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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加拿大分报告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与海内外书业机构、专家共同推出

俄罗斯：文学、童书拉动市场 有声书出版增长迅猛

表1 2018年俄罗斯TOP10出版社

资料来源：俄罗斯《图书产业》杂志

数字出版市场（B2C、B2B、有声书市场）同比增

长34.7%至48.1亿卢布，市场占比为6.4%。其中有声

书发展迅猛，同比增长31%至8.5亿卢布。

纵观2008~2018年俄罗斯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尽

管地方出版业发展较快，但俄罗斯出版业仍主要集中

在莫斯科，全国超过一半的出版社都在莫斯科，发行

量占全国的85%。

尽管传统书店近年来有减少的趋势，但它仍是俄

罗斯出版业的主要销售渠道，市场占比为69.3%，同

比减少了1.1%。2018年网上书店销售纸质书收入同

比减少 12.1 亿卢布至 119.5 亿卢布，市场占比为

20.3%。在线销售纸书是图书分销各种方式中增长最

快的渠道。

表2 2018年俄罗斯图书细分市场份额及2019年预测

资料来源：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艾克斯莫出版集团、俄

罗斯《图书产业》杂志。

出书品种数和发行量双下降

据俄罗斯各类出版物的法定收藏保管机构——

俄罗斯版本图书馆统计，2018年，俄罗斯出版社出书

比2017年减少0.4%至116915种，总发行量减少8.3%

至4.323亿册。近年来，出书品种数量基本维持在12

万种左右，总发行量创11年来最低。从2008到2018

年这11年间，俄罗斯出书品种数量缩减了5.2%，总发

行量减少了43.1%。

2018 年，俄罗斯图书平均发行量为 3698 册，比

2017 年减少了 7.9%，2008~2018 年，图书平均发行量

减少了40%。

在这11年间，新书和重印书的品种数量比例保

持在相对稳定状态，2008年为86.3%比13.7%，2018年

为88.0%比12.0%；而总发行量的比例变化较大，2008

年为73.8%比26.2%，2018年为68%比32%。11年间，

重印书总发行量增加了5.8%。

俄罗斯人均图书数量比2017年缩减了7.8%，比

2008 年几乎缩减了 45%，为 2.95 册。进入 21 世纪以

来，俄罗斯人均图书数量一直低于人们对阅读的“心

理底线”3册。

从图书发行量的变化来看，2008~2018 年，发行

量在 500 册以内的图书品种和发行量分别增长了

32.6%和14%。发行量在5000~5万册的图书品种数和

发行量分别缩减了10.5%和11.6%。发行量在5万册

以上的图书品种数和发行量分别缩减了 20.5%和

12%。2018年发行5万册以上的图书品种数占比仅为

0.4%，但却贡献了14%的发行量。

近年来，丛书出版品种数占比仍保持在 41%~

44%之间。2018年丛书占总发行量比例接近80%，比

2008年增长了18.4%。

2018年，学术和教育类图书品种数同比减少，而

文学类、儿童类图书品种有所增加。但2018年各类

图书发行量有所下降，下降最多的是文学类和教育

类。2018年，教育类图书同比减少1.8%至38350种，

比 2008 年增长 1.8%；学术类图书同比减少 1.8%至

22971种，比2008年增加10.6%；文学类图书同比增长

6.3%至20380种，比2008年增加1.2%，文学类图书品

种数首次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儿童及青

少年图书同比增长 1.7%至 14556 种，比 2008 年增长

28.9%。可见，文学类和儿童与青少年图书是市场增

长引擎。

2018 年，翻译类图书品种数占图书总品种的

14.3%（2017 年占 12.9%），发行量占 16.5%（2017 年占

14.9%）。2018年，翻译图书的品种数和总发行量同比

分别增长了 11%和 2%。其中，英语图书引进 10277

种，占61.3%，法语图书引进1406种，占8.4%，德语图

书引进963种。

女作家和儿童文学图书受欢迎

在 2018 年俄罗斯十大文学类小说作家排行榜

