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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书展7月2日开幕 20万种出版物参展

● 商报专递

“新时代 新经典”专栏奏响网上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音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新时代 新经典——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

书专栏”进一步优化升级，重点在专栏内容的呈现形式、深度推介、传播平台等方面进行丰富拓展。

专栏新增上线35种重点数字图书、101种重点有声书，涵盖习近平总书记著作、讲话单行本、论述摘编，

以及学习读本、思想研究、用语解读、描写习近平总书记工作生活经历的作品等，重点数字图书品种、形态进

一步丰富，更加契合读者阅读新需求。专栏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首页显著位置，以导读、摘录、连载等方

式，持续推介重点数字图书。此外，新增3家网络传播平台，传播平台达到19家，覆盖面进一步延伸。

据介绍，专栏上线以来，累计点击阅读量超过6亿人次。此次专栏优化升级，进一步适应数字时代网上

出版传播新趋势，针对不同读者的认知特点和阅读需求，深入挖掘加工内容，创新传播方式手段，为网上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更加丰富生动的内容和便利条件。

目前设立专栏的19家网络传播平台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网、中国大学生在线、咪咕阅读、掌阅、文轩网、QQ阅读、微信读书、中文在线、易阅通、博库网、京东读书、

天翼阅读、“学习强军”平台、中国军网、沃阅读、龙源期刊网、喜马拉雅。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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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画“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优化出版品种结构 P2

快团团适合卖书吗？ P8

2022上半年民营品牌策划机构生存状态不完全调查
P9~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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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田红媛关键词 品牌 转型 高质量发展 非遗

诚信为本，荣名为宝

回眸：荣宝斋的变与不变

采访录制开始前，赵东特意戴上了

一枚金色的纪念徽章，并多次轻拨调整，

找到了一个满意的角度——这是由艺术

大师韩美林先生专门为荣宝斋350周年

设计的Logo，以甲骨文“三”“五”“〇”为

视觉符号，嵌入书籍等元素，彰显荣宝斋

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内涵。赵东从松竹斋

南纸店聊起，讲述了荣宝斋与出版的深

远关系，阐释了荣宝斋百年来的企业价

值观和经营理念。

荣宝斋前身“松竹斋”始建于 1672

年，1894 年更名荣宝斋，很早就有“做

书”的传统，与出版一直有着密切联系，

这一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1896年，荣

宝斋设立“帖套作”，组织印作诗笺、信

笺。1950年公私合营后，“荣宝斋新记”

挂牌，设置编辑室（勾描室）、木版水印车

间、装裱车间和营业部，木版水印无论从

制作过程还是呈现方式上，都已经基本

与现代图书出版类似，前者讲究“勾刻

印”，后者是“编印发”。1993年，在原有

编辑室的基础上，荣宝斋出版社成立，目

前每年出版图书百余种，同时《荣宝斋》

《艺术品》两种期刊诞生，如今已发展成

艺术类品牌书刊。

历经兴衰沉浮和市场磨砺，荣宝斋

已经从当初的一家南纸店，发展成为集

书画经营、文房用品、木版水印、装帧装

裱、收藏展览、出版印刷、拍卖典当、教育

培训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企业。350

年风雨沧桑，变的是不断拓展延伸的业

务边界，不变的是“诚信为本，荣名为宝”

的百年古训。

“‘诚信为本’是商道，‘荣名为宝’是

品牌，字号体现的是荣宝斋的服务和品

质。当时虽然还没有‘核心价值观’一说，

但它一直都是荣宝斋人的自觉认同，也是

荣宝斋能够在350年间生生不息的最主要

原因。”赵东补充道，“必须说的是，荣宝斋

的理念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讲

究‘寓学术于经营’，如果没有学术建设，

荣宝斋就是家普通画廊，或是买卖书画和

艺术品的商店。” （下转第3版）

说起荣宝斋，很多人脑海中通常只有一个模糊印象，或是坐落在

北京琉璃厂西街的百年老店，或是集聚文人雅客的艺术殿堂、广收珍

品名作的“民间故宫”，但对其历史可能不甚了解。

在荣宝斋350年周年之际，本报专访荣宝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赵东，请他从多维度讲述这块“宝地”与出版业的渊源、一以

