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2019年11月26日~29日

地点：四川成都

无缝衔接天府书展，现场表彰

2019全国阅读推广特别贡献人物。

70年发行业推展：“发行70支

柱”“发行 70 门店”“发行 70 标兵”

“发行70阅读推广人”齐亮相 。

年度书业营销英杰揭晓：2019

年度“领英人物”“发行英杰”“创新

营销人”“最受欢迎公众号”“营销

金案”脱颖而出。

第六届中国读友读品节六社

联荐码堆大赛现场公布结果并

颁奖。

重点选品：直接对接产品经理

和选品采购经理，实现导读与导购

无缝对接。

重点营销：渠道深度融合，实

体书店、平台电商、社交电商多端

共同发声。

重点事件：短视频崛起、直播

赋能，行业大咖共叙图书营销的优

化与重构。

2019全国阅读推广特别贡献人物发布礼
“壮丽70年·书香社会”系列推展授牌礼
2019年度社店营销及年度人物发布礼暨

第六届全国社店营销实务对接会
启幕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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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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珏

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国教育

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环球新闻出

版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以“与世

界和未来在一起”为主题的2019中国

上海国际童书展（简称“童书展”

CCBF）于11月17日落下帷幕。本届

展会展览面积 2.5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25%；参展中外最新童书超过6万

种，其中外版童书约 2 万种，占品种

总数的30%；各类阅读推广和专业交

流活动345场，覆盖除主会场外的学

校、图书馆、书店等30多个儿童出版

阅读文化空间。据初步统计，1.6 万

名专业观众和3.5万名大众读者与童

书展“亲密接触”。

盘活国际顶级资源
立体运营多形态产品

《2019年1~9月少儿图书零售市

场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少儿图书零

售市场规模继续保持增长，同比增长

17.2%，在整体图书市场中的码洋比

重为 26.05%。全球童书出版市场数

据及趋势论坛上，尼尔森发布的童书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

的图书市场中，少儿市场均占了4成

以上的规模。在这些国家少儿市场

中最畅销的类别主要是少儿虚构或

学龄前启蒙类和图画书。当当联合

艾瑞咨询现场发布的《孩子的成长，

父母的焦虑——2019 成长焦虑白皮

书》显示，91.5%的父母对孩子各方

面问题感到焦虑，但同时“让父母感

到生活充实而有意义”的因素中，

“孩子”以85.2%的占比高居榜首。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童书市

场依然是全球需求旺盛的重要出版板块。而作为市场

主体的中外童书出版机构在版权交易、产品研发、全产

业链拓展方面，不断交融、深耕，中国出版商在新技术

应用，甚至在业外资源的接入层面已经大有超越欧美

发达国家之势。

上海童书展与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主办方博洛

尼亚展览集团开展战略合作进入第2年，博洛尼亚童书

展的国际资源、展会经验和专业优势得到了充分体

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印刷发行处副处长曾原在会场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展会本身来说，秉持“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原则，结合中国本土化情况，以

亚太地区唯一专注于青少年图书出版文化全产业链内

容平台的目标去发挥更大的辐射力。对于未来童书展

的发展走向，曾原透露，“如果把童书看作是图书的话，

它只是书的概念，但当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很多的

展会内容可以纳入进来”。 （下转第3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3日，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国科传”）与法国物理学会、法国化

学学会、法国光学学会、法国应用数学

与工业学会4家学会在法国巴黎举行

了收购法国自然科学学术出版机构

Edition Diffusion Press Sciences SA（简

称EDP Sciences）100%股权签约仪式。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鹏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未来将

充分利用好EDP Sciences这一国际出

版平台，发挥好内外协同效应，提升

EDP Sciences 以及中国科传的整体效

益，加快中国科传国际化发展步伐，为

推动中法科技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法国4家学会代表也表示，未来将

继续支持EDP Sciences的业务发展，并

加强与中国科传的多领域合作，共同

推动双方业务深入合作。

EDP Sciences 是法国一家历史悠

久的科技出版机构，由诺贝尔物理学

和化学奖获得者玛丽·居里夫人、波动

力学创始人路易·德布罗意、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让·巴蒂斯特·皮兰等世

界杰出科学家于 1920 年共同创立。

EDP Sciences 年出版科技期刊 75 种，

英文期刊58种、法文期刊17种。

此次收购是中国科传实施国际化

战略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科传推动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重要创新举

措。股权交割完成后，EDP Sciences正

式成为中国科传全资二级公司。未来

中国科传将充分发挥EDP Sciences这

一国际化出版平台作用，集聚国际化

优质内容资源、作者资源、市场资源及

渠道资源，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品

牌影响力，为中国科技文化“走出去”

作出积极贡献。 （乐毅）

郑渊洁新书走进坦桑尼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当地时间

11月15日，《皮皮鲁和红汽车历险记》

斯瓦希里语版新书发布会在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拉开序

幕。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谭跃，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

馆文化参赞高炜，坦桑尼亚矛星出版

社（Mkukina Nyota）社长瓦特·博高亚

（Mr. Walter Bgoya），现代教育出版社

社长陈琦，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

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

辑常绍民，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副总经理林丽颖，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孔子学院坦方院长穆坦贝教授（Prof.

