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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2019BIBF诚意奉献

8 月 21 日 -25 日，第 26 届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举办，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旗下 9 家出版社以及安徽时代少儿

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安徽时代艺

品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文化

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12 家

单位，携精品主题图书、重点出版物、

“走出去”重点出版物、安徽地方文化

出 版 成 果 以 及 最 新 文 创 产 品 参 展 。

展 会 期 间 ，将 开 展 版 贸 洽 谈 、签 约 、

论坛、新书发布、对话交流等系列文

化活动，全面展示安徽出版集团暨时

代出版在国际出版合作方面的亮点与

成果。

活动名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时代出版“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峰会

主办：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活动时间：8月21日10:30~11:30

地点：作家沙龙区

时代出版始终以打造精品高峰为指引，以传播先

进文化为己任，致力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表达，讲

好中国故事，推介精彩中国。近10年来，累计输出版

权数千余项；共有152个项目入选国家宣传主管部门

重点外宣出版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

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级“走出去”重

点项目；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与“一带一

路”沿线35个国家开展业务往来；搭建了“丝路童书

联盟”“多彩丝路·中国民俗文化海外推广平台”“中华

文化南亚综合推广平台”等多个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平

台，为优秀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本次活动并

作精彩致辞，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俄罗斯吉彼里昂出

版社、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年来在出版国际合

作领域的众多新老朋友欢聚一起，共叙友情，共商发

展，为国际出版合作走向更高阶段开辟新格局，提升

新境界，注入新动能，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文化

相融相通，提供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此次峰会，既回眸过去，分享合作交流成果；又展

望未来，永蓄创新创造动力。以此为契机，时代出版

将进一步加大文化交流力度，创新融合发展方式方

法，携手更多志同道合的海内外朋友，共谋发展，推动

形成立体多元、量多质优、共赢共享的产业形态，打造

繁荣共进的国际出版新格局。

安徽人民出版社
活动名称：《中日关系的光和影》国际推介会

活动时间：8月22日11:00~12:00

地点：W1-C04

《中日关系的光和影》对70年来中

日关系的演变有一个整体概念，对中日

关系的现状作了整体把握，并为展望中

日关系的未来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

考。该书一经出版即被列入2019年安

徽合肥全民阅读活动推荐优秀图书书

目，日文版也入选国家宣传主管部门

2019对外出版任务类项目。

该书作者王泰平，外交笔会副会

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和驻休斯顿

总领事馆前副总领事、外交部档案馆

前馆长廉正保，北京电视台编审、日本问题专家白美英，韩国民

俗苑社长洪忠和等众多嘉宾将出席推介会，从不同角度对本书

进行评析。印度DK出版集团、印度海洋阿智出版社，马其顿国

家文学院、黎巴嫩科学出版社、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的塞

尔维亚文学院以及韩国民俗苑出版社等诸多外国嘉宾也将参

加本次推介会。会上，韩国民俗苑和安徽人民出版社还将进行

现场签约，引进该书的韩文版权。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活动名称：发力原创玩具书，安科启航少儿新阅读

