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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关键词 主业 融合 新业态

● 商报专递

首届广东出版政府奖公示

“新时代提案工作丛书”于全国两会前夕出版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新时代提案工作丛书”，2月27日由党建读物出版

社在全国正式出版发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提案工作的重要指

示，全面总结新时代特别是十三届全国政协以来提案工作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为广大政协委员

和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提案承办单位做好提案工作提供工作指导，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组织力量

编写了该丛书。丛书分为理论篇、历史篇、制度篇、实务篇和经验篇，共包括《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

（修订版）、《人民政协提案工作70年（1949-2019）》、《新时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制度和实务指南》、《怎样做好人

民政协提案工作——新时代全国和地方政协提案工作经验汇编》、《怎样提好政协提案——新时代提案者提出

提案经验汇编》、《怎样办好政协提案——新时代承办单位办理提案经验汇编》6种书。其中，《做好新时代人民

政协提案工作》是在2020年3月出版的基础上修订再版，《人民政协提案工作70年（1949-2019）》是在2020年2

月出版后重印，其他4种是首次出版。

丛书是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提案承办单位工作人员的常备工具书，是各级党

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了解政协工作的重要读物，也是社科理论工作者研究政协历史和工作的权

威资料。 （据新华社）

● 全国两会聚焦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关键之年，今年的全国两会意义重大，也备

受关注。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的议案、提案陆续出炉。本报第一时间聚焦文化、

出版、教育等领域的代表、委员对行业的关切，引领

话题、激活思考、激发行动。除专题报道，本报今年

特别策划“谈谈履职这五年”栏目，请两会代表、委员

总结梳理五年来的履职尽责经历。会前还开通“我

为两会捎句话”栏目，欢迎读者踊跃建言。

本期聚焦行业“老大难”问题——盗版，特别是

网络电商平台盗版问题。正如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

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书籍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作为特殊文化产品，在传

播知识、启迪智慧、传承文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然而，在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盗版书就

一直如影随形顽固地存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

图书销售的重要渠道——电商平台，渐成盗版书销

售的新土壤，长期以来严重地伤害着著作权人和出

版单位的权利，破坏着出版行业的正常发展，损害

着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不严厉打击盗版书产业链，

将会给成长中的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带来不

良的影响。多位代表、委员直析问题并给出了中肯

的建议。 （内容详见第3版）

浙
吉
新
华
携
手
做
强
主
渠
道

●战略合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月24日，浙

江省新华书店集团与吉林省新华书店集

团在杭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技

术应用、连锁经营、产品资源、管理经验等

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做大做强国有

主渠道发行网络，携手为发行业高质量发

展探索新经验、新模式、新路径。浙江出

版联合集团党委委员、浙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党委

书记兼董事长蒋传洋，吉林出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林革华出席签

约仪式。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许悦，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副

总经理高锋分别致辞。浙江省新华书店

集团副总经理杨望平，吉林省新华书店集

团副总经理郭海彬等参加签约仪式。

浙吉对口合作是国家区域均衡发展

重要战略，共同发展文化产业是其中重

要内容。自2018年起，浙吉两省新华集

团积极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开始试点合

作，相继完成吉林省外文书店、长春新华

文化图书城等门店的供货合作、系统改造、设备升

级和环境优化。此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双方

合作共赢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双方将成立战略合作工作小组，制定实施推进

方案，立足吉林区域优势、市场优势和浙江的技术、

业务、管理优势，按照积极谋划、充分准备、稳妥推进

的原则，在原有试点先行基础上，通过业务合作模式

创新、业务管理创新、信息技术平台创新，逐步推进

吉林新华全省门店智慧连锁经营，共同做大市场，共

同加快发展。

近年来，吉林新华在经营方向、经营模式、网点

布局、升级改造、资源整合等方面积极探索，持续打

造有深度、有内容的新型门店，逐步从传统单一的

图书发行企业向现代多元的文化产业集团迈进。

同样，浙江新华也持续加大信息化建设，云馆配、云

中盘、钱塘鸿书等多个数字平台项目的成功实践，

为业界转型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浙江经验”。此次

战略合作，也是浙江新华在打造以线上线下双循环

为目标的业务中台建设进程中，加强产业资源整

合，推进集团数字化转型的最新成果。浙江新华将

以此为契机，紧紧围绕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数字化改

革总体方案，全面升级集图书采供、技术支持、业务

管理、双线融合的供应链服务，打造具有浙江特色

的中台建设模式，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探索新路

径。 （文枫）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月25日，首

届广东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正式公示，

其中图书奖共20种入选。

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出版工作，广东省的“十四五”《规划

纲要》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一系列战

略性、关键性举措，省委宣传部印发《广

东省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

见》，明确了促进广东出版业创新发展

的具体路径。

据主办方介绍，在各方面大力支持

下，近年来广东出版业推出了一批精品

力作，但与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强省的

目标相比，与其他部分省市出版业的快

速发展相比，还存在差距。为进一步推

进广东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助推文化强省建设，并借鉴其他省市的

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广东特设立“广东

出版政府奖”并于2021年举办首届评选

活动，以后每五年举办一届。广东出版

政府奖参照中国出版政府奖设立了7个

子项，包括：图书奖、期刊奖、音像电子网

络出版物奖、印刷复制奖、装帧设计奖、先

进出版单位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超）

2022 年 ，全 国 出 版 集 团 坚 持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牢记“两个确立”，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积极践行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

