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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幕距开幕距开幕
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还有 天9

黄坤明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深刻领会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实践要求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 珏关键词 融合发展 跨平台 新技术赋能

中宣部7月3日在京召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宣传思想战线要认真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

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实践要求，以高度政治自觉传扬百年光辉历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发磅礴奋

进力量，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真理光芒，彰显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历史使命和强烈历史担当，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是高举旗帜、自信昂扬的政治宣言书，是矢志复兴、接续奋斗的时代动员令。

黄坤明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全党全国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宣传讲

话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精神，大力宣传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壮举，宣传党领导人民开辟

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铸就的伟大精神，宣传在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原

则遵循。要统筹学习教育、宣传宣讲、研究阐释、对外宣介，推动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激励全党全

国人民响应党中央伟大号召，在新的赶考路上创造新业绩、书写新篇章。 （据新华社）

数字化的媒体应用手段、内容再造方

式，正深刻改变着出版的载体形态和传播

方式，进而倒逼出版社进行数字化转型，

彰显新型内容开发的新动向。商报特别

遴选了 13 个代表性的融媒项目，涵盖大

众、专业、教育出版领域，希望通过剖析这

些案例，梳理近年出版机构融媒产品的研

发过程、团队配置以及新的运营方式，进

一步探讨这些新型产品如何真正走近读

者，实现良性、可持续、具备市场拓展能力

的升级迭代。

动向一
自主产业维度研发增多

实际上，国内十多年的出版数字探索

历程中，出版机构的项目以建设自有平台

或与平台合作来推进数字出版工作的居

多，其中也有一部分通过申请国家有关项

目维持运转或仅实现阶段性运行。近两

年，出版机构融媒探索的产业思路越来越

明晰，积极利用特有的专业资源、行业积累

去进行相应产业扩张的趋势愈发明显。较

为典型的案例，包括电子工业出版社依托

自身资源优势研发的“悦”系列知识服务产

品，目前已探索出一种专业出版领域可行

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中国思想与文化名家

数据库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专业知识

服务领域打造的重点产品，是该社探索传

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形成的优质内

容与先进技术深度融合的产品，已有海内

外超过500家高校、公共图书馆使用，累计

覆盖用户数2000万人以上。江苏凤凰科

学技术出版社的“农技耘”把“指尖上互动”

转化为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新资源的互联

互通，打造了具有融合、开放、赋能特征的

农技推广服务业态，显著提升了农技推广

服务效能，在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科

技帮扶脱贫攻坚等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为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做

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江苏农民的“新农具”、

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阵地”。

动向二
跨平台合作模式越来越明晰

出版机构对于业外平台的定位和认

知更为明确。如与喜马拉雅合作，出版机

构倾向于将畅销书做成电子音频进行售

卖；与阅文合作，出版机构则会选择将平

台优质IP转化出版。与业外平台的合作

也更为纵深，利益捆绑更为紧密。如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北京京师讯飞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书法教育方向研发

的京师书法产品，是为普及书法教育打

造的智慧书法教学解决方案。方案基于

讯飞公司优势的云服务产品架构，通过

北师大社科学的课程设计，将优质的教

学资源和先进的 AI 评测技术相结合，解

决中小学书法教育中面临的专业教师数

量不足、学生书法学习兴趣不足、课堂教

学资源不足难题，实现了业内外技术、资

源、运营的全面贯通。 （下转第6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国家

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日前

发布《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申报指南》，启动 2022 年度国

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工作。资

助项目以图书为主，同时资助少

量音像电子和数字出版项目。

资助原则是坚持正确导向、代表

国家水平、突出创新创造、服务

现实需求。

根据申报指南，基金将重点

资助五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

意义的优秀出版项目，分别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经济社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文化建

设和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申报

项目对成稿率提出明确要求：

图书项目应提供不少于 60%的

书稿；辞书类项目应提供不少

于 40%的书稿，丛书类项目提

供书稿总量不少于 60%，其中

各 单 册 图 书 均 应 提 供 部 分 书

稿；音像电子和数字出版项目

应提供完整的作品策划方案和

能够据以判断项目总体质量的

样片或演示版本。申报单位应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实施难度，科学合理

填报项目计划完成时间，确保项目按期

保质完成。项目延期情况将与对出版项

目和出版单位的绩效考评结果挂钩。申

报材料应在 2021 年 8 月 15 日前，报送国家

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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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纪念建党百年书香地铁漂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天津市全民阅

读活动办公室、天津市新华书店、天津图

书大厦联合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近日

在天津地铁5号线、6号线、9号线开展“纪

念建党百年书香地铁漂流活动”。3条线

路分别投放200余种共计600余册党史、党

建等类图书，陪伴乘客回味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历史的同时，享受一段行走中的阅

读时光。 （樊国安）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2日，

深交所披露了北京磨铁文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头部民营书

企磨铁开始冲击资本市场。

北京磨铁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7年。据招股书披露，

随着磨铁版权运营能力提升，为适

应版权行业市场发展变化，2011 年

磨铁数字阅读业务板块成立。截至

2020年12月31日，磨铁已累计签约

作家11937人，累计签约作品13681

部。2013年磨铁成立影视剧策划与

开发业务板块，近年来出品了一系

列影视剧代表作品，如《从你的全世

界路过》《悟空传》《少年的你》《大赢

家》等。磨铁下一阶段的发展重点

是依托多年来积累的版权资源库和

在版权市场的影响力，开展版权全

产业链运营，开发覆盖实体出版物、

电子书、有声读物、知识付费产品、网

络文学、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网

络剧集、动漫及衍生品等多种形态的

内容产品。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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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阿波罗45亿美元转手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15日，私募

