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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引进数量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

国、英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中国台湾、新加

坡、意大利、澳大利亚，总计占比84%。

2019年版权输出数量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依次

为：中国台湾、美国、越南、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印

度、马来西亚、英国、新加坡，总计占比55%。版权引

进数量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英国、日本、

德国、法国、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意大利、荷兰，总

计占比89%。

2016年我国版权输出的国家和地区较为集中，

相对来说2019年集中程度降低，前十位占比由66%

降低到55%，呈现分散化的趋势，反映出版权输出

国家和地区的多样化；而版权引进则相反，集中程

度略有提高，前十位占比由84%提高到89%。中国

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是

仍然是我国版权贸易的重要地区，其地位和作用不

可忽视。

2016 年版权输出前五的语种依次为：繁体中

文、英文、韩文、越南文、阿拉伯文。版权引进前五

的语种依次为：英文、日文、法文、韩文、德文。

2019 年版权输出前五的语种依次为：繁体中

文、英文、阿拉伯文、越南文、韩文。版权引进前五

的语种依次为：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繁体中文。

从版权输出语种所占比例，繁体中文、英文所

占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版权输出语种呈现分散

化、多样化的趋势，反映了我国版权贸易国家和地

区范围不断扩大。而同时，在版权贸易尤其是版权

引进中，英文都是占绝对优势的语种。

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版权贸

易总量为 3808 项，其中输出 3222 项、引进 586 项；

2019年这三个数据分别为11282项、9429项和1853

项，“十三五”后期版权贸易总数是前期的近3倍，与

2018年同比增长58.9%。2016~2019年的四年间，可

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版权贸

易整体上十分活跃，版权贸易尤其是版权输出数量

迅猛增长。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版权输

出数量占版权输出总量的比例由41%增加到60%，

反映出版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大开拓“一带一

路”出版市场的力度。

2019 年，我国有 273 家机构与 79 个“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出版机构在少儿、文学、医药卫生、文

化艺术、教育体育、经济、历史地理、工业技术、农

林等类型图书出版方面建立了联系，“一带一路”

国际出版合作普及程度之广可见一斑。这些机构

中，版权输出超过100项的有27家，版权引进超过

20项的有24家，输出数量多的机构大多也是引进

较为活跃的。

少儿类文学类版权输出明显增长

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所涉 22 个大类中，少儿

类图书和文学类图书在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活动中

占比较高。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出版物对外贸易

数据统计，2016年少儿类图书约占版权输出总量的

23%，占版权引进总量的26%。2019年少儿类图书

约占版权输出总量的26%，占版权引进总量的25%。

作为图书版权贸易的一大主要类别，少儿类图

书在版权输出引进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在25%左右

浮动，总体变化不大；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版权引

进数量略有下降，而版权输出数量出现明显增长，

反映我国少儿类图书的原创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

市场影响力逐渐提高。这与国内少儿出版市场的

发展趋势相吻合，反映我国少儿出版的对外合作也

逐步由量的积累转变为质的提升，这与相关部门的

政策引导是密不可分的。

2016年文学类图书约占版权输出总量的11%，

占版权引进总量的8%。2019年文学类图书约占版

权输出总量的15%，占版权引进总量的8%。从总体

趋势来看，我国文学类图书的版权引进数量基本持

平，而版权输出数量显著增长，反映我国文学类图

书的国际市场影响力不断提高。究其原因，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以刘慈欣、曹文轩等为代表的越来越多

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畅销，

树立品牌和知名度，引起国际市场对我国文学类图

书的关注。

国内出版机构版贸能力呈集聚效应

国内各出版机构的对外版权贸易能力差别较

大，呈现不均衡的状态；一些出版机构凭借在某个

领域的出版优势，在对外出版合作尤其是版权输出

方面起到引领作用，成为“走出去”重点单位。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出版物对外贸易

数据统计，2016 年版权输出数量前十的机构依次

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

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安徽美术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晋江原创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外文出版社。

2019年版权输出数量前十的机构依次为：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信出版集团、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

京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尚斯国际文化

交流有限责任公司、五洲传播出版社、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由上可见，近几年我国出版机构版权输出的排

名出现一些变化，版权输出能力越来越向在京或沿

海出版机构集中；同时，除了传统的“走出去”强社

之外，一些网络文学公司、民营文化机构表现活跃，

如北京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尚斯国际

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等，在“走出去”工作中表现

抢眼。

（上接第1版）

专注研讨著作权集体管理相关问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中国国际著作权集体管理高峰论坛近日在京举行。这是新修著作权法公

