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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民出版社延安书局

传承红色基因 深耕主题出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延安书局成立于 2017

年，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的讲话精神为目标，是出版社利用地缘优势，

深耕主题出版的突破性尝试。

延安书局以“传承红色基因、深耕主题出

版”的战略定位为指导，擦亮红色底色，为新时

代的读者讲好红色故事，不断强化选题策划、

深化出版内涵，在高端学术著作、通俗理论读

物、红色文献档案资料出版的基础上实现创

新，探索出“精品图书+数字出版物+视频+文

创产品”的融合发展路径，出版发行了一系列

有特色、有影响、优势明显的红色精品。

定位清晰的延安书局聚集了一批朝气蓬

勃的精干队员，体现出年轻化、专业化、充满激

情、团结奋进的特色。

专业人做专业事。延安书局现有成员 8

人，党史、近代史及相关专业硕士5人，且具备

丰富的出版工作经验，成员中6人具备高级职

称。8人组成的温馨“小家”，2020年被陕西省

总工会评为“陕西省模范职工小家”。

活力充盈敢创新。团队在编辑重点图书

《梁家河》时，历经40余次的改稿、20余次的送

审，没有丝毫懈怠；编辑《现代文献中国·延安

时期文献档案汇编》（1~100）时，3000 印张、字

数过亿的稿件要短时间内出版，任务艰巨，但

团队成员始终情绪饱满、精益求精。

且行且思守初心。为了跟上学术步伐，团

队成员或在学术上钻研并发表文章、出版专

著，或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的课

题研究，通过在学术领域的探索钻研，提高自

身学术水准，为出版精品图书助力。

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下，延安书局立足本

土红色资源优势的同时，放眼全国，深耕主

题出版，策划出版了以《梁家河》、《历史的细

节与主流：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辨析》、《话说延安精神》为代表的具有良好

社会效益的图书。其中，入选中宣部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 2 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5 项、“十三五”“十四五”规划项目 4 项。多

种图书入选全国党员培训优秀教材、冰心散

文奖、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在取得良

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延安书局也实现了经济

效益最优化，年均实现图书销售 125 万册以

上，年均销售码洋 5000 万，4 年来总发货码

洋超 2 亿。

把握读者需求，将主题出版做亮做活。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团队紧跟思想文化

建设的大方向，把握读者需求，充分利用新载

体，将主题出版做亮做活，努力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

任务，延安书局不断开拓创新，提供超越传统

出版物形态的多媒体出版物，赋予红色主题

时代气息。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1~15）图书及微党

课正是延安书局在融媒体出版上做出的积极

尝试。历经 5 年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史》

（1~15）荟聚了党史领域的一流作者，植根于

党史领域的前沿学术成果。选题一经推出就

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为了让这一学术

读物走进年轻一代，延安书局团队通过融媒

体形式，将近 500 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百年

史》内容，拍摄成每集 20 分钟、15 集的体系完

整、授课专家权威、理论观点准确、叙述生动

精彩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微党课，试图通

过视频集中推广，记录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展

现党的百年辉煌成就。

目前，延安书局已逐步形成了层次分明的

高端学术、通俗理论读物、文献整理、文化创意

产品、多媒体展示五大板块，也实现了借助二

维码、数字出版物、电子音像制品等技术手段

为图书赋能的融合出版格局。

未来，延安书局将赓续红色血脉，发扬光

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策划出版经得起历史

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力作、传世佳作。在发展

策略上，聚焦“打造红色文化精品产品线”，一

方面重点以“星·启”“延安地平线”这些品牌

为主线，打造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出版品牌，

力争推出的出版物既有高端学术专著又有学

界新秀作品，既能满足党员干部学习需求又

能下沉“出圈”，被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

者喜爱。另一方面，在积累了大量档案文献

资料的基础上，“走出去”与海外学界互动，开

发引进海外珍稀史料，让研究者与读者从史

料中找到新的切入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专题报道组

寻找出版百强团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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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近年持续

