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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书业大事记
摘要：11 月，最热闹的无疑是少儿出版！以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童书展为核心，各种论坛和颁奖相
继举行，对一年工作成果进行总结的同时，也为接下来一年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此外，多家出版社在本
月举行了年度选题会，提前对来年的工作做出规划。

实体书店

公益 + 智能”于一体的复合型花园式书店。
11 月 23 日，全网拥有 3800 多万粉丝的十点读书也

11 月 4 日，厦门首家樊登书店示范店开业。樊登书

在厦门开出其首家实体书店。十点书店把以往所积累的

店在厦门已有三家门店，与这三家社区书店不同的是，

讲师、作家、名人、明星资源，注入线下书店，成为优

此次开业的示范店是樊登书店与壹壹咖啡馆合作，启动

化线下产品和服务的优势资源。

全新的空间变革，店内含有咖啡、阅读、美物、沙龙等
多种业态组合，并设有“理想的书房”主题系列展览。
11 月 10 日，西西弗石家庄首家黑标店开业，门店
位于石家庄万象城。据悉，黑标店在西西弗书店的店型
产品线体系当中属于标准店型，定位为 SISYPHE CITY
BOOKS（即城市高端店），打造沉浸式阅读体验。
11 月 12 日，总面积近 2000 平方米、坐拥 15 万册图
书的尚书房海汇中心店正式开业。作为首次围绕都市文
化需求，量身定制的城市文化空间，尚书房海汇中心店
填补了郑州东区新型复合式书店的空白，成为郑州文化
新地标。
11 月 13 日，北京市金融街书局正式揭牌。通泰大厦、
金融街中心、金融街公寓、金融街行政公寓、金益大厦、
新盛大厦 6 个阅读空间陆续开业。金融街书局是由金融
街集团全资出资设立的，旨在推动“书香金融街”的落地，
把书香送到金融街从业人员身边，使其不出楼宇和办公
室，就能享受新书购买、文化沙龙讲座、参观展览等文
化生活服务。
11 月 18 日，在长沙湘府文化公园里，由湖南省新华
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与长沙市天心区政府合
作共建的乐之书店·天心店正式启幕，它是天心区委、
区政府今年着重打造的民生工程和城南文化客厅，也是
湖南第一家开在公园里的书店。
11 月 18 日，“粱实书店”在郑州正式开业，这是河
南首家将“书、茶、餐”融为一体的书店，面积 3800 平方米。
11 月 18 日，长沙市乐之书店·天心店开业。乐之书
店·天心店由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分公
司与长沙市天心区政府合作共建，面积达 1255 平方米，
是一家集“阅读 + 文创 + 沙龙 + 咖啡简餐 + 教育培训 +

政策趋势
11 月 14 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
工作的意见》，为出版业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期，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2019 年度国家古
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日前开始申报。并对申报工作作出
说明，申报材料须于 12 月 31 日前报送。通知显示，申
报项目须为古籍整理作品，整理对象应为 1911 年以前
在中国抄写或刊行的汉文书刊、文献资料，以及出土的
1911 年以前以汉文文字为载体的文献资料。整理方式主
要包括点校、注释、今译、影印、汇编、索引、书目等。
11 月 19 日，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署 公 布 了“ 质 量 管 理
2018”社科、文艺、少儿、教材教辅和生活类编校质量
不合格出版物，涉及 41 家出版单位的 65 种出版物。相
关出版单位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须全部收回不
合格出版物。2018 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开展了出版物
“质量管理 2018”专项工作，重点围绕社科、文艺、少
儿、教材教辅、生活和地图类出版物开展编校质量检查，
共组织抽查出版物 355 种。经专家审核，认定 65 种出版
物编校质量为不合格，其中社科类 12 种、文艺类 16 种、
少儿类 10 种、教材教辅类 10 种、生活类 17 种，涉及
41 家出版单位。
11 月 23 日，科技部公示了 2018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
品的名单。此前，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在全社会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科技部组
织开展了 2018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荐活动，共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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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
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有关 30 个部门推荐的 244 部作
品（共计 688 册图书），经过形式审查和专家评议推荐，
共选出了 50 部优秀作品。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共有 185
个项目入选，其中有 35 个项目由出版社和高校共同申请。