贯之的经营理念，以及何以350年来生生不息、薪火赓续，转型中低调

“出圈”引领新国潮，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鲜活的荣宝斋。

商报严选好书（2022年5月）

日前，中国出版传媒商报5月严选书单出炉，共10种。这份书单是从此前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5月好书（65种）中精选而来，涵盖主题出版、文学、人文社

科、生活科普、财经、童书、艺术教育七大类。

《漫画民法典第一课》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默》报社主编/研究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年4月版/36.00元

ISBN：9787519911348

《千里江山图》

孙甘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59.00元

ISBN：9787532183319

《秦岭记》

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58.00元

ISBN：9787020146185

《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

赵元任摄 赵新那、黄家林整理/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版/280.00元

ISBN：9787100193870

《德古意特出版史：传统与创新1749~1999》

[德] 安娜-卡特琳·齐萨克著 何明星、何抒扬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版/68.00元/ISBN：9787308218382

《效率红利》

谢春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4月版/79.00元

ISBN：9787111703020

《秘境回声》

邓西著/大象出版社2022年5月版/36.00元

ISBN：9787571114367

《画里浮生》

金哲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4月版/86.00元

ISBN：9787573202314

《艺术史的另一半：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

李君棠著 垂垂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128.00元

ISBN：9787559849281

《儿童自然法则》

[法]塞利娜·阿尔瓦雷斯著 蔡宏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3月版/58.00元/ISBN：9787807683537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第十二届江

苏书展将于7月2日~6日在苏州国际博

览中心主展场和全省152个线下、2个线

上分展场同步举办，苏州主展场面积约

1.7万平方米。本届书展主题聚焦“阅读

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参展出版发行单

位 400 余家，线上线下参展出版物品种

达20万种，将举办线上线下各类阅读推

广、行业交流活动140余场，分展场线上

线下各类阅读活动超千场。

据悉，本届书展将突出几大特色：强

化主题图书主题活动，为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继续做好“云办

展”，加强线上优秀读物推荐，首次举办

“百家优秀出版社社长总编云上荐书”活

动；重视书香文化传播，精心策划最美图

书展、“为人民画像”展、藏书票展等，打

造更具文化内涵的品质书展。140余场

阅读推广活动主要围绕“喜迎二十大”和

云端办展、名家参展、江苏特色等角度进

行策划，重点活动包括书香中国·全民阅

读大讲堂（7场）、新华书房读书论坛、主

题出版论坛、青年编辑论坛、“我们云上

见”全媒体直播等。

苏州主展场外，本届书展还设有

152个实体书店分展场和江苏书展APP、

凤凰新华官网等2个线上分展场，与主

展场形成联动效应。书展期间除特殊品

类外，图书全场8折，线上线下同价。各

市还将采用发放消费券等多元惠民形

式，扩大市民文化消费需求。

（伊尹）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肖秀荣2023年考研政治1000题（上册试题 下册解析）
百年大党面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最新修正版附修正草案说明）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红岩
中国共产党简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最新修订 含草案说明）
百年孤独（50周年纪念版）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下卷）
活着

版别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法制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人民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年6月
2022年5月
2021年12月
2020年8月
2018年1月
2021年2月
2021年6月
2017年8月
2022年2月
2021年7月

定价（元）
79.80
26.80
5.00
38.00
36.00
42.00
6.00
55.00
98.00
45.00

2022年6月上半月全品类图书销售总榜

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图书销售榜
（2022年6月上半月）

榜单快评 本期榜单集中反映了近期图书市场呈现的“两化”态势：一是市场大盘趋于常
态化，二是热销品种趋于市场化。继上期榜单后，全品类市场领衔书再次为非主题读物摘得；全
品类市场热销TOP5中，非主题图书占3席；热销TOP10中，非主题图书占5席；非主题读物的
这一占比、排位，在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绝无仅有。在百种头部品中，中信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分别以6个品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分别以5个品种，重庆出版社以4个
品种，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分别以3个品种，共占近半壁江山，显示了各自市场化产品的作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17日，中

