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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集团：公益开放“青版在线智慧教育生态群”
多年来青岛出版集团专注数字教材、多媒体教辅的研发，充分发挥自身版权优势，走精品资源开

发路线，精心打造“青版在线智慧教育生态群”，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传统教育出版融合，疫情期间为

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提供智能化、精准化的教育内容和教与学的公益服务。

“青教助手：青岛版小学数学智能教学平台”配套青岛版小学数学教材，专家指导、携手名校名师

开发的优质资源，此次为山东省小学数学教师提供青岛版小学《数学》配套的教育内容公益服务；青岛

出版集团与国家语委语言智能研究中合作推出“AI作文批阅”，借助人工智能技术，AI老师对学生作

文进行精批细改，从内容、表达、发展等角度，以13个维度全面评测学生作文能力；“青云国学馆”公众

号普及国学精粹，音频、视频、动画等富媒体资源为中小学生提供经典国学知识和相关内容服务，《三

字经》《小学生必备古诗文》《中学生必备古诗文》等精彩视频和知识讲解供广大中小学生自主选择学

习；“青云题”包含海量经典试题,帮助学生利用碎片时间刷题练习，配套青版教辅图书，扫描二维码查

看解析，提高学生自我学习能力；“青云梯在线”释放“题库资源+智能评测+学情分析+智能推荐题目”

等全方位功能，帮助教师实现分层教学，辅助学生找到自适应学习路径。 （田红媛）

凤凰集团
多单位多角度联动防控疫情

1月27日，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面世，截至2月10日总印量已

达63万册。除此之外，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停课

不停学，学习不延期"，研发制作中小学电子课本，供

全国约4000万使用凤凰版教材的师生免费使用。

发挥出版优势，第一时间向受众普及知识。1月

27日，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邀请南京鼓楼医院

感染病学科相关专家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护手册》发布。音像数媒以非常速度完成手册有

声版的录制工作，并将电子版和有声版在“凤凰书苑”

等平台全网免费发布。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采购10万册，线下全省新华书店实体书店对外

赠阅6万册，凤凰新华电商平台对外赠阅4万册。

门店停业不停服务，线上渠道满足读者需求。1

月24日起，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全

省所有卖场暂停营业，但是为读者提供的便民服务没

有停止。目前江苏凤凰实行的是统一电商，凤凰新华

电商线上服务正常开展（天猫、京东平台搜“凤凰新华

书店旗舰店”）仍可满足读者购书需求。以凤凰国际

书城为例，一是线上微信书城查询订购，快递发运；二

是通过服务热线查询订购，进行自提；三是微信加群，

进行查询订阅和自提。同时书城还采取了除课本之

外，其他类图书85折优惠销售。

紧急研发电子课本供4000万师生使用，让学生停

课不停学。凤凰集团助力全省中小学生的学习，推出

中小学全学段在线电子课本供全省学生免费使用。

凤凰集团旗下音像数媒在苏教、苏科、译林、苏少、苏

美等教材出版社的支持与配合下，紧急研发制作中小

学电子课本，供全国约4000万使用凤凰版教材的师生

免费使用，电子课本2月3日正式发布。

除了电子课本，音像数媒还联合江苏省电教馆、

译林出版社，全力为江苏广大师生免费提供网络语音

教材。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整理了超百种

适合学龄前儿童一日生活的幼教资源，通过公众号提

供免费阅读；报刊传媒公司通过时代学习报网、凤凰

慧学网等提供免费在线学习视频，并免费开放作文智

能批改功能；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面向儿童的音

频阅读平台”小凤凰FM”提供儿童肺炎防控内容及免

费会员服务；音像数媒免费开放”凤凰易学”平台助学

资源；厦门创壹公司 100 唯尔教育云平台免费开放

110个专业700多门VR仿真教学课程。 （双）

鲁版集团
主动作为，统筹部署

山东出版集团主动作为，充分展现国有文化企业

社会担当，积极贯彻响应山东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延迟学校春季学期开学时间的通

知》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延迟开学期间普通中小学

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

技术、网络资源和平台，开展网络教学、线上答疑，做

到让学生停课不停学”，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认真

做好线上学业指导服务工作。

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1月30日，成立

了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教学资源组织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了“电子教学资源工作小组”微信

群。领导小组根据省教育厅等部门的要求，迅速制定

工作计划，明确责任分工，统筹协调，科学部署，在短短

3天时间内，旗下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山东友谊出版社陆续推出了面向教材使用区的免

