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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1日，由江西美术出版社主办的《时代印迹——中国版画一百年》新书

发布会在京举行。该书总顾问、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将军，该书主编、著名版画家、王琦先生之子王炜，

该书执行主编、著名版画家、中国美术馆原典藏部主任郑作良，分册主编、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副主任韩

劲松，分册主编、版画家张春敏，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黎隆武，江西出版集团

党委委员、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涤，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总编辑游道勤，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汤华，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周建森等出席活动。

《时代印迹——中国版画一百年》将版画独特的艺术形式与中共党史的百年征程有机结合，以大型

画册的形式图文并茂地综合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为时代立碑作传，为建党100周年献礼。《时

代印迹——中国版画一百年》分为上、中、下三卷，跨越1921~1949、1950~1977、1978~2021三个重要历

史阶段，收入版画作品1200余幅，集中国现代版画创作之大成。

周建森表示，江西美术出版社今年还会推出“画说中国革命精神系列”图书，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

各学术机构和学者专家的深入合作，出版更多品牌图书，用文化和文明的薪火照亮未来！ （张 聪）

《时代印迹——中国版画一百年》首发

以版画展现建党百年奋斗情景

东方出版中心“自主创新丛书”助力科技发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0日，东方出版中心“自主创新丛书”编辑

委员会工作会议暨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张丽宏，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办公室综合联络处处长张华林，中国宇航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编辑唐向华，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刘忠等出席。发布会现场，“自主

创新丛书”第一辑新书正式发布，包括《牛津创新手册》《剑桥创造力手册》

《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研发组织管理：用好天才团队》《用户创新：提升

公司的创新绩效》。

李岩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自主创新必须也必然是

开放合作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丛书要在积极引进出版国际上经典和前

沿的创新著作的同时，策划出版国内原创创新丛书，系统推出国内创新

理论与实践成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让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真正成为世界科技创新潮流中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成为中

国贡献给世界的独特的知识体系。他对丛书的营销工作也提出了具体

要求。 （王少波）

苏科社举办经销商峰会 发布生活科普类新品
《60万米高空看中国》海外版出版项目启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1日，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简称“苏

科社”）经销商峰会暨2021新品发布会在京举行。从2012年开始，每年在

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举办“经销商峰会”，已成为苏科社的一项传统活动，

如实记录了连续十年以来苏科社大众出版的成长、发展之路。

近年来，苏科社打造了“凤凰汉竹”“凤凰含章”“凤凰生活”三大优质

大众生活图书品牌，在原创、精品上下功夫，围绕健康中国、时尚生活两条

生活图书产品线，发力家教育儿、养生保健类生活图书，以及咖啡茶艺、园

艺、健身、励志成长、时尚旅游类生活书，2020年推出了多种重点产

品。通过积极运用多种营销宣传手段，苏科社的生活产品

线稳步推进，保持了细分市场连续7年全国领先的位

置。与此同时，2020 年苏科社不断在科普图书领

域内深耕，以打造中国好书为目标，在自然科普、

人文科普、少儿科普三条产品线上持续耕耘，

不断推出精品。

此次经销商峰会上，苏科社旗下“凤凰

汉竹”“凤凰生活”两大品牌重点围绕生活和

科普两大出版板块，推介了 2021 年新品。

生活图书板块，《一起怀孕吧 准爸爸》《“守

护童年”儿童安全教育绘本》等重点产品一

一亮相。

科普板块，苏科社重磅推出以“交融人与

自然的情感”为理念的全新“青鸟科普”品牌。

《嘉卉 百年中国植物科学画》《60 万米高空看中

国》等优秀原创科普图书，以及与全球知名品牌合

作推出的《NASA深空探索：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20年

全纪录》等重点科普产品悉数亮相。

又讯 3月31日，由新华社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中国外

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北京壹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60万米高空看

