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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央

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一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

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

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

大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纲要》共10章、31目、87条，5.1万字。全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生态文明建

设领域的原创性贡献。《纲要》系统全面、结构严谨、内容丰富，忠实原文原著、文风生动朴实，是

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权威辅助读物。 （据新华社）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关键词 产品 渠道 营销 数字化

在全国众多出版单位中，机械工业

出版社是个特别的存在。从成立时间

上说，它有70年“资历”，是新中国第一

批科技图书出版社（原名科学技术出版

社，1952 年更名为机械工业出版社）。

从整体架构上看，它业务多元，涵盖出

版、咨询、传媒、分销、数字五大板块，产

业规模可与一家出版传媒集团比肩。

上世纪90年代机构改革，机工社与

其他部属出版社一样，迎来了改制后的

市场化课题。得益于前期打下的坚实

基础，李奇分管该社出版和分销业务的

20 年中，机工社图书回款码洋一路上

涨，从2000年的2亿增长至2018年的16

亿。担任社长后，李奇带领新一届班

子，克服多重挑战和疫情影响，在2021

年把这个数字提升到了20亿的新高度。

除了在图书主业拥有“一日十书、

日销十万（册）”的强大产销能力，机工

社同时还抓紧抢占资源，拓展新业态，

各板块齐头并进，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风雨前行70载，这个“综合体”蓬勃生长

的动力是什么？未来将奔向何方？借

周年庆契机，记者专访了李奇社长，听

他讲讲背后的故事。

谱好协奏曲
复杂问题分类处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业务架构庞大，是

当之无愧的“大家族”。年出版新书近

3000种，年销售图书超3700万册。机械

工业信息研究院担当着智库角色，下属

6个研究所承担多个部门的重要课题。

此外，机工社还拥有全国最大的社办书

店——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营业面积

8000平方米，位列全国馆配商前三。机

工出版的多种期刊获得业界诸多大奖。

加上被寄予厚望的数字出版，机工社五

大产业的规模和影响力不可小觑。

如何做好统筹部署，发挥整体作战

优势，考验着“掌门人”的驾驭能力。李

奇说，这也是他被问过很多次的一个问

题。从他的角度来看，机工社如果只做

好图书，充其量是出版界的“土豪”，但

如果期刊和咨询一起做大，掌握了高端

核心资源，那就是“贵族”。

李奇认为，机工社看起来涉及很多

领域，但图书、分销也好，期刊、咨询也好，

各有各的规律，要按各自规律办事，不能

“一刀切”。再提炼一下，就是“复杂问题

分类处理”，机工社的“七大战术”之一。

按照这个思路，机工社明确了各业

务分支的发展方针：出版板块作为主业，

每年要保持大比例增长；期刊板块盈利

能力较弱，就放大平台作用，重在汇聚专

家和作者资源；咨询板块加强和政府联

系，丰富服务科研工作者的手段。

得益于独特的架构优势，机工社还

加大融合发展力度，融媒体业务年均增

长在 10%以上。在内部融合上发散思

维，推进产业、资源、业务、产品的融合，

如图书业务科技与科普、科普体验的融

合，建筑图书、建筑期刊与建筑文创的融

合。在外部融合时形成合力，探索与国

家大局、教育产业、科研产业的融合，如

打造工业科普体验馆等。（下转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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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设立的出