股权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宣布以 45 亿美元（包

括债务）将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出售给

私 募 公 司 铂 金 资 本（Platinum Equity）。

2012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以24亿美元

（包括债务）买下麦格劳-希尔教育业务，

麦格劳-希尔集团剩余业务更名为麦格

劳-希尔金融公司，2016年又更名为标普

环球。2020年，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与

圣智并购案被美国司法部驳回。

过去8年间，麦格劳-希尔教育在阿波

罗旗下加速向数字化转型，进行了6次以

数字化为核心的并购，数字化收入占比

从2013年的25%增至60%，至今数字收入

已达10亿美元。预计此次并购今年夏季

完成，之后麦格劳-希尔将继续由现任

CEO 西蒙·艾伦（Simon Allen）及其管理

团队执掌。艾伦表示，希望与铂金资本

合作，带动麦格劳-希尔的数字化业务更

快增长。

铂金资本管理着全球40家公司，拥有

250亿美元资产。2012年，麦格劳-希尔教

育的年营收为20亿美元。在数字化冲击

下该公司营收不断下滑，在截至2021年3

月31日的2021财年，麦格劳-希尔年营收

同比下滑2.5%至15.45亿美元。今年5月，

阿波罗以50亿美元价格收购威瑞森的媒

体业务（Verizon Media），该媒体业务包括

雅虎和美国在线（AOL）。 （陆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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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国共产党简史（小开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小字本）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普及本）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普及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64开红皮烫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字本）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大字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大字本）
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

版别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法制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0年6月
2020年7月
2021年2月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17年6月

定价（元）
42.00
29.00
16.00
26.00
18.00
80.00
46.00
30.00
42.00
33.0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中国共产党简史（小开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小字本）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普及本）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普及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64开红皮烫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字本）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大字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大字本）
中国共产党章程（64开红皮烫金本）

版别
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法制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0年6月
2020年7月
2021年2月
2021年3月
2021年3月
2018年4月

定价（元）
42.00
29.00
16.00
26.00
18.00
80.00
46.00
30.00
42.00
4.0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肖秀荣2022考研政治1000题（上册试题，下册解析）
2021新高考数学真题全刷（基础2000题 共2册）
新华字典（第12版 双色本）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正面管教（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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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概念英语1 英语初阶（新版）
半小时漫画历史系列
愿你慢慢长大

版别
商务印书馆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中信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台海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16年9月
2021年6月
2020年7月
2020年7月
2017年2月
2016年7月
2020年11月
2019年11月
2020年8月
2018年1月

定价（元）
109.00
76.80
79.00
32.90
68.00
38.00
49.80
39.90
259.40
45.00

2021年6月下半月图书销售综合总榜

2021年6月下半月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2021年6月下半月文化教育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图书销售榜
（2021年6月下半月）

榜单快评 本期榜单凸显两个“居多”：一是考试用书“居多”，既有考研政治、考研

英语、高考数学等学历考试用书，又有建造、消防等专业领域执业资格考试用书，映射

了考试用书热销已成常态。二是经典名著、公版书多版本上榜“居多”：文艺书TOP20

中，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有三个版本上榜；科技书TOP20中，法布尔的科普名著《昆

虫记》也三个版本上榜；诠释了经典佳作的不朽生命力。

（下转第8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在“知识星

火·献礼百年——百度党委、百度百科党史

知识网络传播研讨会”上，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河南省

文物局、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中国科技信

息》杂志社、中国科学技术馆、新华网等机构

联合百度百科、百度党委，发布党建内容数

字化传播最新成果，多方共建近万条党史词

条，打造《百年风华》《百年科技》系列党建知

识短视频，《AI复原先烈：这盛世，如你所愿》

AI视频，并推出《伟大征程 时代画卷——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线

上展览、河南省红色文物地图，积极推动

“互联网+党建科普”新模式，共同打造权威

党建内容科普平台，助力党史数字化传播。

研讨会上，中央编译出版社宣布与百

度百科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共同打造权威

党建内容科普平台。此次合作由中央编译

出版社组建专家团，对党史人物、事件、机

构等词条内容进行内容梳理以及重点编

纂，在满足用户文字阅读诉求的同时精选

党史重要事件，联合百度百科秒懂百科共

同推出建党100周年特辑视频《百年风华》，

全面讲述党史重要历史事件，向大众传递

权威党建知识。此外，中共党史出版社、党

建读物出版社与百度百科展开合作，权威

引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词典》4套权威

图书，内容覆盖300余万字，涉及近万余条

党史相关词条。

会议现场首次播出了中央编译出版社

与百度百科秒懂百科联合策划的建党百年

精品视频《AI复原先烈：这盛世，如你所愿》，

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和图像复原生成技术对

先烈们的黑白照片进行上色和复原，再现了

15位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展现了互联网技

术在党史知识传播的新形式。 （邸远）

多方共建“互联网+党建科普”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