中国》图书推介会暨海外版出版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办。

凤凰传媒党委书记、总经理佘江涛指出，出版与融媒创新成果的二次

转化，成就了这部多元、融合、又讲究审美的主题出版产品。随着海外版

权的推出，期待该书成为传播中国故事的现象级产品。

新华社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贺大为提

到，《60万米高空看中国》作为新华社“60万米高空看中国”系列新闻报道

的同名图书，是新华社媒体融合生产技术向出版转化的创新尝试，也是全

球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将卫星资源运用到出版产品中，收到了良好效果。

“60万米高空看中国”系列卫星新闻报道推出之际，苏科社敏锐地抓

住选题机会，将该书打造成建党百年献礼之作。活动现场，苏科社社长傅

梅介绍了该书的出版背景及意义。

《60 万米高空看中国》海外版出版项目在现场启动。据悉，苏科社

在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北京壹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大力协助下，计划首批推出该书的葡萄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和俄

语等语言版本。 （张 聪）

安徽科技社与直播大咖携手推百种新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 月 31 日~4 月 2 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携

100多种新书亮相2021北京图书订货会。超百种新书上市，以及2020年

一般图书零售板块逆势大幅增长的闪耀业绩引起了业内关注，也吸引了

喜宝爸爸、慧娟说育儿、李哲家庭教育、北大家语妈妈、叛逆妈妈胡水、雷

神等众多直播大咖云集于此。他们以新书发布会的形式在展台现场不间

断进行直播，大量粉丝到场支持。

知名早教达人喜宝爸爸现场为粉丝们演示科技感十足的“会说话的

触摸发声书”系列：“第三代触摸发声技术不需要点读笔，也不需要按钮，

容量可以达到传统发声书的十倍以上”。直播间里粉丝数量不断增加，直

播现场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畅销书“POP-UP科普立体书系”凭借好口碑和高人气稳居直播销

售实时榜首位，该系列重磅推出的升级新品《地球立体书》和《我们的身

体立体书》，凭借震撼的立体画面和精巧的机关设计，引发了直播间里一

波高潮。

去年大热的“科学文艺名家名作精品书系”第二辑首度在直播发布会

上亮相，吸引了大量业界同仁和读者。出版社工作人员介绍，国家、社会

和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全民科学素质的培养，“科学文艺名家名作精品书

系”汇聚了获星云奖、银河奖的新锐科幻小说家、科普作家的名作，将对青

少年一代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大有助益。 （林 致）

鄂科社邀张伯礼、刘清泉谈中西医结合防疫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1日，2021北京图书订货会于北京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老馆）开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携新书《新冠肺炎中西医诊

疗》举办分享活动。该书主编“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

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院长刘清泉出席活动，并结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谈中西医结合防疫。

活动现场，湖北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出版处处长周凤荣致辞，并

代表湖北新闻出版界同仁向张伯礼、刘清泉及参加抗疫的全体医务人员，

表示崇高敬意。张伯礼结合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分享了中西医结合抗

疫防疫的实践和探索。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义国，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邱菊生为张伯礼、刘清泉颁发了医学出版名誉顾问证书。刘清泉

结合新冠肺炎的临床诊治情况讲述了新书《新冠肺炎中西医诊疗》的创作

体会。此次活动由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湖北科学技术出版

社承办。目前，由张伯礼、刘清泉主编的《新冠肺炎中西医诊疗》一书已入

选国家出版基金、湖北省公益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据悉，该书越南文版已

经出版，西班牙文版入选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多语种版

本也将陆续推出。 （张 聪）

“中国无废城市建设国际出版推广项目”签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1日，在第34届北京图书订货

会现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与中

原出版传媒集团所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手打造的

“中国无废城市建设国际出版推广项目”签约仪式举

行。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清华大学

教授李金惠，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广照，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陈扬，河南省固体废

物和化学品技术管理中心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郭春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辑汪大凯、副总

编辑李肖胜和范广红，以及来自国家和地方生态环

境系统的专家和学者50多人见证签约仪式。

据汪大凯介绍，2020年初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之际，出版人和环保人冒着生命危险隔空联创，策划出

版了多语种医疗废物应急管理与处置知识读物。在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和其他版权输