11 月 15 日，第二届“华东九美”论坛在江西景德
镇召开。
11 月 16 日，Crysto（水晶）区块链生态旗下应用
指阅 Dapp 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签署了基于 DCI 体系的版
权登记、版权监测及版权维权的合作框架协议。此次签约，
代表了指阅想要推动数字内容产业变革的决心。
近期，各出版机构开始陆续召开年度选题会。为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立项 23 项高居榜首，其次为中国

聚集专家意见、聚拢作者资源，山东出版集团旗下多家

社会科学出版社，以 13 项位居第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出版社将年度选题会开到了北京。

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样表现不俗，立项均超过了
10 项。

11 月 17 日，2018 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童书”公布。
《我是你的隐形朋友》《儿童历史百科绘本》《一只特
立独行的猪》等 10 部作品从入围的 30 本图书中脱颖而出。

行业活动

11 月 18 日，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华书局、上

11 月 1-4 日，以“走进新时代，同圆阅读梦”为主

海书店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商务印

题的“第四届浙江全民阅读节暨 2018 宁波书展·宁波读

书馆涵芬楼书店协办的“书香致敬改革开放 40 年”读书

书节”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阅读节共举办论

写书教书主题讲座暨万燕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

坛讲座、展览展示、读者见面会、签售发布、互动推广
等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200 多场。
11 月 5 日，时值邹韬奋诞辰 123 周年纪念日，以“改
革开放 40 周年：出版人才之路”为主题的第 7 届韬奋出
版人才高端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

11 月 27 日，在中国编辑学会于广西南宁召开的第
19 届年会上，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颁奖仪式隆重
举行。

榜单报告

11 月 7-10 日，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简称“大学版

11 月 9 日，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了《2018

协”）2018 年年会暨第 31 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

年 1-9 月少儿图书零售市场分析》。数据显示，2018 年 1-9

（简称“年会”）在海口举行。全国大学出版社相聚于此，

月，少儿出版零售市场同比增长了 14.24%，少儿图书零

协会总结年度工作，并提出新一年的发展思路。
11 月 7 日，由《儿童文学》杂志社与绍兴市上虞区

售市场动销品种共 259048 种，其中，新书品种为 22545 种。
从少儿细分市场构成上来看，少儿文学类是少儿市场最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儿童文学》金近奖颁奖活动，

大的细分板块，占比 28.90%，同比增长 9.37%。占比 7.63%

在上虞区崧厦镇金近小学隆重举行。

的低幼启蒙和占比 24.78% 的卡通 / 漫画 / 绘本类是同比

11 月 9-11 日，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简称

增长最多的两类，分别增长了 22.60% 和 20.45%。从销

“CCBF”）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童书展期间，2018

售渠道上看，2018 年 1-9 月少儿图书零售市场网店所占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首届“中文原创 YA 文

码洋比重为 27.12%，同比增长了 27.81%；实体店的码洋

学奖”颁奖典礼等活动成功举办。

比重为 17.42%，出现了 12.52% 的负增长。

11 月 9 日，当当迎来 19 周年店庆。当当联合北京长

11 月 9 日，中国版本图书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

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行了央视知名主持人白岩

学研究院联合独家首次发布《大学出版图书选题结构分

松的直播，主题为“做时代的长跑者”。

析报告（2015-2017）》。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有出

11 月 11 日，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浙江文艺出版

版社 594 家，其中大学出版社占比约为 20%；大学出版

社主办的“回望 40 年”之 40 年儿童文学创作高峰论坛

社从业人员 1.5 万人左右，占全国图书出版从业人员将

暨“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库”出版工程启动仪式

近 25%；年度出版品种约占全国出版总品种的 30% 以上，

在上海举办。

其中新书占比 23% 左右；大学出版年度图书销售码洋 400

11 月 12 日，2018 年度“最美的书”评选揭晓。来

亿元左右，占全国图书出版社销售码洋将近 45%。

自全国各地 20 家出版社的 25 种图书荣膺本年度“最美
的书”称号，并将代表中国参加 2019 年度的“世界最美
的书”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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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出版商务周报》2018.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