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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集团坚持政治站位，做强主题出

版，切实履行国家队使命，进一步夯实主流文化

出版阵地，通过推出主题出版精品图书，积极构

建“中版特色主题出版体系”，唱响文化自信的时

代强音，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奏响华彩乐章。

主题出版是出版“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三

型集团”建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出版集团

精心策划“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书近百

种，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大主题，点面结合，打造了一批“有

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优秀主题出版物。

推出一系列回顾历史的主题图书，如《毛泽

东家书解读》、“逄先知文丛”及《精神的力量：改

革开放中的邓小平》《不凡的历程：陈云与改革

开放》《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中共

中央在延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崛起》《影

响力：中国领袖风云录》《永不磨灭的记忆：向共

和国老战士致敬》《走进古田会议》《红军长征

记：原始记录》《决战朝鲜》《香港政制发展历程

（1843~2015）》《光荣与道路：中国大时代的精英

记忆》《美丽的中国故事：荣宝斋往事漫忆》《敢

为天下先：中国航展二十年》等。以历史史料为

基础，展现党和人民在当时的斗争与探索，对当

前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和

借鉴意义。

推出一系列反映当前热点问题的主题图书，

如《开放兴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

开放思想》《走近卡尔·马克思（精装版）》《中国道

路与人口老龄化》《中国改革与发展热点问题研

究（2019）》《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扶贫

改革40周年论文集》《乡村调研：宋家沟》《如何讲

好中国故事》《支部音乐课：用歌声宣誓》《金色绽

放——祖国华诞天地欢“一带一路”谱新篇·中老

年合唱曲集》《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中国航

天》等。关注当前热点问题，对问题进行梳理，回

答解决问题的重大意义，系统阐述破解难题的路

径，深入分析重要问题，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学

术表达。

推出一系列用故事讲述道理的主题图书，如

《初心——优秀共产党员入党前后的故事》《活在

心中的故事》《小故事大哲理：24 字里的家国智

慧》《天地有节：二十四节气的生命智慧》《迈向新

赛道——华为系列故事》《创业者独白：2016 中关

村创业案例集》《中关村旋律：2017 中关村创业案

例集》《犇向绿心》《正阳门下》等。用小故事渗透

大智慧、反映大时代。

主题出版是内容创新的富矿，是借以擦亮企

业品牌、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出版

集团将针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采取齐头并进、

多项开发的策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

释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表达两大核心理念，构

建中版特色的主题出版体系。

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将于8月21日开幕，中国出版集团

以出版国家队的使命担当，在世界

规模第二的图书出版业盛会上，展

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出版产

品，重点推广中国扶贫攻坚图书，

全面推介集团优秀图书版权。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拥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人民美术出版社等20余家

出版单位，将在现场展出精品图书

2200余种。三联书店将携一批版

权畅销全球的中国学术著作，作为

今年中版集团重点社参展，他们邀

请中国学术名家、启动“三联中读”

产品国际推广，以丰富的签约和发

布活动，展现新时代中国学术出版

的新风貌。博览会期间，为了进一

步讲好中国故事、聚拢各类国际资

源、扩大国际合作共识，中版集团

还将举办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

国际编辑部年会、翻译恳谈会、欧

洲青年出版人版权洽谈会等多场活

动。

三
大
主
题
奏
响7

0

周
年
华
彩
乐
章

中国出版集团“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图书
作者及著作方式

李鸣生 著

瞿独伊、李晓云 编著

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 编著

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 编著

李小林 主编，李新玉 执行主编

柯银斌 著

《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编委会 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 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 编

田涛、殷志峰 主编

洪武子、陈发来 著

《中共中央在延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崛起》编写组 编

何丽 著

欧阳嘉 主编

程中原 著

张浩 著

李忠 著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 组织编写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 组织编写

欧阳辉 著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中航集团（在京）财务系统党建课题组 编著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编著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编著

李峰 著

《环球人物》杂志社编

《三联生活周刊》编著 李鸿谷 主编

马五一 著

季世昌 主编

汤素兰 著

史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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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单位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华文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荣宝斋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天天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选题名称

敢为天下先：中国航展二十年

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

精神的力量——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

不凡的历程——陈云与改革开放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全球商业共同体：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与行动

