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的江苏书展恰逢喜迎党

的二十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

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的重要

时刻，江苏省委、省政府对办好江苏

书展高度重视，江苏省委书记吴政

隆、省长许昆林审定办展方案，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和副省长马

欣担任组委会主任，各地党委政府和

社会各界对办好书展积极支持。本

届书展将突出“阅读新时代，喜迎二

十大”办展主题，坚持主分展场联动，

精心办好“喜迎二十大”出版专题展

和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第十二届江苏书展将于7月2日

至6日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和江苏省

分展场举办，主展场面积约 1.7 万平

方米，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线

上线下参展出版物品种达20万种，四川新华文轩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宾单位参展。152

个实体书店分展场和江苏书展APP、凤凰新华官

网线上分展场同步推进。书展期间，主展场将举

办线上线下各类阅读推广、行业交流活动 140 多

场，分展场线上线下各类阅读活动超千场。

四强化
突出办展主题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阅读的盛会，读者的节日”，是江苏书展自举

办以来一以贯之的总定位。近两年来，由于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为办展模式和办展内容创新方

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江苏书展要实现服务读

者、传递价值、引领方向的目标，需要增强书展的

读者吸引力、文化穿透力和品牌影响力。为了让

好书在茫茫的人海中迅速找到读者、让读者在琳

琅满目的书市中找到心仪的好书，本届书展注重

强化主题图书展示、主题阅读推广活动，着力营造

喜迎党的二十大的浓厚文化氛围。

据了解，今年书展与往届相比，在4方面作了

强化。

强化主题图书主题活动，营造喜迎党的二十

大的浓厚文化氛围。苏州主展场设“阅读新时

代 喜迎二十大”主题馆，集中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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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图书和中宣部推荐的“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主题图书；举办“书写新时代 献礼二十大”苏

版重点出版物集中展示及相关阅读推广活动、

“共读长江与运河”新华书房读书论坛、“喜迎二

十大 筑梦向未来”全省中小学生诵读大赛决赛、

“强国复兴有我”百场阅读推广等重点活动，同步

在江苏书展分展场设立“阅读新时代 喜迎二十

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百店联展。

强化“云办展”，以数字化赋能打造更加便捷

读者参与的智慧书展。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新

形势，进一步深耕线上分展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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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新华书店集团通过在凤凰新

华官网、江苏书展 APP 和淘宝、京东等第三方流

量平台发放购书现金券、优惠券等多种措施，做

响“江苏书展”线上品牌。举办“我们云上见”全

媒体直播活动，增设VR看展专区，让读者沉浸式

观展；制作多种视频和短视频产品，在“学习强

国”以及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传播，让不能到

场的读者“云逛展、云阅读、云购书、云互动”，提

高“云上江苏书展”的办展水平。

强化书香文化传播，以特色展览展示打造更

加具有文化内涵的品质书展。一是举办最美图

书展，主要展示江苏出版单位入选“世界最美的

书”和“中国最美的书”的图书以及现代特装图书

等100个左右品种图书。二是“为人民画像”展，

精选年度好书《为人民画像》中的37幅画作，以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为主线，以党的重大事

件为线索，以优秀画作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

成就。三是藏书票展，选品以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金凤凰奖获奖作品、知名

画家作品为主，共上百幅。四是“嘉

卉”图片展，以江苏科技出版社的最美

图书《嘉卉》的主要内容为主，给读者带

来自然和艺术的视觉享受。五是首届

江苏省出版物发行行业技能竞赛成果

展，主要向读者展示技能竞赛书花造型

的获奖作品。

强化惠民政策，促进出版物消费，

带动出版发行业销售增长。加大惠民

力度，凤凰新华书店集团在往年发放

3000 万元线上优惠券的基础上，今年

发放500万元线上现金红包；苏州市发

放60万元惠民助读券和 150 万元文化

消费补贴；部分地区将书展现场购书

纳入当地文化消费补贴、纳入图书馆

“你选书，我买单”活动等，鼓励读者

购 书 。 本 届 书 展 注 重 在 办“ 展 ”的 同 时 办 好

“会”，邀请专家学者、行业精英，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办“社会主义出版强国建设的目