费电子教材、同步练习册、配套教学资源、视频课件等。

加强统筹，紧张搭建公司“电子教学资源云平台”，

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在领导小组的科学部署统筹下，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教育产业部为牵头部

门，以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为资源整合方和平台入

口，积极沟通联络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主要教材原创单

位进行数据链接；同时，整合公司内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等优质教材教辅资源，集中人、财、物

等资源，加紧研制搭建公司层面的“电子教学资源云

平台”。

新华书店发行主渠道作用凸显。公司所属山东

新华书店集团充分发挥“新华阅购”“智慧书城”等平台

和渠道优势，确保学生“停课不停学”，积极开展线上业

务；注重收集各级、各地教学资源需求信息，当好桥梁

纽带；将公司各教材出版单位的免费电子教材目录和

有关资源及时发送给山东省教育厅，获得认可和好评。

出台有效措施，组织协调生产，确保教材教辅“课

前到书”政治任务的完成。2月1日，公司下发了《关

于积极组织协调，确保春季教学用书及时供货的通

知》，要求各出版单位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履行

合规程序，采取网上办公、在家办公等形式积极推进

出版进度；印刷企业做好向当地有关部门适时复工生

产，合理安排生产进度；发行单位及时调配存货，随时

做好与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沟通，确定送书到校时

间和方式。 （田）

皖版集团
书写疫情防控出版篇章

安徽出版集团加强组织领导，采取积极行动，谋

划有效举措，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紧急出版一批疫

情防控图书。安徽科技出版社联合安徽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紧急组织编写《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集体场所

防控100问》，电子书与纸质书同步出版发行。安徽

省教育厅、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教育出版

社组织专家为全省中小学生紧急编制《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预防指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正组织编

辑人员积极策划抗击疫情相关选题，通过网站、微信、

微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画、挂图、漫画）来宣传

防疫知识。时代数媒公司与安徽美术出版社共同策

划、发布书法练习的视频课，供免费观看学习。安徽

人民出版社联系鲁迅文学奖得主纪红建，策划反映医

护人员阻击疫情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的报告文学《逆

行者》（暂定名），书稿正加紧创作。

免费开放在线资源，确保“停课不停学”。时代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安徽省教材出版中心打好

提前仗，确保春节前中小学教材全部印完、发货到

位。为广大中小学师生提供教材教学在线教育服务，

保障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面

向小学生发起“在家上课”行动计划，提供优质、权威

的在线学习工具和内容，编辑们整理了一份涵盖2~14

岁孩子阅读的书单。自 2 月 1 日起（学校正式复课

前），家长、学生可使用微信扫描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寒假作业》《寒假生活》书上的二维码，获取初中各

学科新学期免费预习课视频。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组织“乐龄听书”APP制作推出《来势汹汹的不明原因

肺炎》有声读物。

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市场星报》《安

徽画报》记者编辑30多人坚守岗位。安徽财经网、掌

中安徽手机客户端、官方微信、微博、抖音号每天发布

100多条推文，文、图、视频、海报多种形式，全面传递

全民战“疫”信息，多条微信阅读覆盖人群10余万，视

频平均点击量达2万，最高达180万人次。20多名采

编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 （田）

冀版集团
“两手抓，两手硬”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召开党委会，听取近期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复工复业和疫情防控

工作。在此基础上，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策划的疫情

防控系列图书电子版和有声读物上线，纸质版图书完

成印制并公开发。

集团组织所属河北科技出版社和河北美术出版

社紧急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预防指

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心理防护指南》《画说

“新冠”——科学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宣传手册》等

疫情防控读物，并已上架咪咕阅读、中文在线、懒人听

书、喜马拉雅等平台供大众免费阅读和收听，纸质版

图书也将随后推出。

免费开放，全力保障学生学习需求。依托河北出

版传媒集团公司旗下的河北教育资源云平台，河北冠

林数字出版有限公司的冠林教育APP，在“微学吧”栏

目中推出中小学各年级适用的免费同步课程。冀教

学习APP注册用户可免费使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教材教辅电子课本，使用金牌会员所有功能，观看