发起“寻找出版百强团队”推展活

动，希望通过挖掘和点亮出版行业

中的优秀品牌和团队，让更多在书

业耕耘的具有创新力、创造力和执

行力的战队，从幕后走到台前，分

享制胜法宝和技能。

电子工业出版社电子信息出版分社成立 20 年来，

秉承“读者至上，精品为本”的理念，立足于电子信息领

域专业出版，培养和发掘了众多一流专家作者，打造

“电子信息·Ei 精品”的专业品牌。近年来，电子信息出

版分社出版了多部“高峰”“高原”之作，为支撑电子信

息相关领域行业发展贡献力量、做好知识体系服务，在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各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绩。

专业出版，人才为基。电子信息出版分社拥有一

支高效专业的策划编辑团队，以具有中高级职称及具有电子信息大

类相关专业博士、硕士学历的专业编辑团队为基底，硕士以上编辑占

比 65%，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编辑占比 61%。多年来，以分社创建人、

电子工业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赵丽松和现任分社长柴燕为首的专业策

划编辑团队关注党和国家政策导向，关注市场热点趋势，在出版方向

上提前布局，出版领域涵盖从技术基础与应用领域到国家重点产业

导向、战略新兴产业等多个专业方向。分社不断吸纳高端人才，加强

对政策导向、产业发展趋势的研究，面向高端制造业、集成电路产业、

人工智能、卫星导航、通信新技术、新能源等领域进行积极拓展并取

得实效。同时，团队注重新老传承，新编辑加入后，分社会指定“师

傅”手把手地教授编辑知识，共享策划经验，指导和带领新编辑成

长。多年来，分社形成了稳健团结、积极向上、和谐融洽的团队文化，

曾获得全国妇联颁发的“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社会效益，义不容辞。电子信息出版分社强化出版布局，优化出

版方向，服务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打造了多部具有突出社会效

益的图书产品。团队出版了《集成电路产业全书》（全 3 册）、《人工智

能出版工程》（全 12 册）、《“海上丝绸之路”可再生能源研究和大数据

建设丛书》（全 8 册）、《安全简史——从隐私保护到量子密码》等多部

服务产业发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维护产业链安全、加快人才培

养等意义重大的图书产品；多部图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和国家科学

技术出版基金资助，部分图书入围“中国好书”、获得“全国优秀科普

作品”奖项；2021 年，分社出版的《集成电路产业全书》（全 3 册）获得

第五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多年来，分社的图书产品不断“走出

去”，2017 年以来累计输出品种 51 种，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的先

进力量。

经济效益，立足之本。分社积累了数量众多的畅销书和常销书，

在电子电工技术基础等领域出版的图书常年位居开卷分类排行榜

首，在电子技术应用、电子系统设计、通信新技术等领域策划出版的

图书受到市场认可。同时，分社不断开源节流，连续多年实现净发货

码洋和利润的正增长，受疫情影响的 2020 年，分社的图书平均利润率

仍保持稳定水平，2021年图书净利润实现21%的增长。

服务产业，不忘初心。电子信息出版分社以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产业发展做好支撑服务、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优质的知识产品、为

