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空日记——景海鹏、陈冬太空全纪实》（纪念版）11258册
《0~6岁宝宝食谱必备全书》 7812册
《新生儿婴儿幼儿护理百科》 7250册
《从头到脚说健康》 4628册
《古蜀之国——三星堆国宝背后的蜀地文明》 4023册
《金牌月嫂教你坐月子》 3500册
《陪宝宝玩到入园》 2871册
《我的职业翻翻书》（全4册） *2130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大中华寻宝系列29 内蒙古寻宝记》 386857册
《彩虹色的花》 51423册
“不一样的卡梅拉手绘本”系列 40027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8 黑龙江寻宝记》 36616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 北京寻宝记》 35206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 秦朝寻宝记》 31456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1 上海寻宝记》 30393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7 海南寻宝记》 29781册
《月亮的味道》（精装） 27379册
《大中华寻宝系列25 河北寻宝记》 27336册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会动的交通工具立体书》 50214册
《我的世界 史蒂夫和爱丽克丝大冒险》 18666册
《儿童自主阅读分级图画故事书·我会自己读》 18070册
《儿童流利阅读冒险故事图画书·我的英雄世界》 15175册
《中国孩子爱问的十万个为什么》（注音美绘版） 11346册
《POP-UP立体书》 10676册
《你问我答翻翻书》 5369册
“助力乡村振兴出版计划”系列 5058册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诗经吟诵读本》 3000册
《中华辟谷养生》 1800册
《〈金匮要略〉方证经纬》 1750册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3版） 1700册
《圆锥曲线论》 1700册
《中华传统万年历》 1500册
《拒绝近视 石一宁大夫有话说》 1300册
《中国膏药学》 1100册
《种业中国》 1000册
《公民健康生活指导》 1000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环球扶摇九万里》 *4499册
《新家庭如何塑造人》（第2版） 3174册
《延世韩国语1》（扫码听书） 2983册
《爱的序位》 2343册
《延世韩国语1活用练习》（含MP3光盘） 2005册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第2版） 1819册
《谁在我家 海灵格新家庭系统排列》（升级版） 1618册
《心理治疗师的问答艺术》（修订版） 1586册
《萨提亚治疗实录》（第2版） 1275册
《N2听力 新日语能力考试考前对策》 1262册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蒙古族人文知识荟萃》（蒙古文） 6200册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蒙古文） 5460册
《新译注释〈蒙古秘史〉》（蒙古文） 4031册
《中老年自我治病偏方集锦》 3240册
《哲言智语》（蒙古文） 3235册
《中国民间秘验偏方大成》（第4版） 2760册
《蒙药志》（蒙古文） 2560册
《中国家庭自疗千方经典》 2350册
《妊娠宝典》 1670册
《胎教宝典》 1650册

中国纺织出版社

《素书全鉴》（珍藏版） 7000册
《写给女人的醒脑书——女性活出漂亮人生的七堂格局课》 *6000册
《逻辑学入门——清晰思考、理性生活的88个逻辑学常识》 5000册
《时间管理——超好用的68个时间管理技巧》 4000册
《TED演讲的技巧——18分钟高效表达的秘诀》 3000册

人民邮电出版社

《考试脑科学 脑科学中的高效记忆法》 32536册
《认知觉醒 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26588册
《和秋叶一起学 秒懂Word/Excel/PPT》（全彩版） 21290册
《心 稻盛和夫的一生嘱托》 19001册
《社会心理学》（第11版·中文平装版） 18625册
《肌肉力量训练彩色图谱》 17798册
《和秋叶一起学秒懂Photoshop图像处理/后期修图/创意特效》 16869册
《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 13640册
《朱伟恋词考研英语全真题源报刊7000词识记与应用大全》 12232册
《On Java 中文版 基础卷/进阶卷》 *11600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太空日记》呈现宇航员太空全纪实
信息提供：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 卫 直购通道：刘 成 13658009792

重点荐书：《太空日记

景海鹏、陈冬太空全纪实》

（纪念版）

适读人群：6~12 岁青

少年

推荐语：航天员景海

鹏、陈冬、王亚平献给青少

年的航天史上第一部天地

联讲科普书，第一视角揭秘

地球之外的生活，详解绚丽

天宫数十项有趣实验。

营销方向：持续在短视频平台、新

媒体平台发力，保持产品热度；同时扩

展自媒体、微信公众号以及其他媒体平

台的营销推广，为后续销售打下基础。

重点荐书：《“漫”话科学就诊》

适读人群：普通大众

推荐语：该书是“华西医学大系”中

的重点图书，针对千万门诊患者的就诊疑

惑和困扰，以就诊全过程为线索，梳理了

诊前、诊中和诊后的高效就

医方法。

营销方向：借助医学健康

类微信公众号、社群等进行内

容推广；组织策划开展健康类

主题活动，邀请作者团队开展

相关知识的科普讲座。

重点荐书：“名城之旅”