直播课程。新华子衿作业答案辅导平台免费进行《寒

假作业》线上讲解辅导。方圆微课网向全省教师和中

小学生免费提供微课资源。集团公司所属《思维与智

慧》《快乐作文》和《少儿科学周刊》《藏书报》免费阅

读，《快乐作文》线上精品课也于2月3日公益上线。

河北各地新华书店充分发挥线上营销优势。“新

华优选”电商平台首页开设疫情防治和健康类图书专

区，利用电话购书热线、读者微信群、公众号、抖音账

号等途径为读者提供购书服务，开设绘本在线微课

堂、在线直播美育手工课程丰富小朋友的假期生活。

《河北青年报》社加强舆情引导，紧盯疫情动态，

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广泛宣传科普知识。河青新闻网

设置了“众志成城 共抗疫情 河北在行动”专题，推出

“全民战疫防护手册”，在抖音上搭建“万众一心抗疫

专题”，利用融媒体矩阵发布疫情动态、防控知识和实

时报道，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布稿件、短视频等超1000

篇（条），浏览量超1.5亿次。 （邸 远）

粤版集团
展示“广东速度”，首发疫情防护手册

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组

织动员集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用实际行动

贡献了新时代广东出版力量。

紧急行动、担当作为，全方位做好科普图书出版

发行工作。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和总经理

杜传贵的亲自部署和直接推动下，广东科技出版社全

力全速编写科普图书，48小时昼夜奋战后，在全国率

先推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手册《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于1月23日下午在广州购

书中心举行了首发式，随即在天猫、京东和当当等网

上商城，以及广州、北京、武汉和深圳、珠海等主要城

市的新华书店同步上市销售。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全

力做好手册的发行工作，7天内向全省110多家门店

配发近20万册。1月24日，广东科技社完成该书的电

子书制作，同步在京东、天猫、当当等主要电商平台上

架，并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向读者提供免费阅读服

务。同步推出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本，向少数

民族地区宣传防控知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出

版后反响热烈，截至2月10日,订单达150万册。已向

广州、武汉、香港、澳门等地赠送达32万余册。

服务师生，保障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广东教

育出版社针对幼儿和青少年读者组织策划《写给孩子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普绘本》和《不一样的春节日

记——给孩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读本》；积极

为“停课不停学”提供教材和配套教辅等资源的数字

版，并推出“小天马不停学·21天养成学习好习惯”计

划。数字出版公司党支部率先于全国在“粤教翔云

数字教材应用平台”上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

电子书，供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师生免费阅读。粤

教翔云数字教材帮助学生足不出户在线轻松自学、

高效复习预习。

为保障教师有书用、学生有书看，广东新华发行

集团发挥网络优势，开通线上购书渠道，发挥现有“广

东新华校园服务号”“阅读会微信书城”等网上销售平

台，迅速开通线上购书渠道。结合全省各地需求情

况，精心设计“寒假读好书”等系列课外读物学习书

单，组织所属93家微信书城、80 个微信公众号，推荐

好书、发布书单。强化物流配送管理，通过完善配送

服务流程、提高配送计划的准确性、加强和第三方专

业物流配送团队合作等措施，增强配送能力，实现各

城乡网点范围内配送全覆盖。 （双）

新华文轩
上下联动 全力防控 体现出版担当

新华文轩从相关图书出版到在线教育和教材

发放再到线下门店的教材发放、防疫举措，实现上

下联动，全力防控。在这场战“疫”中，新华文轩发

挥出版优势，实现多项全国“第一”，体现出版担当

和文化担当。

高度重视，积极响应。新华文轩成立以公司董事

长为组长、相关经营管理团队成员为成员的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全面建立疫情防控组

织体系，

发挥出版优势，多项“第一”助力疫情防控。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全国第一

本针对疫情的心理防护图书《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

防护手册》，以及针对四川省中小学生的疫病防治科

普挂图；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编写，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的全国第一本关于医院在线防控疫情的《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线防控的华西模式》出版，电子版

同步发布；四川美术出版社与四川美术学院共同策划

了全国第一本美术作品集《艺术战“疫”——创作的力

量》系列电子书。同时，天地出版社将于近期推出小

说集《隔离时期的爱与情》，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草

堂》诗刊杂志社，编辑出版诗集《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

动——2020年中国抗役阻击战诗选》。四川数字出版

传媒公司联手成都市音协策划发起《我们在一起》疫

情防控歌曲征集活动。

多渠道推广，宣传疫情防控科普知识。《读者报》

启动“我的防疫故事”有奖征文，《四川画报》推出“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专题报道，《少年时代》杂志推出原

创《“新冠”病毒的故事》科普读本等。文轩在线在文

轩网、九月网、文轩九月阅读服务小程序等平台，积极

宣传推广新型冠状病毒防治。

教材“课前到校”、在线教育助力，停课不停学。

一方面保障春季教材正常发放，截至2月3日，教育服

务事业部2020春季教材发货率已达99%，评议教辅发

货率79%；另一方面在线教育助力学习，新华文轩旗

下北京航天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捐赠中小学科学、创

客、英、音、美直播双师教学课程和教师研训课程。

攻坚克难，暂停门店营业开展线上营销和服务。

一是在门店暂停营业公告上，推荐读者通过“文轩网”

