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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静安”五大特点四大活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作为上海书展的举办地和协办单位，上海静安区始终把参与书展、支持书展

以及推动全民阅读作为服务上海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使命与责任。针对区域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需

求多元的特点，静安区积极整合优质阅读资源，依托上海书展平台，着力打造“悦读静安”品牌。通过系

列阅读推广活动，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氛围，阅读活动持续丰富、阅读推广不断创新、阅

读覆盖逐步扩大、阅读理念深入人心，全民阅读氛围初步形成，助力打造“上海文化”品牌以及上海国际

文化大都市建设。

2019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悦读静安”活动总体呈现五大特点。一是突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主题。二是融合区域文化特色。三是增进国际文化交流。四是拓展阅读传播范围。五是探索文旅结

合新方式。利用文旅结合的契机，在书展期间开展“书游”活动。

今年，静安区将继续加强与上海书展的紧密合作，丰富活动内容，拓宽服务区域，向社区、商区、园区延

伸。根据计划，共举办四大板块的活动：一是“书游静安”活动；二是2019上海书展“书香中国”阅读论坛；三

是“静安理想书房”，2019静安理想书房将继续由“体验书房+讲座活动”组成；四是静安读书周，紧扣“红色”

“繁华”“精彩”“未来”四个主题，开启2019“悦读静安”读书周新篇章。同时，通过5G直播技术，实现主会

场-分会场的双向互动，将所有10个会场融为一体，实现“阅读静安，书香满城”。 （穆宏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董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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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年来，四川省有700余种图书和出版项

目获得国家、省级各类出版奖项。15个项目入

选第4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提名奖，47个项目

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92个项目入选国家民

文出版专项资金资助，9个项目获得国家古籍出

版专项资金资助，77个项目入选国家“十三五”

重点出版规划。截至2018年末，单品种发行10

万册以上图书90种，增长70%，川版图书市场占

有 率 从 2015 年 的 1.05% 提 高 到 2018 年 的

2.38%。四川省11家出版社全国市场排名提升。

2019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四

川首次作为主宾省，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

设立四川出版展团，携创新出版成果及各类阅读

活动精彩亮相。全省16家出版社、1家数字出版

公司和文轩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500种图

书、800多种新书集中参展，为上海人民和爱书的

朋友们奉献丰富多彩的精神大餐。

在今年上海书展上，四川代表团在近两年

出版的5000余种新书中精选了2500种图书供

现场展示展销。其中 2019 年出版的新书 865

种，占比超过35%。入选主题出版、国家出版

基金项目、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和获得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等各类奖项的优秀图书 280 余

种，占比超过11%。重点展示展销的有四川省

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包括“四川历史名人丛

书”五大系列及特别推出的相关出版物共 80

种，“第三极”出版工程相关图书 30 余种。主

题出版类包括《红船精神》《打铁必须自身硬》

《伟大的改革开放》《道路与选择》等。脱贫攻坚类包括

《大国扶贫》《迎风山上的告别》《生命的力量》《向往》《高

腔》等。畅销书类包括“米小圈”系列、“汪汪队”系列、“穷

爸爸富爸爸”系列等。社科文艺精品类包括《寻绣记》《成

为：米歇尔·奥巴马自传》《王蒙陪读〈红楼梦〉》《汉声中国

童话》“比尔波特”系列等。还将在四川展馆显著位置，集

中展示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

映新中国70年成就和实践，阐述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的最新出版佳作。

四川代表团开展的阅读活动共有19场，主要分为4

大类。一是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开展

爱国主义主题阅读活动，主要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展的

“我爱我的祖国·主编刘国新带你一起轻松读国史——

‘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分享会”；天地出版社开

展的“关注法制教育聚焦安全自救——解淑平‘青少年

法治安全系列小说’分享会”；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展

的“与国宝一起，邂逅中国传统文化——《漫话国宝》作

者讲座”。二是“第三极”相关的阅读活动，主要有四川

文艺出版社开展的“高原故事，他们值得被看见——唐

明‘小马驹丛书’创作分享暨新书发布会”；四川美术出

版社开展的“《藏文书法长卷》展示及签约仪式”“《〈格

萨尔王传〉大全》讲座访谈”“《藏族美术史》签约仪式”