国编辑学会教育编辑专业委员会换届

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京召

开。中国编辑学会教育编辑专业委员

会现有单位会员 40 个，个人会员 300

多人。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专委会领

导班子成员。专委会主任由中国编辑

学会副会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张廷凯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

事长、社长王焰，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

长王卫权，广东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总经理（社长）朱文清，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董事长兼社长刘东

风，湖南教育出版社总经理刘新民，辽

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张领，四川

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经理雷华担任专委

会副主任。专委会秘书长由人民教育

出版社主题出版研究开发中心主任李

红担任。 （尧雯）

中国编辑学会教育编辑专业委员会换届

中蒙签署经典著作
互译出版备忘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4日，中蒙双方以交

换文本的方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

署与蒙古国文化部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

录》。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代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

签字，蒙古国由文化部国务秘书奥云比力格签字。

根据备忘录，中蒙双方约定在未来5年内，共同

翻译出版50种两国经典著作，为两国人民奉献更多

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此次中蒙经典著作互译出版

备忘录的签署和实施将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对彼

此优秀文化的理解和欣赏，进一步推动两国文化交

流和文明互鉴。 （尧 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近日

发布消息，第74届法兰克福书展将于2022年10月

19日~23日召开，目前正开放展位注册。根据目前

的报名情况看，参展国家超过65个，参展商数量将

达4000家。

今年书展的主宾国西班牙与英国、美国、意大

利、法国等国参展规模较大。10月21日，书展将会

开始向观众开放。据了解，约有25个国家的版权代

理机构已经在版权交易中心注册了展位，其中大部

分来自英美国家。

本届书展将突出翻译主题，策划和推出以“翻

译·传输·转化”（Translate.Transfer.Transform）为口

号的宣传活动，不仅关注作品的互译，也关注文学

作品与其它媒介形式的改编。德语译者协会也将

携手相关合作伙伴，以翻译为主题开展舞台活动。

作为主宾国，西班牙除了特别设计的主宾国馆

（论坛馆二层）和丰富的作家活动之外，西班牙全国

各地的参展商和出版社也将纷纷加入其中。德语

出版社将会推出大约150种有关西班牙及其作家创

作的新书。

有声读物和少儿读物是目前全球市场增长势

头最强劲的细分品类，本届书展将聚焦这两大市场

并设立展区。在与公众互动方面，书展将聚焦作家

作品设立“法兰克福演播室”。“法兰克福图书节”

（BOOKFEST）将与书展同期举办。此外，10 月 23

日书展将颁布“德国Cosplay大奖”。 （欣 闻）

法兰克福书展10月线下开幕
西班牙为主宾国

（下转第4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国出版协会发

布《关于举办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设三个子项奖：图

书奖，音像、电子出版物奖和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

文奖。其中，图书奖获奖数额 100 个，提名奖 100

个；音像、电子出版物奖获奖数额30个，提名奖80

个；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获奖数额30个。

中国出版协会分别成立三个子项奖的初评委

员会和复评委员会，对参评作品进行初评、复评。

在初评、复评的基础上，评审委员会对入围的作品

进行终评，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规定数额的获

奖作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各子项奖的评选工作，

在中国出版协会的领导下，严格按照《评奖办法》，

严把质量关，科学规范评奖程序、评选标准，确保评

奖活动公平、公正、科学、有序进行。

参评作品的出版时间范围是2018年1月~2022

年3月（以版本记录为准），参评论文以本时间段内

正式发表时间为准。参评作品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2年7月31日（以当地寄出邮戳为准），逾期不再

受理。 （尧 雯）

中国版协启动第八届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