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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材委印发《“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关键词 教育出版 三类教材 教材新形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聂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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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报专递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马拉喀什条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10月23日

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

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

利的马拉喀什条约》的决定。该条约是

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版权领域的

人权条约。条约由序言、约尾和22条正

文组成，主要内容包括：规定了条约受

益人不仅包括盲人，还包括更广义的视

力障碍者和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规

定了受益人使用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

除传统的盲文版外，还包括大字号版和

有声读物；规定了条约适用于以文字、

符号、图示形式表现的文学艺术作品；

规定了缔约方应在其版权法中对复制

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适当

的限制，便于受益人制作和使用无障碍

格式版、便于被授权实体以非营利方式

为受益人制作和提供无障碍格式版；规

定了缔约方应允许为受益人跨境交换、

进口合法制作的无障碍格式版；规定了

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不得妨碍受益

人享受条约规定的权利限制；规定了缔

约方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在其国内法中

为受益人实施其他权利限制。

批准这一条约有利于更好地维护

和保障我国广大阅读障碍者的利益，有

利于体现我国在残疾人事业发展上的

成就、展现我国尊重人权的国际形象，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版权领

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伊 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推动“党

的领导”相关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进课程教材，近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党的领导”相关

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要求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和教育教学中认真贯彻落实。

《指南》指出，将“党的领导”相关内容全面融入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对“党的领导”教育教

学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题内容、载体形式、学段要求、课程教材安排等进行顶层设计，是培养学

生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强化使命担当的重要举措。要按

照大中小学不同学段要求，根据不同类型课程教材功能，融合渗透“党的领导”相关内容。

《指南》强调，要结合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内容，引导学生

理解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伟大建党精神、组织原则、组织体系及其与“党的领导”之间

的内在关系，夯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并通过经典著作和重要文献、史实

案例、仪式、重要纪念日和纪念场馆等多种载体形式，深化对党的领导的认识，强化对党的

领导的认同。 （聂慧超）

在教育界与出版界的翘首以待

中，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结果近

日揭晓。共评选出全国优秀教材 999

种、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99个、全国

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200 名。该奖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全面覆盖教材

建设各领域的专门奖励项目，也是全

国教材建设领域的最高奖。

尺寸教材，悠悠国事。2016 年中

央出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教材建设

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将教材建设明确

为国家事权；2017 年 7 月，国务院成立

国家教材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国

教材工作，标志着我国学校教材建设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目前已有近一半

的省级教育部门成立省级教材委员会

或教材处或教材办，中央部委所属高

校普遍成立了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

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或教材审查选用委

员会，明确了教材工作部门，解决了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问题，为教材

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教材建

设专业支撑力量也日益强化，2018年5

月，教育部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国家

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也纷纷建立，

着力打造了一批服务教材建设的高水

平专业智库，为课程教材顶层制度设

计和重大决策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智

力支持与交流平台。2019年12月，《全

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

年）》《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

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

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

理办法》印发，为全面提高教材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制

度支撑。

随着我国教材建设扎实推进，教

材体系日益完善，管理体制不断优化，

教材门类逐步健全，涌现出一大批引

领教育教学改革、支撑创新人才培养

的优秀教材。据了解，目前我国正在

使用、版权页标注为“教材”字样的各

类学历教育教材数量达 20.34 万种，其

中，基础教育类教材 1.08 万种，职业教

育与继续教育类教材 8.47 万种，高等

教育类教材10.79万种。

教材建设的快速发展为开展评奖

提供了现实基础。2019 年 12 月，国家

教材委员会正式设立全国教材建设

奖，分设优秀教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三个奖项。其中，全国优秀教材分

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继

续教育（简称“职继教育类”）三个大

类。由教育部组织评选，每4年评选一

次。此举受到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全

社会的高度关注。 （下转第3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春华秋实，不负耕耘。阔步征程，

不负使命。2021年是石油出版创建70

周年，作为专业科技出版领域的排头

兵，70年来，石油工业出版社紧紧围绕

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大局，为推进石油

科技进步和文化传播、展示石油工业

辉煌成就作出了应有贡献。

10月22日，石油工业出版社有限

公司在京举办石油出版创新论坛。中

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出席并讲

话。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党组宣传部部

长李懂章宣读集团公司贺信。世界石

油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石油集团原董

事长、党组书记周吉平，中宣部出版局

副局长李一昕，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

振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

开发研究院原院长、党委书记、《中国

石油勘探》期刊主编赵文智致辞。石

油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

行董事张卫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石油新能源首席科学家、中国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邹才能，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