系列

适读人群：3~7岁儿童

推荐语：该书是一套关于城市的地

理百科立体书，让孩子足不出户，就可

以游览北京、西安、成都、杭州、上海、苏

州六大城市。

营销方向：先进行社群渠道封闭销

售，在产品影响力有所提升的基础上，

利用自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进行视频

推广，提升产品曝光度和关注度；联系

亲子馆、书店利用自营平台进行主题推

荐、上架销售。

重点荐书：《大中华寻宝系列

29内蒙古寻宝记》

适读人群：7~12岁读者

推荐语：黑衣蒙面人神出鬼

没，神兽白抛抛横扫千军；寻宝少

年队冒险犯难，巴特小王子一路相

伴；蒙古象棋谜题水落石出，王陵

究竟坐落何方？麒麟兄弟联手克

敌，能否立下汗马功劳？临草原、

闯沙漠、入深林、访古城，众人马不停蹄，究

竟谁能扭转这场看似惊心动魄的局面？该

书是一部融合了地理与文史知识，集趣味

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原创知识漫画作品，以

惊险逗趣的寻宝故事为载体，带领读者了解

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遗迹、地理人文等知

识。“大中华寻宝”系列让孩子们认识、了解、

热爱这片生活着的中华大地，激发他们的爱

国热情，是中华文化别开生面的呈现。

营销方向：一是在喜马拉雅平

台通过音频故事推广。二是通过抖

音大V进行直播和短视频推广。三

是通过对“大中华寻宝记”已购读者

进行老客户回访实现推广。

重点荐书：“米切尔·恩德绘本”

系列（20周年纪念版）

适读人群：少儿读者

推荐语：该套书共6册，选入了

德国幻想文学大师米切尔·恩德的图画书代

表作品《犟龟》《奥菲利娅的影子剧院》《吃噩

梦的小精灵》《苍蝇和大象的足球赛》《光屁

股的大犀牛》《出走的绒布熊》，意蕴深刻，哲

理性强，用故事给孩子说大道理。其中《犟

龟》是中国小读者熟知的故事，长年位于各

类销售榜、借阅榜、推荐榜榜单。著名儿童

文学家、阅读推广人梅子涵分别为六本图书

撰写书评。

“大中华寻宝”新册展现内蒙古风貌
信息提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直购通道：0791-8650808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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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为近期新出版图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少波/采写整理

我们社发得我们社发得
最好的书最好的书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民间秘验偏方大成》善解疑难杂症
信息提供：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丁 莉 直购通道：0476-5888970

重点荐书：《中国民间秘

验偏方大成》（第4版）

适读人群：普通读者

推荐语：该书是一部以

秘方、验方、偏方为主的能够

自我治病的保健全书，分上下

两册，按病系分列内科、外科、

妇科、儿科、男科、五官科、皮

肤科、骨伤科、癌瘤科等病科，

共收编4300条秘验偏方，能治疗350余种

疾病。在每一种病症之下，编有数条至数

十条治疗方法，并在所选录的每一条秘验

偏方中，均附有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一些

秘验偏方中还附有典型验证实例。书中的

秘验偏方，对疾病有较好的预防和治疗效

果。尤其是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有

着十分独特的治疗作用。

重点荐书：《中国家庭自疗千

方经典》

适读人群：普通读者

推荐语：该书以方为主，以科

为纲，精选秘验偏方1000多条，可

治近 300 种包括内外科、妇科、男

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骨伤科、

肿瘤科在内的疾病，既有常见病、多发病，

又有疑难重症。这些方剂均为临床验证

过的经验方，疗效确切，针对性强，有较高

的保健实用价值。

营销方向：主要通过自媒体渠道推广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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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艾琳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乡村振兴事业打造融媒体出版物
信息提供：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 莉 直购通道：王秀才 0551-63533343

重点荐书：“助力乡村

振兴出版计划”系列

适读人群：新型农民、

县及乡村基层干部、“三农”

工作者

推荐语：该书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是在全国脱

贫攻坚任务完成并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转进的重要历史时刻，高标准打造的一套

服务乡村振兴事业的综合性精品融媒体

出版物。该系列于“十四五”开局之年启

动，着力服务区域乡村振兴事业，内容紧

扣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振兴”，分为五个

子系列，共策划出版100种图书。

重点荐书：《恐龙大百科》

适读人群：小学低年级学生

推荐语：该书是一本极具权威性的恐

龙百科全书，收集了世界各地著名自然历

史博物馆的珍藏资料和图

片，采用全球前沿的科技，带

孩子穿越至令人叹为观止的

恐龙时代，近距离“接触”凶猛

的肉食性恐龙、庞大的植食性

恐龙，以及更多令人着迷的史

前绝迹物种，为读者展示这一

曾经的地球霸主的生活“轨

迹”，还原一个不一样的恐龙世界。

重点荐书：《超级科学少年》

适读人群：小学中高年级学生

推荐语：该套书介绍了能量、人体、地

球和化学四大主题，每个小故事结束后，

有知识归纳和总结，有助于记忆。作者柳

田理科雄长期致力于孩子们的理科启蒙

和科学入门，其作品不仅孩子喜欢，也受

到老师和家长的欢迎。

营销方向：通过新媒体平台种草、快

团团团购等方式推广图书。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种业中国》详述中国种业发展
信息提供：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崔 斌 直购通道：田子丰 029-81205196