布后，首个专注研讨著作权集体管理相关问题的国际高峰论坛，由国家版权局指导，中国音像著作权

集体管理协会主办。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发来书面致辞，表示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定监管部门，国家

版权局正加快推进《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配套法规规章的制修订。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赵秀玲以《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初心和使命》为题作了演讲。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WIPO）中国办事处顾问邓玉华，国际唱片业协会全球法律和许可业务负责人 Lauri

Rechardt，英国录音表演协会首席执行官Peter Leathem，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处长孙娜娜，厦门大

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林秀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瑛，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胡开忠，太合音乐高级副总裁刘鑫说，中国娱乐行业协会秘书长孔明在高峰论坛上发言。中国

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总干事周亚平、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对中国著作权集体管

理取得的成绩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介绍。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与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穆）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新华字典(第12版·单色本)
新华字典（第12版·双色本）
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
正面管教（修订版）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数学 基础模块（上册·第3版）
小学生作文获奖作文1000篇
趣说中国史：如果把中国422位皇帝放在一个群里，他们会聊些什么？
语文 基础模块（上册·第4版）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5版）

版别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南方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商务印书馆

高等教育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台海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2020年6月
2020年7月
2020年2月
2016年7月
2016年9月
2018年6月
2010年12月
2020年1月
2019年8月
2016年6月

定价（元）
26.90
32.90
36.00
38.00

109.00
23.90
38.00
49.80
28.90
39.90

2020年11月下半月文化教育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人生海海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云边有个小卖部
晚熟的人
你信大爱我信你：潇湘家书·抗疫篇
活着（新版）
三体（全3册）
月亮与六便士
白夜行
人间失格

版别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4月
2019年11月
2018年7月
2020年8月
2020年2月
2017年8月
2010年11月
2017年1月
2017年7月
2015年8月

定价（元）
55.00
59.00
42.00
59.00
30.00
28.00
93.00
39.80
59.60
25.00

2020年11月下半月文学艺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健康日历2021
海错图笔记（青少版）
饮食术：风靡日本的科学饮食教科书
中小学预防传染病知识读本（中学）
谷物大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知识读本
2020版一级建造师 考试用书 建设工程经济
2020版一级建造师考试用书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地球的故事（新版·全译本）
计算机应用基础(Windows7+Office2010第4版）

版别
现代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年9月
2020年10月
2020年9月
2020年5月
2015年5月
2020年4月
2020年5月
2020年5月
2020年7月
2020年8月

定价（元）
99.80
59.80
59.80
15.80
45.00
12.00
64.00
66.00
31.80
36.80

2020年11月下半月科技生活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2020年11月下半月少儿读物销售排行榜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没头脑和不高兴（注音版）
野果记
北斗星缘——“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的故事
皮皮鲁传
窗边的小豆豆（2018版）
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
小熊和最好的爸爸（全7册）
帽子的秘密
夏洛的网（新）
米小圈上学记一年级（套装4册）

版别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年4月
2020年1月
2020年5月
2015年12月
2018年5月
2014年7月
2007年11月
2016年5月
2017年5月
2018年4月

定价（元）
18.00
25.00
25.00
25.00
39.50
15.00
35.00
26.00
26.00
100.00

为了更及时地反映市场行情，为出版社、书店营销、选品提供参考，

为读者阅读、购书提供指南,自7月起，本报将原每月刊出一次的商报·奥

示数据月度图书销售排行榜，调整为半月图书销售排行榜，以更快的频次

服务业界和读者。销售排行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

CNONIX应用示范单位销售数据和商报·奥示“中国出版业市场监测系

统”线下ERP数据、线上监测数据，由综合总榜和5个分类榜组成，均按销

量降序排列。（报载各榜TOP10，各榜TOP20见商报官微、官网）

重庆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界率先设立“重庆出版社

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迄今为止资助出版了百余

部重大自然、社会科学学术专著；长期支持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工作，出版了数百部理论研究和普

及性读物。

2011年出版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

的红岩》，荣获中宣部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2012年出版的《马·恩·列画传》（3卷）获得第

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2017 年出版的

《重庆之眼》，获得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17中

国好书”等荣誉；2018年推出的《马克思画传：马克思

诞辰 200 周年纪念版》获得“2018 中国好书”等荣誉。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共100卷，是目前国

内对抗战大后方历史最为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

2019年，丛书顺利通过国家基金办的实地验收，获评

“优秀”等级。2020年6月，《恩格斯画传：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纪念版》《列宁画传：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

版》等2种图书入选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选题。这些荣誉证实了重庆出版社成为以宣传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重点的主题出版重镇。