中，连续多年稳居榜首的是女作家达利娅·东佐娃，

2018年出版图书82种，总发行量达105.3万册，这些

年她的图书发行量稳升不降。但与金融危机前的

2008年（147种，976.47万册）相比，下降了9.3倍。十

大畅销书作家发行量都有下降。在十大畅销书作家

榜单中，俄罗斯本土作家由 2017 年的 8 人减少至 5

人。除了阿库宁是男性外，其余4位东佐娃、玛丽尼

娜、乌斯季诺娃、波利亚科娃均为女性。他们均有多

部作品在国内翻译出版。

表3 2018年俄罗斯文学畅销书作家TOP10

资料来源：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俄罗斯版本图书馆。

出版社前三座次未变

2018年，俄罗斯境内拥有出版机构5794家，往年

比较活跃的出版机构（每月出版1本书或全年出版12

本以上的出版机构）在1200~1350家之间。2018年已

降至1173家，同比减少5%，比2008年减少10%。

2018年出书品种最多的出版社是艾克斯莫出版

社（艾克斯莫-阿斯特出版集团），为9244种，比2017

年减少6.1%，比2008年减少11.4%。屈居第二的是同

属于艾克斯莫-阿斯特出版集团的阿斯特出版社，为

7800种，同比减少1%，比2008年减少21.1%。第三名

是教育出版社，3401种，同比增长18.1%，比2008年增

长122.8%。

2018 年，图书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社是教育出版

社，总发行量高达8174.77万册，同比减少18.6%，但比

2008年增长79%。位居第2的是艾克斯莫出版社，已

经有 4 年占据第 2 名，发行 4710.99 万册，同比减少

7.8%，比2008年减少52.7%。位居第3的阿斯特出版

社，发行3859.15万册，同比减少7.8%，比2008年减少

46%。数据显示，过去曾经相互竞争、如今结为控股

出版集团但又各自独立的艾克斯莫出版社和阿斯特

出版社总发行量为8570.14万册，还不如11年前的艾

克斯莫（9968.07万册）一家的发行量。

从俄罗斯图书发行市场数据看，2008~2018 年，

俄罗斯前20大出版社出版图书品种数增长了21.1%，

在全国图书品种总数的占比比2008年增长了7.2%。

2008~2018 年间，20 大出版社出书总发行量下降了

12.6%，但在俄全国图书发行量的占比增长了25.4%。

2018 年，俄罗斯图书五大出口国依次是：埃及、

孟加拉国、印度、哈萨克斯坦、中国。中国从2017年

的第7位提升至第5位。五大进口国依次是捷克、意

大利、英国、中国、美国。

2018年，在俄罗斯5794家出版社中，向俄罗斯版

本图书馆提交电子文档（2017年生效的《俄罗斯文件

样本法》规定出版社应向俄罗斯版本图书馆和国立图

书馆提交样本电子文档）的出版社仅有678家，占全

国出版社的 11.7%。出版社提交的电子文档数量

（5.05 万份）仅占传统纸书的 43%，但是比 2017 年的

2.45万份增长了1倍。提交电子文档比较踊跃的是

一些从事按需印刷的出版社，很多大出版社没有依法

提交电子文档。俄罗斯有专家认为，这既涉及对法律

的理解和执行问题，也有他们对电子文档可能存在非

法复制的担忧问题。《2018 年俄罗斯出版业年度报

告》首次披露的艾克斯莫-阿斯特出版集团等出版机

构统计的数据与俄罗斯版本图书馆公布的数据有很

大的差距。艾克斯莫-阿斯特集团公布2018年出书

26365种、发行量146867万册，而版本馆公布的出书

品种仅为18986种，俄罗斯图书联盟公布的发行量为

11133万册。

电子书、有声书稳步发展

据俄罗斯《图书产业》杂志统计，2018年俄罗斯数

字出版市场（B2C、B2B、有声书市场）同比增长34.7%至

48.1亿卢布，市场占比为6.4%。其中有声书同比增长

31%至8.5亿卢布，是最有前景的领域。ЛитРес

和GooglePlay是数字出版市场的两个巨头。

最受欢迎的电子阅读设备依次是电子阅读器（占

30%）、手机和平板设备（占27%）、智能手机（占25%）。

2018年，俄罗斯电子书市场未出现新的出版商和发行

商，投资吸引力下降，这与俄罗斯的宏观经济问题、外

汇牌价不稳定以及电子自出版增长迅速有关。

虽然在线销售纸书增长迅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出版社都与专业销售机构有合作，目前大中型出版社

