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了出版物印刷须由

中方控股的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宣

纸、墨锭生产的规定，继续进行扩大开放

先行先试。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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