Aldin Mutembei）出席发布会。该书作

者郑渊洁从北京发来视频表示祝贺。

山城小学教学点学生获得赠书。

据悉，中译社与坦桑尼亚矛星出

版社、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在

2017年建立国际编辑部，斯语版《皮皮

鲁与红汽车历险记》是国际编辑部的

第一个合作成果。这也是郑渊洁作品

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站就来到了非

洲，坦桑尼亚的孩子们也将读到原汁

原味的中国童话故事。

高炜表示，图书出版是文化交流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年是中坦建交55周

年，中坦双方出版社为中坦友好添了非

常重要的一笔。他非常期待在中坦双方

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坦文化交流领

域取得更多成果。博高亚表示，矛星出

版社会尽可能地支持双方的合作交流，

为中坦书籍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穆坦贝

表示，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中国儿

童文学作品走进非洲，并推广到各个学

校，丰富坦桑尼亚青少年的学习生活，推

动中坦的文学交流。该书译者、达大孔

院本土教师张丰（Mr. Emmanuel）衷心

希望更多坦桑尼亚学生通过阅读这本书

学习更多的中国文学。 （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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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刘海颖 张潮鑫

“风吹哪页读哪页”——这样的阅

读场景，是否令你怦然心动？11 月 15

日~18日，海南三亚海棠湾，由海南省委

宣传部、三亚市人民政府、海南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新闻出

版局、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海南岛国际图书博览会有限公司承办

的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

（以下简称“海南书博会”），以“全球价

值链视角下的旅游出版”为主题，打造

有别于其他综合性书展的“专而新，特

而美”的书博会，多维度探索旅游图书

出版、跨界融合的发展路径。

中宣部副部长梁言顺宣布首届

海 南 岛 国 际 图 书（旅 游）博 览 会 开

幕。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中

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海南省委常

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海南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俄罗斯主

宾国代表塔斯社第一副总编辑马拉

特现场致辞。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

李小甘、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

凯、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副局长王华

等出席开幕式。

创意展场让文化价值可感可触

在2.7万平方米的滨海园林空间，

每一种出版物都在创新展示与创意组

合中享受到了艺术殿堂级别的礼遇，

以更为具象的方式释放了产业优化发

展的文化价值。

与在会展中心举办的传统书展不

同，海南书博会选址在以生活时尚类

酒店为定位、在全球拥有着标志性设

计风格的三亚海棠湾的艾迪逊酒店，

通过定制可重复利用的环保展具，使

2.7万平方米的滨海园林空间变身巨大

的书房，充分与海南地域资源匹配，着

眼于海南文化生态的发展。

在现场，每一本书都会被安置在

充满设计感的空间中，文化内涵得到

更为具象的体现和体验。比如在“海

南书房”，设计师用源自海南本地的火

山岩打造精致香盒，以“书与香”推动

阅读成为读者感悟身心的生活方式；

长达150 米的“长廊书墙”以卡通人物

南溟子为阵列形式，让读者在充满艺

术气息的环境中选书、购书、读书。

在多元素组合设计中，出版的文

化价值体现得更具多元性和立体性。

比如与池景呼应的“悦读故宫”区域分

为3个功能区：阅读空间、书画长廊、文

创快闪，展示了“故宫博物院藏品大

系”等300多种精品图书以及200多种

故宫文创产品。

分布在酒店各处的孤独星球杂志

摄影展、“中国国家人文地理”丛书城

市名片展、“爱阅读的俄罗斯”摄影展、

“乡愁·中国”摄影展、“百年读书出版

人特展”、“国际儿童绘本展”等既体现

了一步一景一书香，也体现了多重文

化的交融与共建。

（下转第6版）

●商报专递

全国老龄办推荐50种优秀出版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5

日，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在京

发布 2019 年向全国老年人推荐的

50种优秀出版物（人文历史类图书13

种、文学艺术类图书12种、养生保健

类图书8种、生活休闲及其他类图书

12种、电子音像类出版物5种）。中宣

部出版局副局长许正明，全国老龄办

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肖

才伟，华龄出版社社长胡福君等出

席会议并讲话。

许正明表示，入选出版物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

样、通俗易懂。他强调，要充分适应

老年读者的阅读特点，推出更多针

对性强、实用性强的优秀出版物；要

充分发挥优秀老年人出版物的引领

和示范作用，进一步扩大优秀出版

物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要进一步创

新阅读推广方式，推动老年人阅读

广泛深入开展。中宣部出版局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面向老年人出版物的

出版工作，支持老龄事业发展，并将

在宣传推广和重点项目扶持等方面

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据肖才伟介绍，入选的50种优

秀出版物中，既有反映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主题图书《我们走在大路上》，

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文艺作

品，如“国宝迷踪”系列丛书等，也有

兼具科学性、实用性的保健类图书，

如《老年慢性病防治与家庭护理400

问》等，还有贴近老年人生活的生活

休闲类图书，如《智能手机与生活》

等。《当意外发生时——实用急救技

能必备》等优秀电子音像出版物也入

选。 （邸 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7日，作为天津市全民

阅读“书香地铁·津彩阅读”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的第18

届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品诵读会，在天津地铁文化中心

站举行。

第 18 届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家孙频朗诵了获奖小

说《光辉岁月》部分段落，韩浩月、钱红莉朗诵了获奖

散文《给某某的信，兼致故乡》《春有信》部分段落。现

场读者与作家互动答题。百花文艺出版社向热心读

者赠送《第18届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品集》。3位获奖作

家乘坐全国第一列以出版社命名的天津地铁 5 号线

“书香号·百花文艺专列”，感受地铁乘客积极参与的

“文学好书好刊在身边，天津书香无处不在”的全民阅

读氛围。 （樊国安）

全国首列以出版社命名地铁专列开出

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家地铁阅读

●书业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