的纸书销售收入中在线销售只占 10%~30%，成长性

较好的出版社的在线销售占比为35%~40%。教材的

在线销售占比为2.9%~3.4%。

2018年10月全俄社会舆情研究中心对18岁以上

的1600俄罗斯人进行了一次新闻、文学、专业类图书

阅读方式的调查，发现有 67%的受访者喜欢在线看

新闻，18~24 岁的年轻人和男性最喜欢（分别占 89%

和 72%）。对于文学类图书，56%的受访者喜欢读纸

书，27%的受访者喜欢看电子书，66%女性喜欢看纸

书。对于专业类图书，42%的人选择电子书，33%的

人选择纸书，60%的年轻人喜欢电子书，年龄大的人

选择纸书。

资料来源：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俄罗斯版

本图书馆、艾克斯莫出版集团、俄罗斯《图书产业》杂

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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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云

加拿大非盈利机构——加拿大图书网

（BookNet Canada）旗下的销售监测部门BNC

SalesData对加拿大零售店的实际销售数据（覆

盖了加拿大纸质书85%的市场）进行统计并发

布了2017加拿大书业报告。

根据统计，2018年，加拿大大众市场监测

的86.7万种英文纸质书共卖出5470万册，销量

减少1.9%，销售收入下滑0.2%至11.3亿美元。

青年及少年图书在市场占比持平，为

39.4%，非虚构类图书占比增长1.5%至33.5%，

小说占比下滑0.5%至25.5%。新书与旧作的比

例与2017年一样，仍是4比6。

从畅销书榜单看，旧作在榜单上占据相当

大的比例。最畅销的是非虚构类，其中米歇

尔·奥巴马的《成为》在2018年仅上市7周，就

问鼎畅销书榜单。榜单第2、第3的都是非虚

构图书。第5名是2010年出版的、克里格·史

密 斯（Craig Smith）撰 文 、卡 兹·考 利（Katz

Cowley）绘 图 的《摇 摆 的 毛 驴》（The Wonky
Donkey）。 这 本 书 能 够 迅 速 火 爆 ，缘 于

YouTube上一位苏格兰奶奶给孙子读这本书

的视频引发的病毒式营销。

此次加拿大图书网还首次对加拿大的法

语纸质书进行了统计，40%的图书是青年图书

和少年图书。最畅销的法语少年图书是“神探

特 工 ”（L'agent Jean!）系 列 新 书《不 可 能 的

DNA》（L'ADN de l'impossible）。

从不同图书类别看，亚裔美国人题材的小

说销量增长 384%，这要归功于新加坡作家关凯文

（Kevin Kwan）的《疯狂的亚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
及其2018年8月上映的同名电影的带动。

政治类图书销量增长87.5%，榜单头部的是鲍勃·伍

德华德（Bob Woodward）的《恐惧》（Fear）和迈克尔·沃尔

夫（Michael Wolff）的《火与怒》（Fire and Fury）。

家居生活类图书增长57.9%，头部作品有乔安娜·盖

恩斯（Joanna Gaines）的《宅客：如何创建一个你不想离开

的空间》（Homebody:A Guide to Creating Spaces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和日本作家近藤麻理恵（Marie?Kondo）在

2016 年收入翻番，她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进入该细分市场

榜单前列。

日前，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发布了《2018年俄罗斯图书市场：现状、

趋势和发展前景》年度行业报告。2018年，俄罗斯出版图书品种仍然保持在

12万种左右。自2006年首次突破10万种大关以来，已连续保持12年。

俄罗斯《图书产业》杂志统计显示，2018年，俄罗斯图书总销售额为

587.87 亿卢布，2017 年为 576.7 亿卢布。前十大出版社销售额占比为

66.9%。前三甲依然是艾克斯莫、阿斯特和教育出版社，销售额分别为

92.12 亿卢布、86.77 亿卢布、66.78 亿卢布，市场占比分别为 15.67%、

14.76%、11.36%。传统出版业收入增长了1.43%，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行

业总销售额增长了3.36%。传统书店销售额较高的是青少年小说、文学类

和教育类图书。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Trend (Russia/ Canada parts)

俄罗斯建立有效机制扶持图书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多年来，俄罗斯政府通过建立机制、出台政策、资助翻译、推广全民阅读、扶持青年

作家创作、鼓励社会参与等多种有效方式扶持出版业发展，力图重振读书大国的国际地位。

在《俄罗斯文化》专项纲要框架下，资助并出台了很多具有社会重大意义的图书或出版项目，出资9亿卢

布资助出版了4600种具有社会重大意义的图书。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作为该纲要的实施机构，2018年