玉山作主旨发言。

石油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李俊军主持论坛。现

场，行业专家就推动出版融合发展、碳

中和目标与能源革命等内容进行研

讨，来自各协会和学会、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有限公司总部部门及所属在京

企业、石油出版专家委员会、部分在京

高校、出版单位等100余人出席论坛。

邬书林表示，推动论坛“创新”主

题落到实处，出版机构要认清紧迫形

势，跟上中央部署；要深入了解国际同

行、先进公司经验做法，重视技术应用，提升理念、流

程、方法、认知；要更自觉地把出版工作融入到服务当

中。李一昕肯定了石油工业出版社的发展成绩。他表

示，希望石油工业出版社以70周年为新起点，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正确

的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坚持“双效”统一，加快融合发

展，充分发挥能源行业出版主力军作用，以高质量发展

助力科技强国、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建设。

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既是波澜壮阔的艰苦创业

史，也是敢为人先的科技创新史。张卫国回顾了石油

出版70年发展历程。他指出，石油工业出版社作为石

油科技出版物的生产者、石油科技创新的传播者和推

动者，有力推动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石

油工业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中国石油

工业发展史册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70年来，石

油工业出版社坚持“五个必须”，打造特色文化，取得瞩

目成绩，为今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十四五”期间，

石油工业出版社将大力实施创新、资源、精品、智能化

“四大战略”，重点实施科技图书、炼油化工、新能源等

“十五项出版工程”，大力推进融合发展，积极做好图书

营销、创意业务、深化改革等工作，谱写石油出版事业

的崭新篇章。

石油出版创建 70 年来，出版社累计出版图书1.8

万余种，总印数超过1.5亿册，500余种图书获奖，其中

全国性奖项61种、省部级奖项95种，行业奖项350余

种，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良好出版社”。

出版融合发展研讨班关注创新与发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

的重要论述，国家新闻出版署今年5月

起组织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该工

程优先实施2个遴选推荐计划，于近日

公布2021年度入选项目和单位。10月

20日~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在京举办

2021年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入选项目和

单位证书颁发仪式暨专题研讨班。中

宣部副秘书长郭义强，中国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坚，中宣部

出版局局长冯士新，中宣部干部局副局

长张继青，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李一昕

等出席开班式。

此次现场公布结果包括数字出版

精品遴选推荐计划入选项目 20 个、提

名项目 20 个，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

遴选推荐计划入选出版融合旗舰单位8

家、出版融合特色单位 12 家。入选的

20个数字出版精品项目中，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

程精讲”等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党

员教育知识服务领域的主题类项目，

“中华传统音乐数据库平台”等优秀传

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和知识普及领域的

大众类项目，“中科医库V2.0”等医学、

航天、农业等领域专业及学术类项目，

“涵芬 App”等语言教育、美育教育、特

殊教育领域的教育类项目，“中国科学

家的故事”等人物故事、诗词赏析、有声

童书阅读领域的少儿阅读服务类项

目。入选的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中，

有人民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

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

8家出版融合旗舰单位，也有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贵州数字出版有限公司等 12 家

出版融合特色单位。

为期3天的研讨班以“系统性创新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分为专家授课、案

例分享、往年项目回头看路演、分组作

业及学习汇报等环节，主题明确，内容

充实。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

局长、一级巡视员邱国栋，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中国科协科学

技术创新部副部长杨书宣 3 位专家现

场授课；人民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等示范单位与 7 家融合发展相关机构

分别以案例形式作了精彩分享。现场

还设置了“2020~2021 数字出版精品项

目体验区”“值得出版业关注的前沿先

进技术”等展示内容，为出版融合发展

提供了新思路。 （王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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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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32开）
改革开放简史（32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32开）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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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
新征程面对面 理论热点面对面 2021
习近平在福建（上下）

版别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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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
2021年8月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1年7月
2021年6月
2021年7月

定价（元）
42.00
29.00
30.00
32.00
38.00
26.00
16.00
3.00
25.00
126.00

2021年10月上半月图书销售综合总榜

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图书销售榜
（2021年10月上半月）

榜单快评 本期榜单的新亮点是，少儿读物、科技生活书两类榜单新榜首同扬科
普之光：《疯狂的十万个为什么》系情景式儿童科普绘本，通过800多幅手绘彩图、500
多个知识点和轻松幽默的故事，吸引孩子注意力，激发孩子想象力，让孩子成为科学
小达人。《医点就通》为央视“中国好书”作者懒兔子，写给全家人的中医健康指南，通
过104个普通人活学活用中医的真实案例，奉上一部涵盖内科、外科、男科、女科、儿
科87种常见病防治思路，一看就懂的科普医案。两书的热销，彰显了科普、健康愈加
成为民众阅读的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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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1年8月
2021年8月
2021年8月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1年7月
2021年6月
2021年7月

定价（元）
42.00
29.00
30.00
32.00
38.00
26.00
16.00
3.00
25.00
126.00

2021年10月上半月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法兰克福书展线下线上联动
共话书业趋势及难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对线下交流的渴望让全球书业人

士重聚法兰克福展览中心，10月20日~

24日，来自80个国家的2000家参展商、

300位作家和书业人士共赴第73届法

兰克福书展。今年有110多家企业首次

亮相，有55个国家及地区以联合展台的

方式呈现。书展今年及未来几年的主

宾国——今年的加拿大、2022年的西班

牙、2023年的斯洛文尼亚、2024年的意

大利均以联合展台形象亮相。

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玛丽·梅·
西蒙（Mary May Simon）出席本届书展，

参观加拿大展位。有70家加拿大出版

商联合参展，本届主宾国活动以“单一

的多样性”为主题，在倡导保持文化多

样性的同时，也大力宣传加拿大富有多

元文化特色的图书。法兰克福市的百

年老楼多功能厅（Festhalle）举办了加拿

大作者和艺术家参加的“加拿大之夜”

活动。与书展同时举办的图书节覆盖

整座城市，包括往届、本届和未来几届

书展主宾国都乐衷举办阅读活动。

法兰克福书展首次以线下线上形

式举办，共1400多场活动。书展在德国

联邦政府文化国务部长莫妮卡·格鲁

特斯（Monika Grütters）教授的帮助

下 ，得 到 德 国“ 新 起 点 文 化 ”

（NEUSTART KULTUR）项目资助，

确保在防疫、安保和数字化持续发展

方面的质量和效果。书展每日限流2.5

万人，展馆内加宽过道，执行严格的防

疫措施。

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岳根·博思

（Juergen Boos）表示：“我们听到很多参

展商反馈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会被

线上形式所代替，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书

展 的 口 号 是‘ 重 逢 法 兰 克 福 ’（Re:

connect）。我们寄望于重逢，希望书业

能经受住疫情考验，在危机中变得更为

强大。除了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之外，应

对新冠肺炎的有效策略也成为今年书

展上的热门话题。” （下转第2版）

（下转第1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