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中国航天

支部音乐课：用歌声宣誓

金色绽放——祖国华诞天地欢“一带一路”谱新篇·中老年合唱曲集

迈向新赛道——华为系列故事

走进古田会议

中共中央在延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崛起

永不磨灭的记忆：向共和国老战士致敬

初心——优秀共产党员入党前后的故事

活在心中的故事

开放兴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书香万里——“红沙发”高端访谈录

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扶贫改革40周年论文集

脱贫攻坚教育培训教材系列丛书

走近卡尔·马克思（精装版）

红心引航：新时代党员健心系列读本

创业者独白：2016中关村创业案例集

中关村旋律：2017中关村创业案例集

决战朝鲜

影响力：中国领袖风云录

光荣与道路：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

美丽的中国故事：荣宝斋往事漫忆

毛泽东家书解读

犇向绿心

正阳门下

讲述新中国70年故事主题一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中版集团

各出版单位全年计划推出 118 种主题图

书，面向国际市场推介多语种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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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案推介

时 间

8月19日 15:00～17:30

8月20日 9:00～12:00

8月20日 9:30～10:30

8月20日 10:00～11:00

8月21日 9:30～10:30

8月21日 10:30～11:00

8月21日11:00～11:30

8月21日 11:30～12:20

8月21日 12:20～13:10

8月21日 13:30～14:00

8月21日14:00～15:00

8月21日 14:00～17:00

8月21日 14:15～14:45

8月21日15:00～15:40

8月21日 15:40～16:40

8月22日 9:00～10:00

8月22日 10:00～10:30

8月22日11:00～11:30

8月22日11:30～12:00

8月22日13:30～14:10

8月22日13:30～14:30

8月22日 14:10～15:10

8月22日 15:10~16:10

8月22日 15:30~16:30

8月22日 16:10~16:50

8月23日 9:30

8月23日 9:30~10:30

8月23日10:30~11:00

8月23日 13:30~14:30

8月23日 14:00~15:00

8月23日 14:30~15:00

8月23日 15:00~15:40

8月23日 15:00~15:40

8月24日 14:00~15:00

8月21日10:00~10:50

8月24日 9:00~10:00

8月24日 10:00~11:00

8月24日11:00~11:50

8月 24日 13:00~14:00

8月 24日 14:00~15:00

8月 24日 15:00-16:00

8月19日 9:30-17:00

主办单位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出版集团、新华书店总店、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中华书局——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华书局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天天出版社

中译出版社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商务印书馆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连环画出版社、中国电影资料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天天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商务印书馆

华文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世界图书西安有限公司

现代教育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世界图书西安有限公司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活动名称

★特贡奖候选嘉宾暨青年汉学家恳谈会

★集团国际编辑部年会

集团媒体见面会

德国卡尔森出版社访问

★“讲述扶贫故事，中国出版在行动”发布会

《“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英文版发布会

金冲及文丛外文版及《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外文版首发式

人文社新晋茅奖作家版权推介会

《国宝档案》系列法语版权签约

《牛津学术英语词汇精练》（基础篇+进阶篇）新书发布会

声音里的文化中国--中读产品发布会

★2019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

讲好中国故事——牛津大学出版社语言学习类图书战略签约仪式

中华书局数字产品发布会

中国神兽走进罗马尼亚——《故宫里的大怪兽》（罗马尼亚文）新书发布暨儿童文学中的传统文化交流分享会

《中国梦 复兴路》孟加拉语新书发布暨波兰语版权输出签约仪式

《中国道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英文版）新书发布会

吴敬琏作品多语种签约仪式

《福建土楼》英文版首发式暨多项目签约仪式

《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中华传奇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多语种签约仪式

欢庆70年：2019中图公司出版“走出去”联盟成果发布会

第三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颁奖典礼

《中国陶瓷史》西班牙语版新书发布会

中图公司与海外出版社POD合作发布授牌仪式暨与京东签约仪式

现代汉语词典APP发布会

世图-剑桥理工科高等教材合作出版30年纪念座谈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图书——《人民就是江山》《影画中国》新书发布

三联书店与罗马尼亚Editura Integral战略合作暨多项目签约仪式

赵丽宏“童心三部曲”新书发布暨版权推介会

★欧洲青年出版人版权洽谈会

“《汉语世界》中国好书”征集启动仪式

《我们误判了中国》《达赖喇嘛传》（阿语）新书发布暨《中华上下五千年》（阿语）签约仪式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APP发布会