等活动。三是彰显四川地域特色的阅读活动。新华文

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四川历史名人丛书”

新书发布会，将推出相关图书和文创产品，全面展示

“四川历史名人出版工程”的首批成果。四是契合大众

需求的综合类阅读活动。包括四川科技出版社开展的

“给孩子的自然之书——《节气家书》图书分享会；四川

文艺出版社开展的《网红养成记》新书发布会。

精选8000种好书亮相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中国出版“国家

队”的中国出版集团精心组织，推出一系列精品力作，

回顾历史、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中版集团在此次上海

书展上，将展出 1600 余种新书、600 余种重点图书，如

《满世界》《父亲的军装》《故宫的古物之美·绘画风尚》

《精神的力量——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马克思主义

历史考证大辞典（第一卷）》《新华字典 120 年纪念版》

《遏制战略》《马背上的共和国》《重读抗战家书》《中华

人物故事汇》《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古代物质文

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经济与改

革——厉以宁文选2015~2017》《中国发展道路丛书：中

国经济改革进程》《地球的红飘带（24 开）》《毛泽东画

卷（白卡盒、12册装）》《心中的旗帜》等。

重磅推出主题图书及“中版好书”

中版集团特别设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图书

和“中版好书重点推荐图书”销售专区，如《长征》《牵风

记》《不凡的历程：陈云与改革开放》《信仰的力量》《长

征记忆》《辞源四卷本》《重读先烈诗章》《资治通鉴与家

国兴衰》《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第一辑·15册）》《经济

与改革——西方经济学说读书笔记》《伟大的远征》《华

夏城市文明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寓言中的经

济学》《中国家法：家风家教》《永不磨灭的记忆：向共和

国老战士致敬》《守望初心》《精准医疗》《中医药科普读

本》《光荣与道路：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火印》《将

军胡同》《犇向绿心》等。

60余场精彩活动备受关注

集团所属各单位精心组织策划了 60 余场重点活

动，既有主题论坛、高层论坛、新书发布、作者签售、名

家访谈，又有专题讲座、读者见面互动等。如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路内《追随三部曲》签售会”、商务印书馆

的“解读《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的“《中华人物故事

汇》媒体见面会”、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的“不忘初心 红

色绘本系列，人民就是江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连环画主题读者见面会”、人民音乐出版

社的“如何发出美妙的声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的“静电的都市奇想绘卷——《东京旮旯》新书首发

式”、三联书店与人民音乐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爱的交

响——《情殇》《为艺术为爱情》新曲新书发布会”、东

方出版中心的“《气候赌场》新书发布会”等。

“中版书房”再放异彩

继“中版书房”在苏州开设首家联合书店后，此次

上海书展期间，“中版书房”上海长宁店将开业运营，拟

于开展首日8月14日举办开业典礼，并举办为期一周的

中版之夜文化活动。“中版书房”长宁店位于东方出版

中心所属的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45号东方世纪大厦

一楼，目标是打造以书为中心的集阅读、文化、活动于

一体的新型实体书店。

中国出版集团将继续用精品好书引领全民阅读，

为读者奉献更多的精品力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出版发

行企业的社会使命和文化责任，为推广全民阅读做出

中国出版“国家队”的表率。

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力推中版好书力推中版好书““中版书房中版书房””再放异彩再放异彩

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书展迎来

第16周年，中国出版集团组织旗下人民文学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人民音乐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23家出

版单位参展，为读者带来近 8000 种中版好

书，60余场精彩活动。

在书展组委会大力支持下，确定上海展览中心

“西广场阳光棚”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展区所在馆，

展区面积 300 平方米，展区设计将在去年基础上结

合本届书展主题进行布置安排，特设“庆祝新中国

70 周年暨对外出版 70 年成果展”图书专区，集中陈

列展示局版对外出版优秀图书；展台力求突出集团

整体形象和各单位品牌，对其中宣传海报、书架摆

放等细节进行打磨，力求功能强、容量大、方便读者

选购。

此次参展，外文局将组成由局领导为团长的代表

团，具体参展单位包括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和局属7家出版社，参展人员以国内营销发行部门、