提升文化自信为初心。2021 年，立足服务国家重大产业发展，分社承

担了工信部电子司指导的“集成电路产业知识赋能工程”，并圆满完

成首期任务，并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继续完成该工程的三年计划，

为攻克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难题贡献力量。2022 年，围绕国家“十四

五”规划的重要方向，分社又承担并主动策划了“数字化转型知识赋

能工程”，为工业和信息化行业重要发展方向提供知识赋能保障。

此外，分社“三年磨一剑”，完成了由3位院士牵头，134位专家、学

者、企业家、政府官员组成编委会，468 位专家参与撰稿，125 位专家参

与审稿的庞大项目，推出“双效统一”的产品《集成电路产业全书》（全

3 册）；用 4 年时间，完成 2 位院士、35 位编委、65 位撰稿人、84 位审稿

人、11 位骨干编辑共同参与的《人工智能出版工程》（全 12 卷）出版

工程。

团队携手奋进，留下很多难忘瞬间：院士到凌晨三、四点还通过邮

件和微信反馈编辑提出的审稿意见；清华大学教授生病住院时还在

病房中坚持稿件的修改和统稿工作；多位外地专家为及时讨论书稿，

从繁忙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抽身，早上赶到北京，晚上又匆匆赶回工

作地；分社编辑团队成员连续数月加班加点，逐字逐条翻阅资料查询

比对相关技术参数与标准；疫情期间有的编辑在隔离点一边配合抗

疫，一边不忘手中的稿件审改……

未来，电子信息出版分社将在保持稳健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拓展

思路、开拓眼界、拥抱变化，在电子信息领域各细分门类上深耕细作，

以更优质的知识产品服务科技创新、服务技术发展、服务产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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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7年7月

业绩：截至2021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

社延安书局累计出版图书近300种，年均实

现图书销售 125 万册以上，年均销售码洋

5000万，4年来总发货码洋超2亿，出版作品

《梁家河》、《现代文献中国·延安时期文献档

案汇编》（1~100）、《话说延安精神》等。

团队档案

从网红博主到全职作家 傅真首部长篇小说《斑马》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22年2月，被读者亲切称为“老傅”的傅真沉寂7年后，推出首部长篇小说《斑马》。

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以“生育”作为切入点，以女性力量为内核，用游记的视角与富有悬疑感的故

事，直面30岁女性的困惑与精彩。该书上市当天即登顶网店热卖榜，并以9.5分登上豆瓣“新书速递”。

知乎上“傅真是谁”问题下的高赞回答是：“她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出身书香门第、名校高材生、留学英伦、

投行精英、传奇爱情、放弃高薪环游世界、一流衣品、知名博主、畅销书作家……即使在微信公号和短视频时代，

傅真仍在坚持更新个人独立博客，一边全职写作，一边履行母职。

傅真曾因经历先天复发性流产，远赴泰国，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怀孕生女，《斑马》部分取材于这段真实经历。

除了生育，小说还用故事探讨了婚姻、家庭、旅行、职业选择、人文历史等话题，讲述了当代女性自我寻找、自我和解的故

事。尽管文字创作生涯超过10年，这却是傅真第一次尝试长篇小说创作。然而无论主题、笔触、故事，都远远超出小说

新人作者的面貌，呈现出令人惊喜的老练与洒脱，令翘首以盼的读者称其是“一本让人迫不及待一口气看完的书”。

《斑马》紧紧围绕当下女性话题展开，通过生育选择、自我成长、两性关系三个核心主题，讲述了当代女性要

如何摆脱环境与观念的束缚，正确对待恋爱与婚姻，成为精神、物质双独立的女性。新书上市后，傅真在个人公

众号“最好金龟换酒”中发布了一篇近万字的创作谈，以坦率剖白的文字，分享了创作《斑马》的心路历程和真实

经历，引发读者共鸣，尤其女性读者纷纷表示对《斑马》的故事心有戚戚。傅真将孕事、月经羞耻、“丧偶式育儿”、

女性职场困境等现实话题，用故事的形式加以讨论和阐述，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强烈的社会关怀。逃离困境，把

握命运，鼓励每个女性成为独立的自己，正是《斑马》的核心价值。 （张）

2017 年 3 月，在继承和整合人民交通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公路行业相关出版资源基

础上，新的公路出版中心成立，这是一支敢打

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公路出版中心作为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部门之