标与路径：宏观与微观”主题论坛、第三届江苏青

年出版编辑人才论坛、苏版图书“走出去”专题研

讨会等重点活动。

四聚焦
以优质文化活动服务全民阅读

江苏书展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为行业服

务，坚持在文化功能和内涵上不断拓展和提升，

创新举办各类阅读文化活动。第十二届江苏书

展主展场将举办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140 多场，主

要聚焦四个方面。

聚焦奋进新时代，突出喜迎二十大。本次书

展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筹划专场献礼活

动8场，且均为书展的重点活动。包括：“阅读新

时代、喜迎二十大”出版专题展及相关阅读活动、

“书写新时代、献礼二十大”苏版重点出版物集中

展示、“喜迎二十大 筑梦向未来”全省中小学生

诵读大赛、“强国复兴有我”百场阅读推广活动汇

报展演等。

聚焦疫情防控，突出云端办展。鉴于当前省

内外的疫情防控形势，今年苏州主场活动将有所

压缩，分展场活动也相应减少。为弥补现场活动

数量的缺口，今年书展将强化网上阅读活动的数

量和质量，既开展直播也注重传播，在线上举办

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努力让读者不出门在云端

“逛”展。在前两年成功举办线上书展的基础上，

今年继续以5G赋能，让书展走上“云端”，组织开

展全媒体直播活动，连续5天，每天8小时直播书

展举办的各类阅读推广活动。直播中重点推送

“百名社长总编荐书”；增设VR看展专区，让读者

沉浸式观展；制作多种视频和短视频产品，在学

习强国以及抖音、小红书、B站等社交平台传播；

在江苏书展 APP 和凤凰新华网站设立网上分展

场进行在线直播，组织开展作家、社长、网红“线

上带货”活动。

聚焦阅读盛会，突出名家参展。本届书展邀

请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和形象正面的“网红”作

家举办多场线下和线上阅读推广活动，提升书展

人气和品质。温铁军、朱永新、陈晋、孙晓云、毕

飞宇、鲁敏、苏童、范小青、阿来、胡阿祥、薛冰、徐

风、徐则臣、叶弥、赵本夫、程章灿等作家将参与

相关活动。为突出青少年这一重点阅读群体，书

展还邀请了王一梅、韩青辰、祁智、徐玲、赵菱、丁

立梅等儿童文学作家参加各类面向“小读者”的

阅读推广活动。 （下转第18版）

2022年7月2日，由江苏省政府主办，中共江苏省委宣

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苏州市政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承办的、主题为“阅读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的第十二届江

苏书展将如约在苏州再次开启。这是今年全国范围内举

办的首个重要的书业文化盛会，具有标杆与引领意义。

2011年首届江苏书展在南京成功举办，经过多年的探

索，江苏书展的办展模式与理念实现了全面突破与提升，

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江苏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品牌和独有的办展模式，成为引领全民阅读的“文化闹

钟”、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文化嘉年华”，成为促进全民阅

读的一个重要平台，成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精神文

明、构建书香社会的一个重要载体，江苏人“读书明礼”的

书香气质日益浓郁，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注入了强大

精神力量。

增强江苏书展的读者吸引力、文化穿透力和品牌影响力

为新江苏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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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江苏书展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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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文 枫

第十二届江苏书展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主展场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将有