国际合作部门以及编辑、美术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主，

共约60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代表团的另一大亮点

是，将派出两位外籍员工亮相书展，分别是来自突尼斯

和西班牙的阿杜先生与欧若兰女士，他们将与读者面

对面开展交流并参与销售工作。

外文局参展图书两大特色和优势：一是多语种，作

为国内做大的对外出版机构，外文局每年出版近千种

多语种图书对外介绍中国，出版种类丰富，涵盖当代中

国、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作品、儿童绘本、历史画册、对

外汉语教学等。二是国际化，外文局旗下中国国际图

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此次将有5000余种进口原版图

书参展，类别涉及海外各类畅销小说、儿童读物、工具

书以及少部分法语、日语读物等，以最大限度满足上海

读者对国外原版图书的需求。

本届书展，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精心准备了18场活

动，包括13场展场内活动以及5场场外书店的新书分

享会。

新星出版社将开展《我与中国：“熊猫杯”日本青年

感知中国征文大赛纪念文集》新书推介会。为更好地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展现日本青年眼中的

新时代中国，新星出版社与人民中国杂志社将“熊猫

杯”征文大赛5周年获奖作品结集出版，选定在上海书

展首发。新星出版社还将在展场外的书店举办5场新

书分享会。

外文出版社启动“向世界说明中国：新中国对外

出版 70 年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多位权威作家、

主编以及外文出版社社长徐步围绕“对外出版 70

年”这一主题，针对图书的创作及所感所想为大家

“高端”讲述。

“向世界说明中国：七大对外出版社社长谈对外出

版70年”活动将邀请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所属七家出版

社社长围绕“中国对外出版”在当前全球出版市场中的

地位与影响、中国主题图书如何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

习惯等话题展开讨论。

新世界出版社将举行“直面媒体，直面读者——《直

面媒体20年》多语种图书首发仪式暨读者见面会”。

书展期间，外文局还将举办《论语》（中英双语·诵读

版）推介会暨中外诵读会、《那四年，青春模样》徐梦媞分

享会、《沈石溪动物小说》中英双语系列图书新书首发签

售会、《京剧有故事》新书发布会等多场活动。

中国外文局：立足两大优势展示文化成就

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2018年首次大规模组团参加上海书展，取得了良好成绩（销售

总额突破139万元）。今年全局上下高度重视，针对上海图书市场以及往年参展数据进行分析研

判，遴选参展图书品类，经统计参展图书近7000种、4万余册（码洋354万）；包含近30个文种，内容

涵盖对外宣传中国主题、当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作品、儿童绘本、历史画册、对外汉语教学以

及原版进口书等类别。

此次上海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将

集中推出 1.3 万余种图书（其中新书近

4000 种），精心组织 300 余场阅读推广活

动，并邀请400余位海内外作家学者与广

大读者见面，全面展示集团近年来坚持守

正创新，大力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全新

成果，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一份世纪

厚礼。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成立20周年。集团此次参展

工作有四大特色和亮点：聚焦新时代主题；发

挥主力军作用；突出新发展理念；凸显主阵地

影响。

4000种新书：彰显世纪出版强劲丰厚

的内容“生命线”。在主题出版领域，集团

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为重点基地，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强化“原创、首创、独创”，集

中推出一批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

新时代的精品新作。在传统文化领域，坚

持守正创新，重品味、讲格调、抓质量，集团

出版单位重点打造了一批精品新作。主要

有中华典籍及诗文普及读物、普及历史文

化常识、传承汉语文化之美的优秀读本、生

动呈现中华优秀文化的连环画及绘本、以

传统文化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

图书。

在学术社科领域，集团相关出版单位

坚持强化专业特色，巩固内容优势，集中推

出一批品质一流、价值厚重的重磅佳作。

在文学艺术领域，集团多家出版社发挥各

自优势，一批新作颇受关注。在科普少儿

领域，一批优秀科普读物宣传当代科学前

沿成果，激发科技创新精神，引领科普阅读

新风尚。

在本届上海书展，集团特设的数字出版馆将重

点展示专业学术知识服务、中小学数字教育、大众出

版等不同细分领域的数字出版产品或成果。

300余场活动：打造世纪出版缤纷多彩的书香

“风景线”。此次上海书展，集团提前部署、广泛动

员、精心策划，倾力奉献300余场阅读文化活动，并

邀请 420 余位海内外作家学者嘉宾与广大读者见

面，活动场次、嘉宾数量创历年新高，充分展示“读者

至上”的文化理念。

集团将重磅推出两场主题展——“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主题图书精品展”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成立20周年精品图书展”。书展期间，集团还将举办