出机构的鼎力支持下，以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

班牙语等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和乌尔都语、尼泊尔语共八个语种、

15个版本，向187个巴塞尔公约缔约国家和地区分享了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医疗废物应急管理与处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引起世界各国和地

区强烈反响和高度赞誉。

“中国无废城市建设国际出版推广项目”总策划李肖胜表示，为了进

一步把这个项目做实做精做准做透，在项目启动阶段就投入服务，给专家

学者搞好内勤和外联工作。待稿件定稿后，一定会选派优秀编校人员和

翻译队伍，高质量完成稿件审读和翻译工作，以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多

语种呈现方式，协助专家学者把中国无废城市建设的美好故事讲给五湖

四海。“中国无废城市建设国际出版推广项目”总主编李金惠介绍了“无废

城市”理念的起源、发展进程和国际趋势。 （穆宏志）

广西科技社推“闪亮吧，板牙”系列
青少年禁毒侦探小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1日，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闪亮吧，板牙”

系列读书分享活动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举办。“闪亮吧，板牙”系列图书

作者王磊分享了该套图书创作历程。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副社长萨宣敏

出席活动。王磊表示，预防和打击青少年毒品犯罪是我国禁毒工作的重

中之重，向青少年科学普及禁毒知识，是家庭、学校和全社会都责无旁贷

的重要工作。他希望通过小说的形式，让青少年在生动有趣的故事中了

解科学防毒禁毒知识。

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闪亮吧，板牙”系列青少年禁毒侦探

小说图文并茂，活泼有趣，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叙事方式普及防毒禁毒知

识，大力倡导防毒禁毒，人人有责。丛书分为4册，由一个个相对独立又

互相联系的故事组成，讲述了在毒品泛滥的熊猫星球，一只胆小的兔子板

牙、一个武艺高强的少年火焰、一只鲁莽的熊猫圆圆，勇敢地和贩毒分子

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王磊紧密贴合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和阅

读习惯，在书中塑造了十几个性格各异却又特点十足的人物形象，其中

的三位主人公非常贴近现实生活中青少年的性格特征。该套小说将毒

品的危害、科学防毒知识、相关法律法规融入精彩有趣的故事中，旨在让

青少年增强认知、提高警惕、远离毒品，是防毒禁毒知识和童话故事的完

美结合。 （穆宏志）

安少社2021年新品发布会布局重磅产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1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新品

发布会在京举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

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主席、中国出版协会原副主席海飞，国际

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时代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民，安徽省委宣传部出版管理处处

长莫国富，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皖新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克文，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时代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郑可，安少社社长张堃，束沛德、张之路、

曹文轩、马光复、刘海栖、董宏猷、徐德霞、秦文君、徐鲁、陈晖、伍美珍、

郁雨君、薛涛、黄春华、童喜喜等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相关经销商代

表等200余人应邀出席发布会。

“十三五”期间，安徽少儿社经济效益稳步发展，屡创新高。亿元码

洋畅销书开始涌现，数百种常销书齐头并进，卡通漫画、游戏益智、少儿

文学等多个特色板块位居市场前列；主要经营数据实现历史性突破，

“十三五”期间累计发行码洋达47亿。

2020年，在全球新冠疫情的严峻市场环境下，安少社实体店排位位

居第三，排名同比上升4位，稳居全国少儿出版第一方阵。安少社畅销、

常销产品线持续发力，品牌效应更加凸显。《小猪佩奇》《小树苗儿童成

长经典阅读宝库》《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野生动物救助站》等品牌产品

线继续壮大，引领市场。

2021年，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安少社蓄势待发、重装上阵，

以精品力作直面开局新挑战。在主题出版板块、儿童文学板块、卡通

动漫板块、绘本板块等均布局了重磅产品。“十四五”开局之年，安少社

将依托科技创新，迈步融合出版征程，推进国际合作，做全球化出版的

践行者。

又讯 4月1日下午，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京举办了主题为“百年

奋斗史 热血映丹心——徐鲁长篇儿童小说《远山灯火》新书发布会”。

邬书林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远山灯火》作为优秀主题出版物的价值。

朱永新从教育角度指出，《远山灯火》用书籍的力量召唤少年儿童，传承

红色基因，承袭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安少社社长张堃表示，以少儿之

声，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出版社做强正面宣传、把

牢正确导向的职责和使命。活动期间，作者徐鲁还与嘉宾海飞、李利芳

展开热烈对谈。 （林致）

天天社探索原创儿童文学的多面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1日，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在京举行了主题为“儿童文学的多面——在探索中踊跃”的