人文社·携程中外作家同题互译项目成果发布仪式

来自Nobrow的儿童绘本编辑力——编辑的审美与再创作

舞台剧《成语故事之植物国大冒险》

嗨！世界，你好——动画互动图画书《嗨！》新书发布会

如何用好玩的故事点燃孩子的阅读兴趣——小酷哥哥爆笑校园幻想故事读者见面会

小手动动，探索动物科普启蒙之旅

走进人工智能时代——我的机器人第一课

“这是真的吗？”——“问题少年”的奇趣科普之旅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发布礼暨中欧青年出版人恳谈会

地 点

集团11楼多功能厅

集团11楼多功能厅

集团10层会议室

集团8层贵宾室

集团展台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临空皇冠假日酒店

东四馆中图活动区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东四馆中图活动区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东四馆中图活动区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11楼多功能厅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洽谈区）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展台 W1-B01

商务印书馆礼堂

集团展台 W1-B01

集团童书展台E2-A20

集团童书展台E2-A20

集团童书展台E2-A20

集团童书展台E2-A20

集团童书展台E2-A20

集团童书展台E2-A20

集团童书展台E2-A20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阿拉伯楼国会厅

中版集团2019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主要活动

引领出版扶贫行动

★《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2018年11月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
要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以推进，全党
全国全社会以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为根本遵循，奋力攻坚，脱贫攻坚战取
得了决定性进展，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减贫
成绩。该书旨在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深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彰显扶贫开发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
式，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

智慧。书中文章都是各地脱贫攻坚的成功案例和论文汇编，充分展
示了中国扶贫改革的具体实践，具体举措和成功经验，具有很高
的参考价值。

★《中央和国家机关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典型案例集》
2019年8月版

该书是中央和国家各机关组织在贯彻
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全体驻村第
一书记将其驻村期间的工作开展经验与扶
贫理论总结而成并精选的一百个扶贫典型
案例合集。该书正是彻底贯彻落实党中
央政策、方针、精神的总动员和经验的全
面总结。书中各位驻村第一书记，将党中
央的政策带到一线，将工作落到实处，从
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出发，对扶贫工作实
践进行了理论提升和经验总结，在中国壮
丽的扶贫大业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也为

全体共产党员树立了榜样。该书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组织编
写，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编辑整理出版，不仅将为中国扶贫
事业留下浓重的历史记载，也为国际减贫事业的重要经验积累
总结留下厚重一笔。

★“新时代中国县域脱贫攻坚研究书系”2019年9月版
“新时代中国县域

脱贫攻坚研究书系”通
过对全国12个脱贫摘
帽县的调研，系统总结
了我国脱贫攻坚过程
中所探索出的一系列
先进经验与做法。书
系编写组在编写过程

中开展了大量的调查，搜集了丰富的经验资料，对不同地区在脱
贫攻坚过程中所探索的先进经验，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全
方位的梳理和总结，是对中国以县一级为单位的贫困治理的良
好宣传和推介。该书系所呈现的内容既有对于不同县区脱贫攻
坚思路、做法与成效的梳理，也有对于经验和启示的总结与学理
思考。该书系的出版将对总结中国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和宣传
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效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另外，从学术研究
的角度来看，该书系将为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经验
材料，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脱贫攻坚研究报告”书系 2019年9月版
“中国脱贫攻坚研究报告”

书系旨在记录党的十八大以来脱
贫攻坚的伟大历程，及时总结成
绩与经验，促进全社会深入了解
脱贫攻坚战、更好参与脱贫攻坚
战，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更好分享中国故事、中国经验。
本丛书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

“新”，丛书反映了脱贫攻坚以来
扶贫领域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思

路和新发展；二是“准”，丛书对脱贫攻坚领域中新出现的问题及
动向、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把握得相当准确；三是“专”，
参与研究的专家或是相关领域的专业权威，或在相关选题有丰厚

的研究积累，或对所研究的案例有长期关注。

研究出版社扶贫攻坚系列图书推介

中版集团高高擎起“出版扶贫”的旗帜，举办主题为“讲述扶贫故事，中国出版在行动”

活动，集中展示发布全国扶贫书单、“中国扶贫书系”;在BIBF文创馆专设100多平方米展

区，展销集团定点扶贫青海省泽库县的文创产品，展示泽库县特色文化及服饰等。

中版集团展台上，60多名版权经理将接待外商洽谈，同时，各出版单位与外方

合作伙伴将举行发布、签约、座谈等 30多场活动。中版集团将举办汉学家交流座

谈、国际编辑部年会等重点活动。

版权推介输出走深走实主题三

主题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朗读者2》

（The Readers Ⅱ）
该 书 为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文 化 类 节 目

