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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张聪聪 王双双 孙 夏关键词 顶层设计 深度融合 新技术

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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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

发展”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再到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多次针对媒体融合发展和全媒体时

代作出重要论断，内容涵盖目标方向、

路径方法和战略意义，系列部署引发相

关行业深入思考。其中，几个关键时间

节点不容忽视——2014年8月，《关于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出台，从顶层设计层面强调融

合发展的重要意义，标志着“媒体融合”

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专门提及“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媒体融合成为推动我

国传媒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日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

见》，明确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

求，强调要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

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

对于整个出版传媒业来说，如何深

刻认识领会《意见》精神，推动出版融合

向纵深发展，是当前要务。

媒体融合发展指导性纲领性文件

自“媒体融合”战略实施六年来，出

版传媒行业积极投身创新实践，培育优

秀融合出版项目，对转型升级的规划更

加清晰，融合发展步伐大大加快。在

“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

刻，此次《意见》出台与以往相比意义和

作用都大不相同。

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

研究室主任黄楚新认为，这是党中央在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环境下提出

的最新战略部署，是实现媒体融合全面

质变的关键顶层设计，是对2014年以来

媒体融合工作的进一步下沉。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炜认为“此次《意见》是继

2014 年 8 月印发的《指导意见》后，中

央出台的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又一指

导性纲领文件”，加入“深度”字样，既

是对之前媒体融合所取得成绩的充分

肯定，又是对今后持续加大融合发展力

度的新期待。

（下转第8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0月14日，第

5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暨第2届“十

月签约作家”发布活动在北京十月文学院

本部（佑圣寺）举行。中国文联主席、中国

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北京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杜飞进，中宣部副秘书长、出版

局局长郭义强等有关领导，北京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康伟，党委副书记、副董

事长、总经理曲仲，十月顾问委员会代表

施战军及范小青、范稳、陈彦、东西、徐则

臣、弋舟、张楚、付秀莹、石一枫等知名作

家齐聚一堂，共迎首都文坛盛事。启动活

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

局局长王野霏主持。

杜飞进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引下，北

京市抓规划、重扶持、搭平台、聚人才，加

强统筹力度，汇聚作家资源，深耕文学沃

土，率先成立十月文学院，搭建“北京十月

文学月”活动平台，以“十月”为核心凝聚

一批作家、出版家、评论家，以“十月”为品

牌，推出一批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

秀作品，以“十月”为标识，标注北京乃至

全国原创文学的高地。未来要坚持用心

用情用功，奋力书写伟大新时代；坚持精

心精品精准，努力筑就创作新高峰；坚持

聚圈扩圈跨圈，充分激发城市新活力。

据康伟介绍，第 5 届“北京十月文学

月”集中呈现五大亮点：一是聚焦时代主

题，提升城市文学气质；二是创新活动模

式，开展线上线下联动；三是坚持守正创

新，构筑品牌强力支撑；四是彰显首都胸

怀，推动文学“走出去”；五是深耕跨界融

合，促进业态互惠共赢。推动文学与艺

术、影视、旅游、非遗等领域的跨界交流合

作，发挥文学母体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引领

催化作用，促进“文学+”关联业态融合发

展，使文学月活动产生“破圈”效应。

第5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

日，紧扣“文学的力量”主题，共分为核心活动、国际

交流、大众活动、“文学+”、少儿文学、网络文学六大

板块、百场活动。活动现场，范小青、范稳、陈彦、东

西、弋舟、张楚、付秀莹、石一枫8位实力作家受聘为

第2届“十月签约作家”。

作为主要承办单位之一，北京出版集团以“十

月”文学品牌为基础，汇聚北京与全国优质文学资

源，打造包括第5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暨第2届

“十月签约作家”发布活动、第5届“北京文学高峰论

坛”“十月国际文学城市对话·北京对话伦敦”、“文学

作品的影视转化：文学与影视跨界对话”暨“十月文

学院影视创作中心”揭牌活动、“对话十月签约作家：

新现实主义与文学形式创新”“十月青年论坛第 12

期”“文学+非遗”主题活动等在内的25场重点活动，

全力保障专业活动质量与品牌形象。 （穆宏志）

● 商报专递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0月15日，

第 16 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在福建厦

门揭幕。为推动两岸出版交流不断、成

效不减，在保证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

本届海图会创新办展形式，首次在两岸

同时设立线下分会场，两岸约 400 家出

版社图书参展，其中我国台湾地区出版

社200余家。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作为承办单位之

一，所属8家出版社全部参展。福建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邢善萍，中国出版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中宣部进出口

管理局副局长张泽辉，我国台湾图书出

版事业协会理事长代表曹原彰等两岸嘉

宾出席开幕式并参观了福建展区，对闽

版图书，特别是反映两岸出版融合的优

秀出版成果表示赞许。

自2005年创办以来，海图会一直是

两岸出版物展销、版权贸易、项目对接

的重要平台。配合本届海图会“阅读

点亮未来”的主题，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和所属 8 家出版单位在福建展区设立

了精品书墙和三大重点专题展台，精选

了《摆脱贫困》《海边春秋》《台湾古籍丛

编》《台湾儿童文学馆》《闽南侨批大全》

《闽南涉台族谱汇编》《中国少数民族文

字珍稀典籍汇编》《晋江经验——中国

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山村中国》等千

余种图书参展，重点突出两岸融合发展

和出版交流成果，展示福建文化的特色

与魅力，为助力两岸交流合作贡献出版

力量。

展会期间，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所

属海峡文艺出版社还联合厦门文学艺

术节联合会，举办了“厦门特区建立 40

周年《筑梦者》新书发布会”，到场嘉

宾与作者分享了该书的创作历程和书

中厦门市民奋斗圆梦的精彩故事，现

场反响热烈。

（邸 远）

海图会首次在两岸同设线下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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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系列宣传画集 刘文西、詹建俊、冯远等绘/人民美术出版社/178.20元