活动时间：8月22日 14:30~15:00

地点：W1-C04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从 2019 年

年初开始发力原创品牌玩具书——立

体书、翻翻书、发声书。从第一本立

体书《中国年》短短 3 个月内热销近 8

万册的开局好成绩，到《游中国翻翻

书：故宫》《长城》在各种读书活动中

热销并获得读者认可；从《端午节》立

体书全国 40 家实体书店同步开展图

书分享活动，到即将迎来的举家团圆

《中秋节》立体书的进一步发力，安科

原创品牌玩具书逐渐深入人心，获得市场的一致认可。

本次活动将邀请悠贝副总裁、悠贝阅读学院院长、悠慧读

创始人赵靖带来特别的分享——揭示玩具书对孩子的特殊意

义，包括激发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传承优秀文化，以此展

示和升华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品牌玩具书的意义与价值。

安徽教育出版社
活动名称：聂震宁《出版力》新书发布暨版权输出签约会

活动时间：8月22日9:40~10:30 地点：W1-C04

著名出版家聂震宁将携新书《出版力》出席本次发布会，与人民天舟

（北京）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长罗争玉现场开讲，碰撞思想火花。该书以

“出版力”为统摄，梳理了中国现当代出版史上200余个经典案例，涉及主

题出版、社科出版、文学出版、古籍出版、科技出版、少儿出版等重要领

域；对精品出版的内涵与外延、源流与演变、特征与规律、逻辑与思维进

行了全面的考察与精彩的阐释。发布会上，安徽教育出版社将分别与摩

洛哥十字路口出版社和中国台湾地区龙图腾出版社签署《出版力》法语、

阿拉伯语和繁体中文的版权协议，该书的多语种输出将有助于积累和增强

海外文化影响力与竞争力。

安徽文艺出版社
活动名称：吉狄马加《敬畏群山》全球分享会

活动时间：8月21日11:00~11:30 地点：W1-C04

《敬畏群山》精选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激情澎湃、遐思飞扬的演

讲42篇，全面展示了诗人的学术谱系、心路历程，以及其诗歌乃至为人

为文的主要成就（地域文化差异性，文化多元性，环保，普遍意义上的正

义、真理、众生平等）。本书中英文对照，填补了一个大诗人在英语平台

上的文本资源，给域外同行和研究者提供方便。该书目前已输出德文

版。活动现场，安徽文艺出版社将与俄罗斯吉彼里昂出版社签定《敬畏

群山》《经山海》等6种图书的俄文版权输出协议，同时与泰国红山出版

社签约“神奇的丝路民间故事”、《经山海》等14种图书的版权输出。

黄山书社
活动名称：《AR西游记》新书发布会暨版权签约仪式

活动时间：8月22日13:40~14:30

活动将邀请皇家柯林斯印度出版公司董事长莫汗·卡尔斯等众多

嘉宾出席，与读者共同感受新时代新媒体环境下的全新阅读方式。活

动特别精心安排了精彩的印度舞蹈《天竺少女》，让大家感受印度舞蹈

的活泼与灵动。

活动中，皇家柯林斯印度出版公司将与黄山书社签署《AR西游记》

一书的版权合约。双方的合作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探

索融合出版的合作新模式。以此为契机，黄山书社将继续与更多“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加多元的文化交流活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

国故事。

此次参展，黄山书社还带来入选外宣选题的《中国“智”造》、“三农”

系列、“外国专家在中国”系列精品图书，在精品展区精彩亮相，此外，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系列、“中国梦我的梦”、独具地方特色的新书“品读安徽”系列，以及刚刚荣

获“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值得对外推介的百种图书”的《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一书也将

闪亮登场，给读者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安徽美术出版社
活动名称：“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新书推介及版权签约会

活动时间：8月22日9:00~9:40 活动地点：W1-C04

活动将邀请兰州大学敦煌石窟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等共同

介绍炳林寺石窟的发展演进历程，从石窟雕塑解析的角度诠释石窟艺

术的内涵、特色等，探讨对于图书发掘“丝绸之路”各国的文化与艺术

交流的方式。同时，将与印度普拉卡山出版社就该套图书的版权输出

进行现场签约。

展会期间，安徽美术社还将带来入选中华优秀出版物、“十二五”

“十三五”重点出版物和各类“走出去”资金资助的多部优秀图书，如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成果》《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瓷器艺术》《中

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中国历代刺绣缂丝鉴赏

与投资》等，展示安徽美术出版社建社以来的出版成果。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
弘扬传统文化 唱响时代新歌

近年来，时代新

媒体出版社围绕基

础教育市场，出版社

确立了以“平台运营”