《朗 读 者 II》同 名 图 书 ，共 分 三 辑 。 全 书 共 收

录 62 位朗读者的珍贵访谈、71 篇古今中外经

典文本。

《山本》

（The True Face of the Mountain）
小说以秦岭深处一个名为涡镇的小镇为起

始，讲述了杨家棺材铺童养媳陆菊人从娘家带

来了三分胭脂风水宝地，被不知情的公公赠予

井宗秀葬父后竟使涡镇的世道完全改变，从而

引发了一幕幕激烈动荡的战争。

商务印书馆

《国家相册》

(China Album)
新华社《国家相册》栏目依托中国照片档案

馆馆藏图片打造而成，该书从《国家相册》中选

出与改革开放相关的最具代表性的 13 集，聚焦

普通人的生活变化，通过照片背后那些鲜为人

知的人与事，书写中国故事。

《中国道路与人口老龄化 》

（TheChineseWayandPopulationAgeing）
该书是探讨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文章合集，

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

中华书局

《物色：金瓶梅读“物”记》

(Buddhist Arts in Dunhuang)
该书是第一部从名物角度对《金瓶梅》进行

专门解读和细致研究的著作，书中近二百幅文

物图片，多为扬之水老师走访国内外博物馆、参观

展览所摄，图文并茂，精彩纷呈。

《佛在敦煌》

（Buddhist Arts in Dunhuang）
该书是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精华，

书中细致梳理了敦煌壁画和雕塑的艺术发展历程，同

时也对佛教的产生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阐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华百科》

（Encyclopedia of China）
该书是有关中国主题的综合性图文百科全书，

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

学、艺术等知识，着力展现独特的中国元素，古今兼

顾，门类齐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

《中华文明史话》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该书是一套图文并茂的中国文化普及性读物，

现已出版 32 册。丛书对灿烂的中华文明作了全面

系统的介绍。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英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

（Interviews with Well-known Contemporary
British Artists）

书中收录了近 500 张图片和照片，均由受访的

艺术名家们亲自授权，在一部中文出版物中集成出

版，为国内同类出版物中罕见，对于当代艺术的研

究与创作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极简中国古代绘画史》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
该书是一本领略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简书。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文思点染，意绪铺陈，展开一

轴艺道相融、寓繁于简的艺术史图卷。此书虽

小，却熔铸画史大千。

人民音乐出版社

“张千一作品集选”

（Selected Works of Zhang Qianyi）
该集选收录了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张千一

的 16 部作品，现已出版 9 部。这 16 部作品均为

张千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涵盖了交响乐、室内

乐、歌剧、舞剧音乐等各类不同体裁和题材。

《新路径钢琴基础教程》

（New Paths--The Basic Piano Course for
Beginning Students）

《新路径钢琴基础教程》（共 10 册，现已出版

8 册）由被誉为“金牌钢琴教练”的国际著名钢琴

教育家但昭义教授主编，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

一部全面系统的钢琴基础教程。该套教程图文

并茂，由名师诠释点注，配有可视可听的示范演

示，具有科学编排、逻辑严密、目标明确、循序渐

进、快乐进阶等特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于丹〈论语〉心得》

（Confucius from the Heart）
作者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

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

方 面 ，从 独 特 的 个 性 视 角 出 发 来 解 读《论 语》。

全书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

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

《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

（The Great Juncture: Road Choice of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该书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重

大历史事件中的道路抉择以及命运，揭示了选

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中译出版社

《新中国故事》

（The Stories of New China）
该书梳理了中国历史上 1949~2014 年的一系

列历史事件、历史大事、历史人物等，从中着重

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进程，有

助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以来的中国历史。

“中国著名企业家”丛书

（Chinese Entrepreneurs Series）
该书旨在以新形式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

国故事，以总结和介绍中国当代著名企业和企

业家的成功之道为切入点，介绍民营企业家们

的创业生涯和个人生活。

天天出版社

《萤王》

（The Firefly King）
该书是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

2018年全新力作。作品阐释关于坚持信念与坚守希

望的主题，教人尊重生命，敬畏自然。

《黑木头》

（Blackwood）
该书讲述黑木头与童童一家结下的跨越几

代人的情缘，描摹出亲情和人与动物之缘。忠

诚、信任和爱——每一位与动物相伴的人都会为

之动容；亲情、守护和陪伴——每一个家庭都会

更加珍视日趋衰老的亲人。从记忆中延伸出来

的温暖，将抚平所有的心灵疼痛。 标★为重点活动，具体活动以现场安排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