一，对内争作公司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

器”，承担公路“主骨架”图书的出版职责；对

外服务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现

代化的开路先锋，为公路交通运输行业的成

果转化、技术传播、学术交流、文化传承、科学

普及积极贡献力量。

挺拔主业、守正创新。公路出版中心始

终遵循社会效益优先、双效益并重的出版原

则，坚持正确出版导向,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

作主阵地，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己

任，以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中心自

成立之初即确立“一主两翼”的战略路线，“一

主”指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规范，“两翼”指交通

运输行业考试培训用书、交通运输科技图书，

三条路线相辅相成，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业务

格局；中心在挺拔主业的同时，坚持守正创

新，主动拥抱新媒体时代变革，鼓励全员创新

营销、全员数字化转型，以变革的思维和不变

的知识服务意识，积极探索新媒体与传统媒

体的融合出版。

公路出版中心人才梯队优良，内生动力

十足。团队虽仅由 15 人组成，但是个实干、

专业、充满活力的队伍，在疫情影响下仍迎难

而上，中心经营效益稳如磐石；团队编辑人员

专业素养过硬，11人具有土木类、交通类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其中编审 2 人、副编

审 5 人、博士 1 人、交通运输部交通青年科技

英才 1 人；团队精神面貌积极饱满，成员在争

当专家型编辑、学理型编辑的同时，不断尝试

“读讲评”、直播带货等新媒体模式，在交通运

输科普讲解大赛崭露头角并取得二等奖的好

成绩。

专注深耕细作，勇当开路先锋。团队在

公路交通出版领域精耕细作多年，取得了社

会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业绩。

一是标准出版发挥专业优势。作为交

通运输行业标准规范的主要出版方，公路

出版中心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趋前策划、强

化服务，在做好标准规范出版工作的同时，

同步推出“规范配套释义”丛书，形成了千

万级的出版项目，在满足行业需求的同时，

也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为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中心积

极推动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规范“走出去”，

出版数十种英文、法文、俄文版标准规范，

并加强外文规范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出版

发行，取得明显成效。为促进数字出版和

融合发展，中心搭建了“中国交通运输标准

知识服务平台”，为交通运输行业人员提供

了覆盖全面、分类系统、内容权威的知识服

务，逐渐打造成为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可随

时查阅的“掌上标准”。

二是考培产品拓宽市场影响。考试培训

用书是支撑公路出版中心发展的重要板块，

近 3 年来，公路中心通过组建核心团队、研究

考培政策、紧跟考培动态、创新工作思路、拓

展营销手段、密切联系沟通等方式，策划和出

版了包括全国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人员、监理

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注册道路工程师等一系

列考试培训图书，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学习

参考，在相关板块赢得市场口碑，形成了一定

品牌影响力。

三是科技出版紧跟行业发展。中心紧紧

围绕《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纲要》等要求，密切跟踪行业重大项

目、重点课题、重要人物，策划出版一系列有

影响力的图书。其中“港珠澳大桥跨海集群

工程建设关键技术与创新成果书系”“特大型

桥梁防灾减灾与安全控制技术丛书”“中国高

速公路建设实录系列丛书”入选“十三五”国

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

金项目资助，“交通运输科技丛书”入选“十四

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特大型桥

梁防灾减灾与安全控制技术丛书”入选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2019 出版百种科技

新书；科普作品《公路的故事》获得 2021 年全

国公路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2021 年度中国

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普类）二等奖；科技

专著《高原混凝土》获得 2021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等等。

未来，公路出版中心将继续以提升编辑

素养为基本原则,以开发精品力作为根本任

务,以打造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为重要

目标，善谋善成，努力为建设交通强国、当好

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贡献力量。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公路出版中心

深耕专业挺拔主业 守正创新勇毅前行

成立时间：2017年3月

团队成员：15人

业绩：公路出版中心自成立以来，不断发

挥优势、挺拔主业，守正创新、促进融合发展，

专注深耕公路交通出版领域，取得了不俗成

绩，2019~2021年年均出版码洋破亿。

团队档案

成立时间：2002年

业绩：电子工业出版社电子信息出版

分社连续多年实现净发货码洋和利润增

长，2021年图书净利润达到21%的增长水

平。同时，分社出版的图书获得第五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等多个奖项，取得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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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