共有264家出版社的534种图书获得1.0458亿卢布资助。

2018年，出版与大众传媒署资助了133场阅读推广活动，包括书展、图书沙龙、文学奖评选、文学家纪念

活动、文学翻译、阅读推广等。此外，支持海外机构翻译出版发行俄罗斯图书也是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

的一项重要工作，资助国内出版商、作家、翻译家、机构参加国际书展，举办新书发布会等形式多样的推广活

动，开展出版界、文学翻译界、期刊界等双边、多边交流，推动俄罗斯出版界与世界出版界的一体化进程。

近年来，出版与大众传媒署组织开展了与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对外翻译出版计划。由中国国家新

闻出版署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主持、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与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实施的《中俄经典与

现代文学作品翻译出版项目》第一批百种图书，目前已经完成92种。这是中俄两国对外开展的、成果最丰

硕、进展最顺利、影响最大的文学翻译出版项目，是中俄两国重要的人文文化合作项目，对于推动两国文化交

流、文明互鉴向更广更深领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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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米歇尔·奥巴马

马克·曼森
（Mark Manson）

约旦.B.彼得森
（Jordan B. Peterson）

塔拉·维斯托弗
（Tara Westover）

克里格·史密斯
（Craig Smith）

芬
（A J Finn）

戴夫·皮尔奇
（Dav Pilkey）

格里塔·波德莱斯基
（Greta Podleski）

希瑟·莫里斯
（Heather Morris）

丽莎·乔威尔
（Lisa Jewell）

书名

《成为》

《重塑幸福：如何活成你想要的模样》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ck）

《生活的12条法则》
（12 Rules for Life）

《我的求学之路》
（Educated,A Memoir）

《摇摆的毛驴》
（The Wonky Donkey）

《窗内的女子》
（Woman in the Window）

《神探狗狗4：小猫孩》
（Dog Man and Cat Kid）

《美味与美食者》
（Yum and Yummer）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刺青师》
（The Tattooist of Auschwitz）

《然后她走了》
（Then She Was Gone）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约旦.B.彼得森
（Jordan B. Peterson）

格里塔·波德莱斯基
（Greta Podleski）

鲁皮·考尔
（Rupi Kaur）

鲁皮·考尔
（Rupi Kaur）

罗伯特·蒙奇
（Robert Munsch）

柯蒂斯·约瑟夫
（Curtis Joseph）

埃茜·埃杜吉安
（Esi Edugyan）

乔安娜·古德曼
（Joanna Goodman）

里克·默瑟
（Rick Mercer）

彻里·狄马林
（Cherie Dimaline）

书名

《生活的12条法则》

《美味与美食者》

《太阳和她的花儿》
（The Sun and Her Flowers）

《牛奶与蜂蜜》
（Milk and Honey）

《永远爱你》
（Love You Forever）

《狂犬惊魂》
（Cujo）

《华盛顿黑人》
（Washington Black）

《被弃女孩的家》
（The Home for Unwanted Girls）

《里克·默瑟报告》
（Rick Mercer Final Report）

《骨髓小偷》
（The Marrow Thieves）

表1 2018年加拿大畅销书TOP10 排行榜

表2 加拿大本土畅销书TOP10 排行榜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出版机构名称

艾克斯莫

阿斯特

教育

字母-阿吉库斯

大鸨

考试

罗斯人

凤凰

国民教育

阿尔宾纳

市场份额（%）

15.67

14.76

11.36

6.32

4.46

4.08

3.88

2.74

1.91

1.72

销售额（亿卢布）

92.12

86.77

66.78

37.15

26.22

23.99

22.81

16.11

11.23

10.11

图书分类

文学类

儿童类

教育类

专业类

实用类

其他

出版机构名称

艾克斯莫

阿斯特

教育

字母-阿吉库斯

大鸨

考试

市场份额（%）

15.67

14.76

11.36

6.32

4.46

4.08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出版机构名称

东佐娃

金戈

玛丽尼娜

乌斯季诺娃

雷马克

阿库宁

波利亚科娃

布赖特佩里

维尔蒙特

克里斯蒂

市场份额（%）

82

145

61

60

66

61

66

90

38

92

销售额（亿卢布）

105.3

88.7

74.95

60.35

55.35

54.75

53.05

45.05

39.4

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