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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2017 年青岛市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为 87.2%，
成年居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82 本，49.5% 的

2018 年 4 月书业大事记

成年居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4 月 18 日，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公布了初步
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
为 80.3%，10.2% 的国民全年纸质图书阅读量超十本，

政策趋势

12.1% 的国民平均每天读书 1 小时以上，18-29 周岁
群体日均读书时间最长。

4 月 10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增
值税税率的通知》，《通知》规定，原适用 17% 和

4 月 23 日，“2017 中国好书”盛典活动在央视一套

11% 税率的，分别调整为 16%、10%，图书、报纸、杂志，

和科教频道播出。该活动由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图书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均适用 10% 税率，自 2018 年

评论学会联合推出，以“为好书找读者，为读者找

5 月 1 日起执行。

好书”为宗旨，迄今已成为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品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华为创新》等 29

4 月 16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

种图书最终入选。

电影局统一揭牌。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保留，其原新闻

4 月 23 日，第 13 届“文津图书奖”发布暨国图公开

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由中宣部拟订新闻出版

课特别活动成功举行。此次活动以“致敬经典 面向

业的管理政策并督促落实，管理新闻出版行政事务，

未来”为主题，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图书馆开展多

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发展，监

种多样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并揭晓《中华传统文

督管理出版物内容和质量，监督管理印刷业，管理

化百部经典》等获奖图书 9 种，推荐图书 51 种。

著作权等。
4 月 23 日，京东集团正式公布第二届京东文学奖五

会议活动
4 月 23 日，新华书店网上商城上线仪式在新华书店
总店举行。该平台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以打造出版
物全产业链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文化产品电子商务
平台、全民阅读推广平台和行业大数据平台为目标，
将通过互联网链接全国新华书店 12000 家实体门店、
全国出版机构和各地大中型图书馆。
4 月 25 日，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山东省新闻出

大奖项前十入围作品名单，包括《芳华》《飞行家》
《红豆生南国》《儿童法案》《管家》在内的 50 本
国内外文学著作，角力单项最高的百万元奖金。同时，
由莫言、王蒙领衔的 30 人专家评委团也正式亮相。
截至 4 月 26 日，22 家出版业上市公司中共有 19 家
披露了 2017 年年度报告。除港股阅文集团外，A 股
18 家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为 1398.89 亿元，总资产
超过百亿的共有 7 家；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 935.03 亿元；共实现营业收入 912.32 亿元。

版广电局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民营书业发展高峰论
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本次论坛以“深化转型、产业
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的 300 位知名民营书业大咖、
出版人、出版相关领域专家与会。

实体书店
4 月 16 日，上海临港区首家书店 —— 大隐湖畔书局
在滴水湖畔试运行。该店在选品上主打旅游类图书，

报告榜单
4 月 14 日，青岛全民阅读研究院（青岛全民阅读智库）
发布青岛市第二次全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

在运营上则开创了上海实体书店“共享图书”新模式，
全店图书无须购买均可阅读，持借阅卡的读者一次
性可借阅店内总价值不超过 300 元的任意图书，7 天
内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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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陇上书店举行开业

参观者前来参展。作为本届第二大参展国，中国多

仪式。转型升级后的陇上书店旨在打造集阅读体验、

家出版机构组成了“中国出版”展台，现场举办多

讲座沙龙、学术交流、新书发布、成果展示于一体

场签约仪式与发布活动。

的文化平台，服务学校教学科研，丰富师生学习生活。
同时计划一年举办不少于 100 场阅读活动，并逐步

近日，世界五大出版集团公布 2017 年财务业绩。霍

采用实体书店 + 互联网 O2O 的新模式。

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经营收益上升 11.4%，扭转
了 2016 年的亏损局面；西蒙 - 舒斯特经营收益上升

4 月 23 日，复旦大学周边的志达书店变身全国首家

8.2%，净利润上涨主要依靠提高销量和削减成本；

天猫无人书店。进门时顾客可以“刷脸”绑定支付

阿歇特图书集团经营收益上涨 2.7%，达到 7.61 亿美

宝账号，开通免密支付；店内无人值守，每本书下

元（约合 48.03 亿元人民币）；哈珀·柯林斯经营

方均贴了价签，顾客也可在店内阅读。挑选完成后

收益已连续第二个日历年度出现小幅下跌，幅度为

只要走出支付通道，系统会自动结算，实现无感支付。

0.3%；企鹅兰登在美国图书市场的经营收益占其总
经营收益的 55.3%，以当前汇率计算为 24 亿美元（约

4 月 23 日，由遵义市新华书店和北京三联韬奋书店

合 151.47 亿元人民币）。

联手打造的遵义市首家 24 小时书店在 1935 广场开
业。该店面积约 480 平方米，装修风格结合革命老

4 月 18 日，普利策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揭晓。在

区的特点，大厅的立柱为红色火炬造型，毛主席诗词、

7 个与文学相关的奖项中，虚构奖授予安德鲁·肖恩

冲锋号、蓑衣等物件放置在显眼位置，充满浓郁的

凭作品《莱斯》（Less）；非虚构奖授予詹姆斯·福

红色文化气息。

尔曼《把我们自己关起来 —— 美国黑人的罪与罚》
（Locking Up Our Ow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世界读书日当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同时开

Black America）。《海湾：一片美国海的诞生》（The

设出版社集团总部大楼独秀书房旗舰店、独秀书房

Gulf: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ea）
《草原之火：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店、独秀书房贺州学院店 3 家独

劳拉·英格斯·怀德的美国梦》（Prairie Fires:

秀书房地面店，旨在全力打造高校特色书店，并以

The American Dreams of Laura Ingalls Wilder）

其为阵地推动建设书香校园，助力全民阅读。

《半缕微光：诗歌精选 1965-2016》（Half-Light:

4 月 23 日，思南书局实体店落户上海复兴中路 517 号。
书店以“文史哲艺”图书为主，一楼为图书陈列阅
读区，二楼为书店主入口，设有思南书局推荐榜单、

Collected Poems,1965-2016）分获历史奖、传记奖
和诗歌奖。
摘自 _《出版商务周报》

伦敦书评书店新书榜单，精选近 2000 种中外文学图
书及相关品牌杂志，三楼、四楼为高品质阅读文化
活动空间。
4 月 23 日，在北京三里屯文化商业街，24 小时不打
烊的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开门迎客。设计灵感源
自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精选上架优质图书
品种 15000 种，以三联本版、文学、艺术、学术、
文化、生活等阅读板块为主。

国际动态
4 月 10 日至 12 日，第 48 届英国伦敦国际书展在伦
敦奥林匹亚展览中心开幕。本届伦敦书展吸引了来
自全球超过 120 个国家的 1500 多家机构及 250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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