重点荐书：《种业中国》

适读人群：对我国科技发展

及农业生产感兴趣的科普类图书

爱好者

推荐语：该书从地质学、生物

学、植物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角

度着手，详细阐述了人类对种子

的认识与实践、新中国解决粮食

问题的艰苦历程、中国种业的初

创与探索、中国遭遇的粮食战争和种子

战争、进入新时代后新一届党中央对打

好种业翻身仗的战略决策部署、各地响应

党中央号召推进种业创新发展的大好局

面等。

营销方向：通过作者签名售书、线上平

台促销、重点书城上架等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诗经吟诵》

适读人群：吟诵爱好者、学习吟诵的

学生、老师等

推荐语：该书由专业吟诵家魏俊梅主

编，精心选取《诗经》中的108篇，其中《风》

选72篇，《雅》《颂》共选36篇，以传统吟诵

的方式，展现其丰富的内涵和音乐之美。

为了较好地呈现《诗经》的古典韵

味，全书采用繁体竖排的仿古版

式，以二维码的形式加入吟诵音

频，既古雅大气，又方便实用。

营销方向：利用作者吟诵

学会资源进入精准人群推广，

并在相关渠道宣传，实现线上

店铺销售。

重点荐书：《欧几里得几何原

本》（第3版）

适读人群：适合研究初等几何的教师、

学者以及数学爱好者

推荐语：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古希

腊一部划时代的数学著作，其伟大意义在

于它是用公理法建立起演绎体系的最早典

范。早先人们所积累下来的数学知识是零

碎的、片断的，是欧几里得借助于逻辑方

法，把这些知识组织起来，加以分类、比较，

揭示彼此间的联系，整理在一个严密的系

统之中，建成了巍峨的数学大厦，它对整个

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营销方向：主要依靠线上书城进行推

广销售，重点参与相关促销活动。

重点荐书：《中国潮绣》

适读人群：非遗文化及刺

绣爱好者、专业师生

推荐语：该书是融潮绣史

论、技艺、纹样研究等为一体，

系统论述潮绣文化及技艺的

专著。书中认真梳理了潮

绣发展的历史脉络，从分

析研究孕育潮绣的地理环

境、民系组成开始，系统整

理潮绣自唐、宋、元、明、

清、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

展历程，以精美的图片和平实的文字展示

不同时期潮绣技艺的特色和文化内涵。

营销方向：通过摩点众筹、新书发布

会、媒体推荐推广图书。

重点荐书：《中国工匠图案

艺术》

适读人群：创意工作者、设

计爱好者、图案创作者以及美

术、设计等相关专业的师生

推荐语：大国工匠，文化血

脉。图案是中华文化艺术的血

脉，是中国工匠创作实践过程中

艺术智慧的结晶。研究中国图

案脉络，可以从中学习、探索古

人的智慧逻辑，寻找中国艺术设计的能

量。该书分为传统篇和传承篇，内容包含

1000多幅色彩精美的图案、黑白高清线描

图案及图案的现代设计应用范例等。

营销方向：通过摩点众筹、作者访谈、

口碑营销等推广图书。

中国纺织出版社：《中国潮绣》梳理潮绣发展脉络
信息提供：中国纺织出版社 黄希婵 直购通道：15910387832

厦门新华开展“生命中最美的遇见”母亲节活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5月8日，厦门市新华书店组织各门店开展“生命中最美的遇见”母亲节

系列活动。中山·阅埕书店为中山路特色图书市集早早换上“先有你们，再有我们”母亲节主题书籍

与文创产品，特别准备了“妈妈我想对你说”留言板和爱的康乃馨，闽南小院的南音表演在书香、茶香

中也为妈妈娓娓道来；还与思明区妇联联合举办“幸福家庭，益童成长”主题绘画大赛，特别穿插母亲

节特别环节，小朋友用心地用贺卡诠释爱，将爱传递给最亲爱的妈妈。

厦禾门店联合惠和古厝溯源艺术馆举办“红砖古厝”母亲节亲子研学活动，20 组亲子家庭一

起走进古厝，参观家规家训馆、观看“林徽音——福州古厝走出的文化遗产守护者”展览、体验扎

染工艺、亲子互动“说给妈妈的悄悄话”，向妈妈们深情表白。海沧门店携手海沧育才小学的一

群小小志愿者推出了感恩母亲节活动，从分享绘本故事《妈妈的红沙发》开始，亲手制作手工花，

齐声献唱《妈妈我爱你》。前埔门店绘本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深深打动了活动现场的小朋友，