版业科技与标准综合重点实验室

区块链版权应用中心主编的《数字

藏品应用参考》发布。

《数字藏品应用参考》由中国

数字文化集团、中国文物交流中

心、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中国网

安区块链中心、新华文轩四川数字

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杭州国际数字

交易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国际联合

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

中心、四川省区块链行业协会版权

专委会、上海区块链技术协会法律

专委会、四川省游戏工委、财经·链

新、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德恒律

师事务所等单位联合发布。

数字藏品作为现象级事物，具

有较高热度的同时，其安全风险不

容忽视，如侵权盗版风险、内容合

规风险、价格炒作风险、网络欺诈

风险、监管合规风险、金融安全风

险等。《数字藏品应用参考》以专业

性、实用性、权威性为核心原则，是

目前首个针对数字藏品领域的应

用参考书。

《数字藏品应用参考》以现有

法律法规为基础，积极探索区块链

数字文化产品的合规健康、可持续

发展，并从数字藏品的形态定义、发展状况、安全风

险、规范应用、相关资质、案例分析等方面进行了论

述，旨在为数字藏品行业相关区块链平台、发行平台

及用户的应用和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管提供理论参考，

助力推动数字文化战略发展，践行落实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纲要。

《数字藏品应用参考》将数字藏品定义为数字出

版物的一种新形态，并分为区块链作品版权和区块

链数字出版产品两种产品类型。区块链作品版权如

作为版权数字资产化、证券化交易，需在省级或以上

政府批准的交易所依法进行；区块链数字产品经网

络出版后，可以限量、多份的区块链数字出版产品形

式销售。

《数字藏品应用参考》详细介绍了数字藏品极易

发生的8类风险，包括接入公链，虚拟货币、代币，炒

作、洗钱，传销、非法集资，类金融、证券化，侵权、盗

版，非法出版物，信息、数据安全，为从业者和用户提

供全面专业的防风险预案。

《数字藏品应用参考》编写团队希望为数字藏品

行业提供最详尽的合规应用参考，包括数字藏品运营

流程、采用的区块链底层要求、版权审核内容、授权审

核要素、委托出版要点、作品上链内容、网络出版要

点、价值评估原则、产品发行要求、使用场景推介、跨

链应用路径。

《数字藏品应用参考》还对从事数字藏品领域所

涉及的相关资质做了介绍，并对应取得区块链信息服

务备案、版权服务资质、《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产权

（数字）交易所等提出指导意见。 （沈西）

（内容详见第3版）

●政经提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国家

统计局官网发布2022年上半年全国规

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以下简称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数据，显示文化企

业生产经营总体平稳，文化新业态支撑

作用增强，部分地区文化产业稳定增长。

文化企业生产经营总体平稳。上半

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605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0.3%。在文化及相关

产业9个行业中，内容创作生产、文化装

备生产和新闻信息服务等3个行业营业

收入延续了一季度的增长态势。

文化新业态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以数字出版、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为代

表，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

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19990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2.9%，占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比重为35.7%。其中，数字出版、娱乐用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可穿戴智能文化

设备制造3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增速较

快，分别达26.0%、18.4%和17.3%。

中部地区文化企业营业收入保持

较快增长。中部地区文化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828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0%，快于全国平均水平7.7个百分点，

占全国比重为14.8%。 （邸远）

●书业潮事

2022上半年文化企业营业收入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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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家品牌书店参加上海咖啡文化周

机械工业出版社成立70周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指导的

2022 上海咖啡文化周 8 月 4

日拉开序幕，上海市书刊发

行行业协会举全行业之力推

出“啡尝上海·不负热爱——

咖香书香在上海”系列活动，

75家品牌书店参与举办140

场活动。同步推出的咖啡主

题新书单、展陈、销售，为打

造“咖啡城市名片”提供行业

力量。

上海悦悦图书有限公

司旗下悦悦图书专营店的

“啡尝上海·不负热爱——

咖香书香在上海”营销活

动，主题海报在天猫页面、

店铺首页重点展示，预计累

计曝光量超过500万次。

参展书店中既包括实

体书店，也涵盖网上书店，

既有上海外文书店等独立

书店，也有上海新华传媒、世纪朵云等旗下的本地连锁书店，西西弗书店、中版

书房等全国连锁书店，还有上海茑屋书店等合资企业。

咖啡主题图书在上海图书市场销售中稳中有升。“咖香书香在上海20+新

书单”由参展书店从300多种中外咖啡主题图书中精选而成，从咖啡理论知识

到实操手册，这份新书单都有涉猎。 （穆宏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2日，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

展报告（2021年）》，总结了党的十九大

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

《报告》第2篇第9条“数字文化繁荣

发展不断丰富群众生活”中提到，我国数

字文化体系加快建设，涌现出更多高质

量、特色化数字文化产品，线上线下文化

传播体系更加完备高效，社会文化生活

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数字文化消费市

场空前活跃，推动我国特色文化传播力、

影响力、生命力更加强大。

一是数字文化供给更加多元。网络

文学成为中国文化出海最大的IP来源。

数字阅读产品蓬勃发展，我国数字阅读

规模首次突破5亿。二是数字文化传播

实现立体覆盖。主流媒体加快数字化渠

道建设升级。各地加快推动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特色资源、公开课等数字化转

型。三是数字文化消费市场发展动力强

劲。2021年，我国数字出版、互联网文化

娱乐平台等数字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

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9623

亿元，比上年增长18.9%。 （田红媛）

国家网信办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

我国数字阅读规模首次突破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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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习近平上海足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平装）
闽山闽水物华新 习近平福建足迹（上下）
习近平在上海
百年大党面对面
借势 以弱胜强的128条黄金法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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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初心成大道 党史学习教育案例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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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别
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年6月
2022年6月
2022年6月
2022年2月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2年4月
2021年7月

定价（元）
50.00
80.00
175.00
72.00
26.80
78.00
29.00
16.00
69.00
3.00

2022年7月下半月全品类图书销售总榜

（下转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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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下半月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图书销售榜
（2022年7月下半月）

榜单快评 本期榜单非主题时政图书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可谓最大赢家——
在文教书细分市场TOP20中独揽8个席位，几占半壁江山：看家产品经典英语学习用书

《新概念英语》1、2、3，悉数入列；其衍生产品《新概念英语》（青少版）2个品种，也跻身其
间；近年新品《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视听说教程，共3个品种打榜；彰显了品牌出
版机构在相关出版领域中无可替代的强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