涧溪春晓 徐锦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46.00元

毛泽东文化创新之路 陈晋著/商务印书馆/39.80元

党在这里诞生：中共一大会址、上海革命遗址调查记录徐未晚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28.00元

体悟力：楼宇烈的北大哲学课 楼宇烈著/中华书局/36.00元

温疫论（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明]吴有性撰，唐文吉、唐文奇译注/中华书局/28.00元

十二生肖中国年 李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68.00元

汉语史讲义（上、下册）张世禄著、申小龙整理/东方出版中心/128.00元

大国航母(共2部)（增订版）房兵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20.00元

汉语历代隐语汇释曲彦斌编/研究出版社/198.00元

其实你不懂进化论史钧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59.00元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学习读本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编/华文出版社/36.00元

我命由我不由天蔡志忠、李虹著/现代出版社/52.00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0月12日，

由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和浙江

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主办的 2020 浙江

省秋季“云馆配”图书展示会启幕，平台

支持一键可查国内 40 余万种新书和近

万种即将出版的新书信息，为国内馆配

行业发展再添“浙江经验”。

本届“云馆配”展会为期 5 天，共有

458 家供货商、700 家图书馆受邀参会，

参会人员2000余人。据统计，平台开放

首日，3小时订单码洋即突破1000万，截

至 10 月 15 日 14∶43,销售额突破 8000

万。从春季“云馆配”到秋季“云馆配”，

短短数月，显示了全新升级、全面优化和

全优业绩。

专业化场景，打造采选新模式。本

届“云馆配”图书展示会，借鉴春季“云馆

配”成功经验，还原线下馆配会现场，注

重社店馆三方交互，打造出专业化、场景

化、互动化的图书选采新模式。平台特

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长

三角联合馆、联合推荐馆、之江新华荐品

馆五大主题馆区。其中之江新华荐品馆

以专题书单形式呈现，选品不仅包含主

题出版入选书系、经典党政读物，还包括

时事热点、文学、经济、生活新知、科技前

沿、儿童畅销等多种类的书单，满足图书

馆对于采选质量与采选服务的要求。

平台化运营，师生可同步采选。本

届“云馆配”平台切实从用户角度出发，

对用户采购体验再做升级，平台功能设

置更具人性化，提升交互体验，让选书工

作便捷有效。针对图书馆面向大众用户

的特点，平台设立主次两级账号，实现多

点同步参与。这一创新举措受到了校园

图书馆用户的欢迎，不少高校图书馆将

账号向全校师生开放，邀请大家一起登

录平台采选图书。同时，操作流程更加

人性化。此外，交流方式更加丰富多

样，实时聊天对话框升级优化，更贴近线

下采购体验。近500家出版社工作人员

化身在线客服，为全国图书馆用户提供

专业选书向导。

数字化赋能，行业云上升级。本届

“云馆配”图书展示会，运用互联网思维，

紧跟数字化转型趋势，推出微信小程序，

让采购随时随地发生。与此同时，接入

直播平台，邀请名社资深编辑、出版人在

线荐书，为好书代言。新增移动端小程

序功能。微信小程序搜索“云馆配”即可

使用，图书采选可在弹性工作时间中完

成，数据与网页同步。新增直播功能，12

家出版社在线荐书，为读者解读典藏经

典蕴藏的奥秘。同时，直播设置专属产

品订购界面，方便下单采购。 （文枫）

2020浙江秋季“云馆配”3小时订货破千万

本期推出“世界标准日/CNONIX专题”

郭义强：提升标准化水平 助力出版高质量发展 P2

发挥各自优势，共筑CNONIX应用推广环境 P3

为CNONIX标准应用提供技术保障 P5

倾力助推CNONIX标准应用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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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的贺信中提到，“标准助推创新发展，

标准引领时代进步”。今年10月14日是世界标准日，为配合新闻出版领域以“加强标准建设，助力出版业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标准日活动，本报今天推出“世界标准日/CNONIX专题”，刊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以及行

业相关领导对加强出版业标准化建设的专文，同时聚焦CNONIX标准的实施应用，集中报道“CNONIX国家标准

应用与推广实验室”成员单位及部分CNONIX标准应用示范单位，在CNONIX标准实施应用推广中的作为、经

验、效果、感悟，以期加快推进CNONIX标准的实施应用，力争实现“十四五”期间行业应用全覆盖。

编辑：田红媛 排版：姚志英

2020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线上开幕

德国当地时间 10 月 13 日 18

时，第72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线上

开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首次以“全数字”

形式呈现，没有安排传统的线下实

体展馆。本届书展主题为“希望的

信号”，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书展

给予整个出版行业力量，从而战胜

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