线上平台解决购书需求；二是各品牌、各书城通过微

信、有赞等平台进行销售服务；三是策划“抗击疫情，

我们用阅读充盈内心”等主题阅读活动。

从物流到IT办公方案，后勤保障全力以赴。文

轩物流积极筹备物资，严格库区检查，编制《复工方

案》，确保“课前到书”。新华文轩信息中心结合企业

自身情况，仅用2天时间就制定完成“抗击疫情移动

办公IT支持方案”。 （双）

晋版集团
快速优质完成出版任务

1月31日，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全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集团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团结带领广大职工

群众，坚决扛起疫情防控工作政治责任，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调配各方资源，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质量全力

完成山西省委宣传部、省卫健委6万套、42万张《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宣传挂图》印制工作；在严格完善

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三大印刷厂和新华书店集团要

完成好中小学教材、教辅“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政治

任务；结合出版工作实际，抢抓时间做好防疫图书的

出版发行工作，更好满足全省群众防疫学习需求；充

分发挥宣传阵地作用，运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面向群众做好防控政策措施宣传解读、疫情防护知识

宣传普及等工作；集团领导、各部室负责人、成员单位

领导班子要靠前指挥，积极安排部署、组织开展防疫

工作和业务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确保

业务生产正常有序。

其中，山西教育出版社免费向全省中小学教师提

供授课直播技术支持，并开放“问导网”内所有资源

（以学校为单位即可申请），小初高3个学段、14大科

目、百万份教学资源，覆盖教师备授课的所有教学环

节，“优课大师”“虚拟实验室”等栏目能更好地配合教

师在线课堂使用，努力解决现阶段教师备课资源不足

的问题。为满足省内义务教育阶段使用晋教版《地

理》教材的太原、忻州、朔州、阳泉、吕梁、运城等6个

地市的线上教学需求，山西教育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向

广大师生免费提供春季学期使用的《义务教育教科

书·地理》七年级下册和八年级下册的电子版，供以上

地区学校教学使用。 （田红媛）

中文传媒
调动全产业链全线战“疫”

疫情发生后，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领导班子迅速行动，立即成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建抗击疫情工作群，通过网络、视频、电话会议等方

式，调动旗下各产业链，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一批疫情防控出版物也正在紧急编写制作中。

江西教育出版社与江西省疾控中心合作编写《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手册66问》，江西科学技

术出版社组织一线医学专家编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工作手册》和报告文学《抗疫——江西在行动》，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围绕“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主

题出版长篇诗集《行记中国——我们在一起》，这些图

书将于近期面世。

发行单位全线加入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江西新

华发行集团利用新阅在线等平台为全省读者免费提

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手册》《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防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等电子图

书。集团旗下很多县级新华书店的员工参与到防控

一线，积极协助当地政府部门挨家挨户发放宣传资

料、摸排相关情况。

调动旗下所属各出版单位开通更多的免费平

台。经过两轮遴选，从703种产品中选出437种优质

产品作为首批内容产品推送给江西省融媒体中心，其

中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中央苏区史》《回望峥嵘

读初心》《中华好家风》等适合干部群众阅读需求的电

子书203种，助力“停课不停学”的在线教育课程《中

考必看——复习方法系列》《计算题解法技巧》《“我乐

学习”高考重难点解析微课》等134种，适合亲子阅读

的有声书《成语接龙》《写给孩子的中国古典名著漫

画》等70种，《“大中华寻宝记”动画片》《红色故事汇》

等其他融合出版产品30种。

旗下中国和平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动画

书阅读平台咿啦看书共同发起“远离病毒 请你看书”

公益阅读活动；江西人民出版社准备了免费的中考备

考学习资源，免费开放喜马拉雅“江西人民出版社书

声朗”频道；江西教育出版社免费提供《阳光同学 课

时优化作业》数字出版资源；江西美术出版社将《义务

教育教科书——美术》（赣教版）全套教材及其相关教

学资源上传“江西美术教育网”，免费向全国师生开

放。红星传媒集团参与“百家教育企业抗疫行动”，以

“向学云教育”品牌名向全国中小学生捐赠“智慧课

堂”软件产品。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组织上传《红色

故事汇》《跃上云端》等视频资料。 （田红媛）

（上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