论坛。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岩出席活动并致辞，著名作家曹文轩、秦文君、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和史雷就新作品在现场进行了深入探讨，作家金波和画家郁蓉也通过

视频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悟。

天天出版社深耕儿童文学领域，每年都会推出多部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的单行本，展现了中国原创的“兴盛时代”；同时又借助“青铜葵花

儿童小说奖”对青年作家进行长久关注和扶持。在类型和题材方面也

探索了小说、童话、诗歌和戏剧等儿童文学的不同形式，不断将主题丰

富的新故事带给每位读者。2021年，天天社也将和业界重磅作家一起，

为中国儿童文学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又讯 4月1日下午，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

在京为作家黑鹤举办主题为“一场来自大草原的奇妙相遇——《风山的

狼》新书发布会”。天天出版社社长张弋辉出席会议并致辞，著名自然

文学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文学评论家马光复、原《儿童文学》杂志

主编徐德霞、天天出版社总编辑张昀韬，围绕黑鹤新作《风山的狼》展开

深入探讨。

黑鹤写过很多动物小说，但《风山的狼》是他第一部以狼为主角的

作品，讲述一狼一犬由相识到相伴，最终回归各自生活轨迹的故事。在

新书发布会的研讨环节中，马光复、徐德霞和张昀韬也对黑鹤的创作理

念和新作《风山的狼》表示高度赞扬。

活动最后，黑鹤、马光复、徐德霞、张弋辉、张昀韬和该书责编张菱

儿共同启动《风山的狼》新书发布仪式，用拼图一起拼出新书的封面，象

征自然的和谐需要人们的共同守护。 （林致）

做优做精 苏少社2021新品图书推介亮点纷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1日，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京举

办2021新品图书推介会。推介会展示了江苏少儿社过去一年的精品出

版和市场拓展成果，并对下一步的优质新品开发进行了展望。

中国版协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著名出版人海飞、刘海栖、徐德霞，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梅子涵、徐鲁，中国儿童

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香，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画家和作家代表钱明

钧、王苗、赵菱、张晓玲，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秦俊俊、

副总经理许大华，江苏省店苏州分公司总经理刘晓亚等出席活动。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泳波表示，该社“十三五”中后期

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聚焦精品生产、凝聚品牌优势，使产品布局更加

合理，重点、亮点愈加凸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互相促进，稳步上升。

2021年，苏少社抱着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的信念，推出了

一系列既有主题意义，又有市场价值的图书：“童心向党·百年辉煌”绘本

书系、报告文学《永不言弃——消防英雄成长记》、长篇小说《太爷爷的心

愿》、“英雄中队进行曲”书系等；还将推出国家一级作曲家、著名音乐人王

咏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我多想唱》，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得主韩青辰的

长篇小说《我叫乐豆》，“中国好书”奖得主郭姜燕的长篇小说《旋转出来的

梦》，以及青年作家杨娟的长篇小说《追星星的少年》等新作。

苏少社在业内享有“中国儿童文学原创重镇”的美誉。2021年，该社

将在这一板块持续发力，即将推出曹文轩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石榴船》、金

波《昆虫印象》钱理群点评版、刘海栖儿童小说《满草地都是书》、祁智儿童

长篇小说《二宝驾到》等力作。2021年，苏少社将以“大低幼”的发展思

路，进一步整合优势出版资源，丰富产品线，推进低幼板块高质量发展。

此外，近年来，苏少社持续开拓知识科普板块图书市场，即将推出“我爱地

球幼儿园”系列等新品。 （林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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