为主体，以“出版服

务”和“融合创新”为

两翼的发展战略，继

承传统出版优势，大

力发展新兴出版业

态，将新媒体、新技术与传统教育出版深度融合。

本次展会，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结历年参

展经验，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参展主题，

携精心打造的传统文化和徽文化重点出版物，亮相书展，并以

多媒体、数字化的方式进行展示。重点展出了出版社两大产

品线：自主研发的“教育信息化”平台——时代教育在线，以及

“传统文化出版”重点产品，其中包括原创数字教材《黄梅小

镇》《皖南剪纸》，交互式电子出版物《升金湖的鸟》《带着梦想

一起飞》，重点音像产品《唱响中国梦》《天下徽商》《安徽传统

剧种艺术档案》《风生水起——二十四节气的故事》等，为展会

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活动现场，时代新媒体社将与美国传捷通睿公司就

有声书、电子书等数字出版产品达成数项版权输出协议。

安徽时代少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动漫IP系列衍生品开启儿童用品新风尚

此次参展，安徽时代少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携

Paw Patrol（汪汪队立大功）、PJ Masks（睡衣小英雄）等头部动

漫IP系列儿童及学生衍生品精彩亮相。Paw Patrol是时下最

火爆、孩子们最喜爱的动漫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国内

全平台播放量已超过400亿次。睡衣小英雄是小猪佩奇版权

方英国 Entertainment One 公司推出的又一重磅作品，是目

前国内上升势头最快、最受孩子们喜爱的动漫之一，有望成为

继小猪佩奇之后新的流量明星。此次参展展品，打破固有儿

童用品的局限，深度结合汪汪队立大功、睡衣小英雄等动漫角

色形象与内容设定，研发出绝无仅有的独特器型，在市场上辨

识度极高，如喇叭杯、火箭杯、特色开模餐盘等，将儿童用品尤

其是生活类产品设计创新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安徽时代艺品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用创意赋美生活

8 月 21 日-25 日，

安徽时代艺品文化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携四

大类100多种文创精品

亮相展会现场。其中，

艺术品及艺术衍生品

通过设计再加工，把艺

术观念、美学气质与大

众的日常生活情境相融合，生产更符合现代消费市场的艺商

品；影视衍生品则以国际先进的衍生产品设计理念，结合传统

美学和现代艺术，打造具有较高文化艺术和设计创意附加值

的影视衍生品；文化创意类产品融合艺术审美、文化底蕴与实

用价值于一体，产品类别涵盖文物复仿类、生活用品类、书籍

出版类等；茶礼方面，与国内外知名IP联合打造的中国红茶第

一品牌——“镶着金边的女王”祁门红茶，入选中国2010年上

海世博会联合国馆专用茶，成为中国世博“十大名茶”。

此次参展，集中体现了时代艺品公司在“文创+徽文化”

“文创+产学研”“文创+文旅”等方面的融合发展新实践，助推

艺术品板块取得更好的发展。

安徽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文旅融合添亮点

8 月 21 日-25 日，

安徽文化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携文

旅融合产品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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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亮精品、聚人

气、强品牌，全面展示

融合发展新成果。

此次参展，安徽文旅集团旗下文旅策划设计公司围绕位

于徽州地区的重点项目——黄山中国书画小镇和绩溪上庄，

从内容挖掘和创作入手，以“徽州人家”为主题，推出上庄一品

糕、嵌字豆糖、门环铺首、木刻版画、剔墨纱灯等旅游文化创意

展品，致敬徽州老味道，传承徽州老工艺，再现徽州风景，活化

徽州人文。通过主题文创展品，让出版的文化因子浸入旅游

全链条，既实现出版主业的产业延伸，也为文旅融合创新方

式、增加动力。

高朋相聚 升华国际出版合作交流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活动名称：刘海栖、索晓玲《了不起的鼠小壳》版权推介会

活动时间：2019年8月21日14:00~15:00

活动地点：W1-C04

《了不起的鼠小壳》是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刘海栖的长篇童话，由中国传

媒大学教授索晓玲倾情绘图。作品以洒脱遒劲的笔调与充满智慧的想象力,记述了

老鼠一家艰辛创造幸福生活的经历，塑造了成长中的鼠小壳善良、率真的形象，向

读者传达勇敢乐观、独立自主的优秀品质与质朴真诚、豁达慷慨的价值取向，显现

出纯正的艺术品位。活动将邀请作者刘海栖、插图绘者索晓玲、阿拉伯语版权合作

方黎巴嫩时代未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穆罕默德·哈提卜参加，现场交流作品创作

中的点滴心得和版权输出中东国家市场的历程。书展期间，安徽少儿社还将举行

《妖怪客栈》背后的神话与现实写照——《妖怪客栈》系列繁体版签约仪式暨版权发

布会和《皮影中国》AR图画故事书版权推介会。精彩纷呈，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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