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

条主线，扎实推进做强主业，积极推进

转型升级，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再上

新台阶。

对标对表，明确“十四五”发展目标

2021 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据

了解，各出版集团 2022 年年度工作会

议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发布

集团“十四五”规划。在近年来不断调

整升级战略部署的基础上，出版集团

结合自身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广泛征

求员工意见建议，历时一年左右，最终

形成定稿印发。

中国出版集团确定 2035 年建成世

界一流出版企业的远景目标，并提出

“十四五”时期的总体任务是为实现这

一目标打下坚实基础。规划共分九大

章节、7个专栏（除发展指标专栏外，还

设6个项目类专栏），包含举措近百项，

足见发展提升的信心和决心。

山东出版集团的总愿景是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线，力争到 2025 年建成主

业挺拔、多元强大、管理科学、双效俱

佳、走在全国前列的现代化创新型文化

领军企业，“十四五”时期主要经济指标

和综合排位要进入全国出版集团头部

方阵。

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将围绕传统

业态和新兴业态“两翼”，重点打造文化

出版、文化传媒、文化科创、文化商业、

文化资本五大产业板块，建设精品出

版、数字转型、IP创意、产业基金等十大

工程，可见江西出版在这些业态层面的

丰厚实力。 （下转第4版）

自2006年起，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连年刊发“出版集团新年做什么怎么

做”专题，摘登各出版集团年度工作重点，以期勾勒当年出版集团乃至出版

业的发展态势，受到业界普遍关注。

过去一年，出版传媒业各项工作称得上可圈可点、卓有成效。2022

年，围绕主责主业及各类新业态，全国出版集团将有哪些大手笔、大动作？

从目前已公开的集团年度工作会议重点、集团“十四五”规划中，或许可以

一窥究竟。

今起中小学教科书正文字号不应小于小4号

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营收同比增长16%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月28日，国

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

显示，2021年全国出版各类报纸276亿

份，各类期刊 20 亿册，图书 110 亿册

（张），人均图书拥有量7.76册（张）。

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方面，

2021年年末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共有艺

术表演团体2044个、博物馆3671个。全

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17 个，总流通

72898 万人次；文化馆 3317 个。有线电

视实际用户2.01亿户，其中有线数字电

视实际用户1.95亿户。年末广播节目综

合人口覆盖率为99.5%，电视节目综合人

口覆盖率为99.7%。全年生产电视剧194

部6736集，电视动画片78372分钟。全

年生产故事影片565部，科教、纪录、动画

和特种影片175部。年末全国共有档案

馆4233个，已开放各类档案18931万卷

（件）。全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

业企业营业收入119064亿元，按可比口

径计算，比上年增长16.0%。 （穆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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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1日起，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儿

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标准号：GB40070-2021）正式实施。根

据标准，中小学教科书正文最小用字不

应小于小4号，教学多媒体不应出现可

察觉的闪烁。

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用字应不

小于3号字，汉字以楷体为主。小学三、

四年级用字应不小于4号字，汉字以楷体

和宋体为主，由楷体逐渐过渡到宋体。

五至九年级和高中用字应不小于小4号

字，汉字以宋体为主。学龄前儿童的学

习读物，字号应不小于3号字，字体以楷

体为主。教科书中的目录、注释等辅文

用字，可参照正文用字适当减小，但小学

阶段最小用字应不小于5号字。初中和

高中阶段最小用字应不小于小5号字。

该标准还对与近视防控相关的教

辅材料、试卷、课业簿册（作业本）、学习

用杂志、报纸及其他印刷品、出版物等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卫生要求及检测

方法进行规定。

据2018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到2030年，实现儿童青少年新发

近视率明显下降、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

著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

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

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

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 （伊尹）

●图片新闻

上
海
文
学
创
作
最
新
成
果
集
体
亮
相
实
体
书
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月28日，“2022新春上海作协会员文学作

品展”在上海巨鹿路作家书店揭幕。展览汇聚近两年来由上海作协151

名会员创作的278种作品，是上海文学创作最新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2022新春上海作协会员文学作品展”由上海市作家协会指导，上

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创联室、上海文学创作中心主

办，上海作家俱乐部有限公司（作家书店）承办。为筹备展览，上海市作

协去年下半年向会员征集2020年、2021年出版的文学新作，得到热情响

应。此次有新作参展的151名会员中，包括王安忆、叶辛、王小鹰、孙顒、

赵丽宏、金宇澄、陈思和、陈村、秦文君、王晓明、陈丹燕、孙甘露、杨扬等

著名作家，阵容堪称强大。

此次展出的 278 种作品体裁多元，有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

等，内容题材既有红色主题的读物，也有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抒写，

更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作品。许多佳作出自上海市作协围绕庆祝建

党百年等主题而组织推进的重点创作，如“红色足迹”系列三部曲、“红

色起点”系列等。其他重要作品中，包括王安忆的长篇新作《一把刀，

千个字》、叶辛的《云山万里满眼春》等。

“2022 新春上海作协会员文学作品展”将在作家书店持续举办至

3月7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会长李爽表示，展览开创了沪上书店主题

书展的新板块，有利于进一步向广大文学爱好者介绍优秀作家和优秀

作品，进一步筑牢城市人文阅读基础，增强全市文化阅读软实力。在

本次展览期间，将邀请上海众多品牌实体书店店长进行现场观摩、与

作家零距离沟通等，为今后各家书店的选书创造一种新模式。

据悉，上海发协今后将在更多书店推出类似主题图书展陈活动，使

上海的全民阅读更加常态化和生活化。 （穆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