“新时代东方书系”首发式暨现实主义原创精品融合

创新研讨会、复旦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工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

丛书首批成果新书发布会、“被折叠的时间——文景

文学之夜”“朵云艺术赏读季”“小文艺之夏”“世界学

术经典”出版启动仪式、“挪威现当代译丛”新书发布

会等大量活动。

全阵容与新地标：以一流品质提升广度和高

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各出版单位将全阵容参

与本届书展，朵云轩集团、上海印刷集团、上海外文图

书公司、上海图书公司、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等单位也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设立相关展

区展位。此外，集团新型阅读文化空间朵云书院上海

中心旗舰店、思南书局、著名专精特书业品牌上海外

文书店、上海古籍书店、艺术书坊、上海香港三联书

店、新知识教育书店以及上海图书公司参与运营的新

虹图书馆，已被列为上海书展的8个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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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恰逢上海新华书店建店70 周年，伴随上

海解放而诞生的上海新华书店，在“传承”与“创新”中

不断前行。上海书展到来之际，上海新华传媒将发扬

新华精神，秉持“服务全国、服务行业、服务读者”的宗

旨，致力于搭建全国文化平台、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以打造高品位书展为己任。今年，上海新华传媒将继

续全力承办位于东一馆的“各地出版馆”、中央大厅的

“主宾省馆（四川出版馆）”、东阳光篷的“上海国际童

书嘉年华（少儿主题馆）”。

上海新华传媒一直将“服务全国出版”放在突出

位置，积极引进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出版单位，诚邀全

国大社、名社、强社参与。今年，上海新华传媒继续

承办“各地出版馆”。除了原先1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

的出版单位将在各地出版馆设立专区展示并推介重

点产品外，内蒙古出版集团和安徽时代出版集团将

首次以集团形象在上海书展做整体展示。除此之

外，作家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20多家出版单位将在各地出版

馆设立专区/专架。人民邮电出版社将首次亮相上

海书展，设立专区。

上海新华传媒将在东一馆入口处设立“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主题图书展销馆，集中展销宣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主题图书，精选两千余

种优秀主题出版物，礼赞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今年，两大精品馆仍将设在东一馆。上海新华传媒

从大数据中筛选出精选品种，将社科类、文学类好书汇

聚在一起，便于读者集中选购。“2019向大师致敬”主题

图书展也将在社科精品馆同步设立，届时将展销诞辰纪

念日逢整年的巴尔扎克、海明威、老舍、路遥等中外大师

的经典著作。

上海国际童书嘉年华（少儿主题馆）是专门为孩

子们设置的区域，汇集了60余家全国各地知名童书

出版单位，有万余种中外优质童书。此次，上海新华

传媒邀请到了沈石溪、秦文君、伍美珍、周锐、殷健灵、

郁雨君、梅子涵、郑春华等数十位深受小读者喜爱的

儿童作家亮相国际童书嘉年华，与小读者近距离交流

互动。

上海新华传媒精心组织了各类活动250多场，主会

场200余场，分会场40多场，其中新书活动100余场；继续

全力配合中宣部印刷发行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书

展组委会举办“中国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年会”；还将主办

10个“七系列”之一的“致敬七楷模”讲读会。

上海新华传媒将在全市各区的22家上海书城和

新华书店设立分会场，并继续与上海书展组委会办公

室合作打造“上海书展云会场”。今年书展，在上海新

华传媒承办的各展馆中，读者可以继续使用便捷的移

动支付，上海新华传媒还联手上海银联和建设银行，

为使用指定移动支付通道的读者送上优惠。此外，在

文学精品馆和上海国际童书嘉年华（少儿主题馆）中，

还将放置多台“智能多点触控自动购书机”。读者可

以体验到快速、便捷、高效、智能的结算方式，提升购

书体验。

上海新华传媒：薪火相承七十载 书香献礼新时代

参展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