大会上，一本主题出版的通俗性新书的发布再

次让人瞩目。重庆出版集团日前策划出版了由美国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中国政府

友谊奖”获得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和中国人民大

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等创作的《脱贫

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以中国精准扶贫的

典型案例为依据，对扶贫事业进行深度观察、思考与

评述。重庆出版集团近日出版发行的《大国小康

路》，用15万字描绘出波澜壮阔的“大国小康”征程，

书写了摆脱贫困的史诗，甫一出版便受到广泛关注。

“我们将继续高举旗帜，增强出版物吸引力、感染

力和影响力，以精品奉献人民，以明德引领风尚，凝聚

起更强大的奋进力量。”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编辑陈兴芜表示。

以品质引领时代阅读风尚

听巴山夜雨，品渝州书香。一部部高品质出版

物，见证着重庆出版集团引领时代阅读风尚的实力和

传承弘扬重庆历史文化的地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出版社的《庞中华钢笔

字帖》是学生的“标配”。2005年，重庆出版社就作为

中国大陆唯一的出版机构参与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

社发起的全球项目“重述神话”，出版了阿来的《格萨

尔王》、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等图书，成为

畅销全球的经典作品。

近年来推出的“最美的童诗”系列中，著名作家高

洪波的《猫妈妈的舌头》获得2016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今年上海书展上，幻想类图书“独角兽书系”的《冰与火

之歌》《猎魔人》等，皆为国内外顶尖幻想大作，从雨果

奖、星云奖等获奖作品集到史诗巨著，无论从质量上还

是数量上，都堪称国内顶尖幻想文学品牌。

重庆出版集团还特别注重挖掘国内优秀原创幻

想类作品。如刘慈欣的《三体》在国内外获奖无数，海

外版权输出至以色列、乌克兰、罗马尼亚、意大利等国

家，且连续多年位居开卷科幻类图书销量榜榜首。

活动上，以心理学、精神病学为基础的现实题材

小说《捕心师》系列首发。重庆市网络作协主席袁锐

谈道：“重庆出版社在畅销书打造上，无论是选题还是

营销，始终保持着内容为王的态度。”正是因为有了深

厚的内容积淀，才能在内容服务、内容再造、全版权运

营上探索出“新出版+”的路子。

迈向新征程 创新融合增效

历经15载的重庆出版集团厚积薄发，在创新驱动

下，正迈向高质量发展快车道，融合、创新、增效是集

团新出版的关键词。陈兴芜表示，近年来，重庆出版

集团致力于建设一流新型出版传媒集团，把数字化转

型和融合发展作为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推进“数字出

版生态”建设，形成了“一圈两线两端一网”（简称

“1221”）的战略布局，加速出版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推

动由传统出版向提供优质阅读服务转变。未来将继

续以内容生产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IP化运营为手

段，通过融合发展将集团做大做强。

随着“渝教育”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渝书

坊+”等项目亮相，重庆出版集团数字化和融合发展

成果一一展现。据悉，“虎墩小镖师”系列动画短视

频在抖音平台 1 年累计播放量达 80 亿，全网圈粉数

超1000万。重庆出版集团和该系列短视频出品方深

圳市元人动画有限公司签约明年独家出版《镖师虎

墩》一书，还将联合开发影视、动漫、文创产品等，助

推IP走出国门。

“均衡教育资源 推进教育公平 服务百年大计”是

重庆出版集团教育领域发展的落脚点。今年10月，重

庆出版集团“渝教育”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参展2020

重庆文旅会。该平台基于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

术，提供远程教育、智慧课堂、教室、校园安全等智能场

景应用，构建由安全内容资源平台、教育数据工坊、产

品应用矩阵三大体系组成的智慧教育生态，促进育人

过程智慧化、教学管理智能化、教育服务精准化。

“渝书坊+”作为集团深化全民阅读的互联网产

品，利用“渝书坊+”线上线下平台，读者可在手机上实

现自助借阅或购买图书。并以此为基础，实行跨界服

务，有效链接商场、银行、机场餐饮、学校等不同空间

让阅读融入生活。如“楼下·健身阅读智慧屋”是“渝

书坊+健身”的产物，将健身与阅读巧妙结合，打造新

型24小时无人值守式健身阅读智慧屋。市民通过智

能人脸识别系统，即可随时进入智慧屋阅读或健身。

重庆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斌认为，5G

时代的到来，给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出版

人应该努力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实现由传统出版向提

供优质阅读服务转变，二是由传统顾客向用户转变，

为新出版创新公共服务打下基础。

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重庆出版集团将

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强做大主业，加强融合发展，切实

发挥好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

的作用，努力建成全国一流新型出版传媒集团。

（上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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