五颜六色画出妈妈最美的样子。杏林门店“让爱在温馨中绽放”母亲节感恩活动为亲子创造沟

通平台，大胆表白，合唱《感恩的心》，拉近彼此距离。江头门店小知识课堂为母亲节开讲，小短

片让小读者更加了解母亲节的由来，书籍阅读分享让他们在书香中锻炼自己，以爱之名为妈妈

们送上祝福的亲笔信。 （尹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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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荐书：《程凯养生说》

适读人群：关心日常保健

的群体、中医爱好者

推荐语：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程氏针灸”第

四代传承人、中国科协穴位保健

方法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北京卫

视《养生堂》主讲专家程凯从头

到脚说养生。该书内容包括中

医治病、防病、养生小妙招，常见疾病发病

原因、治疗过程、防治方法全拆解。花百元

买中华名医智慧精华，一套书走全家健康

养生之路。

营销方向：利用作者自身新媒体矩阵辐

射的粉丝群体以及健康类、中医文化类新媒体

平台进行直播、连线对话、义诊、签赠等活动。

重点荐书：《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

中华工匠技术》

适读人群：历史文化爱好者、工匠技

术热爱者

推荐语：小技术，大文明。在西方视

角下，“四大发明”是一种误解，中华工匠文

明又何止这些？央视《百家讲坛·好物有匠

心》主讲嘉宾潘天波最新力作，为读者讲述

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

带读者领略璀璨的中华工匠文

明，探寻远播的中华工匠精神。

营销方向：以“中国好书”作

者最新力作为契机在渠道重点宣

介。从匠心、中华文明发展史、中

外文化交流史等维度切入，组织

软文在相关平台投放，组织线上

直播活动等。

重点荐书：《数字经济大变局》

适读人群：经济学家、金融从业人员、

相关政府机构、企业高管、其他对另类数据

和金融感兴趣的读者

推荐语：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极快，

已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深

度变革重构的关键力量。该书从什么是

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世界局势、数字经济国

内局势、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

治理、数字新基建、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未

来展望九个主题，详尽阐述了数字经济的

全貌，全面剖析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

营销方向：以数字经济为核心议题，

组织相关专家录制系列短视频并组织线

上对谈活动。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程凯养生说》传授中医养生小妙招
信息提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朱利伟 直购通道：丁 伟 13911080449

人民邮电出版社：人气插画师WLOP推出第三部作品《鬼刀3》
信息提供：人民邮电出版社 卢金路 直购通道：方 航 13426077382

重点荐书：《鬼刀3苍蓝》

适读人群：WLOP粉丝、

国漫爱好者、CG爱好者、绘画

爱好者、原创插画爱好者、艺

术相关从业者

推荐语：该书为插画师

WLOP的第三部个人作品集，

主题为“苍蓝”，“苍”有苍影之

意，代表鬼刀，也代表鬼刀与

西凌斯之间的羁绊，“蓝”是冰公主海琴烟

的代表色。书中的插画作品为WLOP 近

两年绘制的（不与前两部作品集重复），且

加入了新的连载漫画《云虫》《夭梦》中的插

画作品，全书共收录作品百余幅。该书的

装帧考究，设计、印刷均为珍藏级别。

重点荐书：《你的灯亮着吗？如何找

到真问题》

适读人群：所有被问题困扰过和困扰

着的人

推荐语：几乎是每一天，人们都面临

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不断地解决它们，则

是人们一直在做的事。很多时候，人们解

决不了问题，往往是觉得问题

很难，但在很多情况下，更有

可能的是，人们思考问题的方

法错了，掉入了思维陷阱。该

书通过20多个生动有趣和发

人深省的小故事，告诉人们解

决问题的过程是有阶段性和

层次的，每个阶段都有要注意

的问题。

重点荐书：《青少年生物AR智能学习卡》

适读人群：初中生、教师、小学生、科

技辅导员

推荐语：该书由专业教研团队，全面

梳理初中生物考点，覆盖中考考纲内容；结

合AR黑科技，请专业制作团队，历时3年

全力打造智能化学习APP；打造虚拟生物

实验室，动手操作，反复练习，掌握实验要

领；引导式学习，智能语音讲解，三维动态

演示，沉浸式学习体验；苹果公司UI设计

师全程参与，Apple Store重点关注产品。

营销方向：在新媒体平台精准营销，

通过传统电商平台推广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