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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莹关键词 区块链 版权 赋能

区块链落地元年

2016年前后，区块链在国内开始被

广泛认知，当年区块链技术被列入国务

院《“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A股区

块链相关概念股迎来爆发；2017年9月

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等七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

险的公告，严禁包括ICO（对应IPO，首

次代币发行）在内的代币活动。

短短几年时间，区块链行业从风口

走入低谷，如今再次迎来强大风口。区

块链在金融、证券、文化、版权等领域的

应用也经历了市场洗礼。大浪淘沙，一

批“区块链+版权”“区块链+艺术品”“区

块链+IP”“区块链+教育”的应用或淘汰

或转型，鲜有坚守至今的产品。如今，在

政策利好和技术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今

年被业界认为是区块链落地元年。

首都版权产业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宣宏量表示：“习总书记的讲话将区块

链技术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了区

块链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定位，无疑

将给产业带来巨大鼓舞。”宣宏量也直

言，应该注意到区块链行业至今没能大

规模商用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人混淆虚

拟货币和区块链的关系，“不少人对二

者的技术、模式认知混乱，分辨不出区

块链是好还是坏。有些区块链从业者

被虚拟货币的固有概念束缚，将虚拟货

币的技术和理论体系套用到区块链应

用上是行不通的。”

上海精灵天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覃云川认为，总书记的讲话一方

面是鼓励区块链技术创新及产业应用，

另一方面也将引导区块链行业由这几

年比较普遍的务虚乱象向务实转变。

以版权区块链产品为例，瞄准的正

是“确权难、维权难、交易难”的痼疾，这

类产品利用区块链技术在不可篡改、可

追溯、点对点存储方面的优势切入版权

保护市场。

事实上，在市场变革过程中，业界对

版权区块链产品的走向判断也出现了不

同观点。有人认为，先完成版权的线下

登记注册再进行上链（把信息写入到区

块链上），以此保证版权归属和数字资产

权属的清晰明确。 （下转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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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3 日，

由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指导，湖北长江出

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长江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湖北省出版物发行

业协会协办，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新华”）承办，主

题为“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的第18

届华中图书交易会暨第三届荆楚书香

节（以下简称“华图会”）在主会场武汉

国际会展中心闭幕。这是湖北新华第

二次承办华图会，经过各方精心筹备，

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较好成效。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

林，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王泉，湖

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树林，中国书刊

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中国新华书

店协会理事长哈九如，《人民日报》原副

总编辑、散文家梁衡，中国出版集团公

司党组成员、副总裁潘凯雄，中央电视

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2019第十届茅盾

文学奖获得者、作家李洱，中信出版集

团党委副书记洪勇刚，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长臧永清，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义

国，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那拓祺，湖北省出版物发行业协会

会长邱菊生等出席 11 月 1 日的华图会

开幕式。

王泉表示，华图会举办十多年来，

已形成了极具湖北特色的全民阅读品

牌，成为促进区域乃至全国出版发行

业深层次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本

次华图会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的精品

佳作，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这是

对湖北出版发行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

中检阅，是奉献给湖北人民的一场文

化盛宴，对推动湖北乃至整个中部地

区出版发行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

据陈义国介绍，本届华图会结合荆楚特色，坚持

展销结合，实现双效提升；融合文化文创，展现生活

美学；聚合名家领读，引领阅读时尚；全省同步联动，

打造书香盛宴；展现科技融合，展现科技融合，智享

阅读体验。这些举措推动华图会实现规模升级、品

质升级、体验升级、品牌升级，更好地促进全民阅读，

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湖北省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主题为“新时代 新阅读 新发

展”“共商 共建 共赢”——推进高校校园书店创新发

展的第二届东湖论坛11月1日召开。王泉、陈树林、

陈义国出席并致辞。邬书林、国务院参事樊希安、青

岛大学教授张文彦、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助理任友洲、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邱从军分别从

不同角度发表主旨演讲，艾立民、哈九如以及湖北

128家高校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出版

传媒商报社社长伍旭升主持。

会上，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教育厅联合发布

了《湖北校园实体书店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

“到2022年，全省128所高校至少有1所图书经营品

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园书店”的总体目

标。 （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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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持续打造中国出版传媒业第一全媒体传媒（群）

我们的理念——惟优惟新 利业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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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邮局订阅

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18次集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

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会议甫一结束，业内就传来积极反馈，“激动”“非常振奋”“终于熬出头了”……

但更多的声音表示，“区块链呼唤理性”“亟待正本清源”。

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新规出台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国家新闻出