400 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四川新华

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宾

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参展出版物品种达

20 万种，涵盖图书品种 22 大类，参展图

书以上届书展后出版的新书、品牌出版

社图书为主，体现主题出版、求新求精

为主的原则。截至 6 月 17 日，已发运至

苏州的参展图书码洋超过 1100 万，品

种7万多种，26万多册。

办好江苏书展是江苏全省人民的

共同期待，为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牢

牢把握唱响主旋律，坚持总基调的办

展主线，全力做好展会的筹办工作，做

好主展馆的布局设计和装修，筹办好

主展场阅读推广营销活动等，确保将

本次书展办成一届人民满意、读者喜

爱、行业称赞的展会。

全力做好主题论坛与阅读推广活

动。目前，在书展现场举办的阅读推广

活动达 140 场，其中凤凰集团主办的各

类阅读推广活动、主题论坛活动 95 场。

书展期间将推出主题论坛、第三届江苏

青年出版编辑人才论坛、凤凰集团与新

华文轩文学“走出去”项目研讨会等重点

活动，推出张新科《江山》首发暨分享会、

家教家风读物《里下河的女儿》品读活

动、《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

故事》阅读分享会、孙晓云新书发布、凤

凰读书会“时间的河流”中国原创文学分

享会等阅读推广活动。由凤凰新华举办

的“强国复兴有我”百场主题读书活动、

“喜迎二十大 筑梦向未来”中小学生诵读

大赛，全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及

图书馆馆配活动等将同期举行。

完善线上线下分展场、馆配分展场

各项工作。江苏新华发行集团 86 家线

下分展场将做好统一宣传标识、宣传标

语、销售折扣、开展时间等前期准备工

作。每家分展场将组织 10 场以上有一

定规模的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并通

过开展多种营销促销活动，吸引读者广

泛参与。全省门店将开展电视屏矩阵

联展，同步播放第十二届江苏书展主分

展场活动信息。

书展主要线上展场有江苏书展平

台和凤凰新华平台，在 PC 端、APP 端、

小程序端页面设置江苏书展活动安排、荐书营销、书展优

惠、书展集锦等栏目；页面场馆设置同线下相呼应，设立主

题馆、江苏精品馆、亲子绘本馆、主宾馆、百家名社馆、为

人民画像展、藏书票展等；设立图书热卖榜单、领劵中心等

频道；应用轮播、图文、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开展线上

营销，推出百名社长、总编荐书等活动，全方位向全国读者

宣传展示第十二届江苏书展盛况。

升级营销，加大对读者的优惠力度，丰富优惠活动。

书展期间除特殊品类外，图书全场 8 折、线上线下同价。

线下主分展场，将精选部分高质量品种进行分区或分时优

惠。线上平台在全场图书 8 折基础上，由江苏新华发行集

团推出 3000 万元线上优惠券、投放 500 万元线上现金红

包。线上优惠包括店铺优惠劵、现金红包、拉新裂变奖励

等。通过活动叠加，读者可以得到更多优惠。凤凰出版集

团希望通过这些让利措施，切实普惠省内外购书读者，帮

助扩大江苏书展在促进全民阅读、进一步提升江苏书展社

会价值的作用。 （倪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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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主宾单位携2700余种图书、8场阅读推广活动亮相

新华文轩为江苏书展带去一抹蜀香 P18
152个线下分会展首拓镇村、2个线上分展场持续深耕

线上线下结合办展惠及更多江苏民众 P18
苏州210万元惠民券回馈观展市民

书香苏州馆展示“书香苏州”文化成果 P18
第五届淮海书展暨第十二届江苏书展徐州分展场开启

开设16个分展场 举办180余项阅读活动 P18

特别推介
译林出版社 P19
南京大学出版社、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20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P21

序号

1

2

3

4

5

6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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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江苏青年出版编辑

人才论坛

“我们云上见”全媒体直播

百名社长总编荐书

主要内容

7场活动主题分别是：“我们需要认真读懂中国”“阅读是终身之

事”“寻找丢失的太阳”“解读共同富裕：如何走通‘先富共富’之路”

“记住乡愁，记住童年”“农业4.0与乡村振兴”“阅读·深邃·厚重”。

以“共读长江与运河”为主题，邀请胡阿祥、徐则臣、晓庄、成

长春等嘉宾出席并演讲。

以“社会主义出版强国建设的目标与路径：宏观与微观”为主

题，邀请5位业内大咖嘉宾演讲。

以“编辑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邀请业内大咖作主旨

演讲，7名青年出版编辑人才代表交流发言。

书展5天期间，每天8小时，对书展精彩活动进行线上直播。

目前设置有“献礼二十大”“云逛展”“重头戏”“云会面”“开讲啦”

“大咖说”“云购书”“分展场”8个板块。

经精心遴选，106名来自全国各知名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借

助书展平台线上共推荐图书1179种。

江苏书展重点活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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