版署近日印发《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

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规定列入

备案范围的重大选题，图书、期刊、音像

制品、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在出版之前，

应当依照该办法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备

案。未经备案批准的，不得出版发行。

据悉，办法所称的重大选题包括12

种：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内

容选题，具体包括有关党和国家重要文

件、文献选题；有关现任、曾任党和国家

领导人讲话、著作、文章及其工作和生活

情况的选题，有关现任党和国家主要领

导人重要讲话学习读物类选题；涉及中

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重大事件、重大决策过程、重要人物选

题；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及我军各个历

史时期重大决策部署、重要战役战斗、重

要工作、重要人物选题；集中介绍党政机

构设置和领导干部情况选题；专门或集

中反映、评价“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和重

要事件、重要人物选题；专门反映国民党

重要人物和其他上层统战对象的选题；

涉及民族宗教问题选题；涉及中国国界

地图选题；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经济、政治、历史、

文化、重要社会事务等选题；涉及苏联、

东欧等社会主义时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领

导人选题；涉及外交方面重要工作选题。

与1997年版相比，此次印发的重大

选题备案办法多有变化。一是在选题数

量上，重大选题总数由15种变为12种，增

加了外交方面重要工作选题；二是在选题

顺序上，中共党史选题、国防军队选题、港

澳台选题等位置提前；三是在词语表述

上，新办法增加或删除了某些词语，使表

达更加精准明确，比如“前苏联”变成“苏

联”，“政府机构”变成“党政机构”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办法中增加了对

“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业绩、工作

和生活经历的重大题材作品”的相关规

定，规定对该类题材作品的编辑制作应

实行统筹规划、归口审批，按照中央和

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办理立项手续。经

批准立项的选题，出版前按规定履行重

大选题备案程序。此外，新办法还对5

种情况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重大选题备案予以特殊处理。

根据备案办法，国家新闻出版署自

备案受理之日起20日内予以答复或提

出意见。审核同意的备案批复文件两

年内有效。 （小英）

伊斯坦布尔书展中国图书打开“阅读中国”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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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11月2日~5

日在伊斯坦布尔 TUYAP 展览中心举

办，来自世界各国的800多家出版商参

展。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中国教育

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协办，电子工业出

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

中国建筑出版公司等国内多家出版机

构参展的“中国图书馆”亮相书展。

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由土耳其出

版商协会主办，是土耳其规模最大、国

际影响力最强的专业书展，书展设置了

国际馆，中国馆在国际馆中最具人气。

此次“中国图书馆”展出了8个类别800

余册精品图书，以“阅读中国”为主题，

反映了中国人文社科、科学技术领域最

新研究成果。中国展台还设立了“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图书专架”，集中展示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等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驻伊

斯坦布尔总领事崔巍到场祝贺，土耳其

Canut出版社等多家当地出版商代表在

展览期间积极与中国代表团洽谈合作

事宜。

电子工业出版社此次带去了最新

出版的40多种图书及多种版权已经输

出到欧美的英文图书，其中包括《中国

淘宝村》《谁认识马云》《华为工作法》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等科技图书、

“一带一路与工业文明”系列丛书以及

《打开中国》等科普及人文图书参展，受

到了土耳其读者及出版商的普遍关

注。 （禾）

“第二届中国图书节”暨“中国书架”在英启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满足更多国际

读者通过图书进一步了解中国当代建

设成就和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需求，

中国青年出版社及其所属的中青（英

国）国际出版传媒公司在国家新闻出版

署、中国出版协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的支持下，联合英国布鲁姆斯伯利出版

公司、英国水石书店集团、福伊尔书店、

布莱克威尔连锁书店、大英博物馆书店、

大英图书馆书店、企鹅兰登书屋、美国塔

特尔出版公司、英国出版人集团、英国常

青图书公司、北京中青雄狮数码传媒科

技有限公司，于10月22日在伦敦福伊尔

书店旗舰店举行“第二届中国图书节”暨

“中国书架”启动仪式。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社长皮钧主持启

动仪式并介绍情况。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公使衔参赞杨晓坤宣读了刘晓明大使的

贺信。中国驻英使馆公共外交与新闻处

公使衔参赞曾嵘和新闻参赞赵国华到场

祝贺。国际出版商协会前任主席、“中华

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理查德·查金、

英国布鲁姆斯伯利中国总裁瓦法·培曼、

福伊尔书店经理卡梅洛·普格利西等专

家学者和业界人士致辞。

“中国书架”项目是由国家新闻出

版署支持，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机构通

过商业模式和市场营销手段，集中、高

效推广中国主题图书和中国文化的商

业合作项目。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及其

所属的中青（英国）国际出版传媒公司

与全球合作伙伴经过一年的策划筹

备，组织英国出版发行界专家从全球

精选了 100 余种介绍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艺术、文学、科技、教育、生活、旅

游等方面的优秀图书，陆续在英国著

名的大中型书店和文化场所设立专架

长期展销。

据悉，2015年10月成功举办“首届

中国图书节”。“第二届中国图书节”和

“中国书架”展示了中青国际和多家中

国出版社的英文版图书，企鹅兰登出版

集团和美国塔特尔出版公司等十几家

国际著名出版机构也提供了一批介绍

中国文化的精品图书，还配合书店的展

销活动邀请专家学者与英国读者展开

交流互动，同时与多家书店合作组织部

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现场采购。

启动仪式当天，《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与第二卷等一大批中国主题

的经典、优秀图书受到英国学者和广大

读者的欢迎，英国图书馆、学术研究机

构及广大读者踊跃购买。 （穆）

文工委文编委年会联开首推“文学好编辑”P2

加强质量管理 促进教育社转型升级 P3

“今夜，我与茅盾文学奖有个约会”
茅奖评委、文学教授谈文学的力量 P4

社区书店“走下去”有格调发展 P5

开放科学大势下的中国道路 P10

精彩导读

编辑：穆宏志 排版：姚志英

最美书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海南华侨中学与海口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共同

打造的海南侨中新华书店开业。该店营业面积1620平方米，现有图书200万码

洋，是目前海南省营业面积最大的校园书店。书店面向学生提供阶梯教室、讲座

录播系统、一对一视听阅读室、心理咨询室、音乐教室、数字课堂、移动课堂、英语

沙龙等服务项目，开展“名师曰”文化活动课后分享文化品牌活动，打造集课后阅

读、社会实践、文娱活动与学术交流等于一体的阅读文化基地。 （肖 颖）

海南最大校园书店开业

● 国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