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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通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通

知》（下文简称《通知》），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列入学习计划，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的工作举措和实际成效。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纳入培训教学重要内

容，各高等学校要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教材，各级党委讲师团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

心、“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要创新开展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宣传，不断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

马克思主义学风，结合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高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更好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下去，凝聚起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新华社）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焦 翊关键词 新华书店 图书发行 专项方案

7 月 2 日，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由外文出版

社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作为党的宣传主阵地、图书发行主

渠道，新华书店坚定不移地把政治理论

读物发行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和使命所

在。为做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发行工作，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全国

各地新华书店门店、网店同步线上线下

首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与

此同时，多渠道开展宣传推广——新华

书店网上商城第一时间上线《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专题推广页面，联动

旗下新媒体矩阵账号同步宣传推广；全

国各地新华书店及时在店内显著位置

陈列展示，并做好宣传、推广、征订。中

国新华书店协会近期公布，《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发行首日征订数逾百

万册。

举办首发式，线下设立专区专架。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在全国多

个地区新华书店举办首发式，如北京图

书大厦、上海书城九六广场店、河北东

华书店、山东书城、天津图书大厦、湖北

省外文书店、甘肃西北书城、重庆书城、

福州鳌峰坊书城、安徽图书城店、成都

购书中心、广州四阅书店·东湖店、杭州

庆春路购书中心等。同时，为做好该书

的宣传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在门店

“首要位置”设立主题展台，以精巧的图

书造型，吸引进店读者关注，并充分利

用店内电子屏发布信息，制作宣传海

报、条幅等，形成宣传阵势。

制定专项方案，成立发行小组。为

更科学、高效和系统地做好《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发行工作，以新华文

轩为代表的部分发行集团制定了专项

宣传发行方案，并成立领导挂帅的发行

工作小组。在发行工作准备期，安徽新

华成立发行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出版部

门和物流部门，全力保障这一重要发行

工作。广东新华及广东各市县新华书

店成立发行专班，强化责任担当，发挥

两级工作机构联动效应，明确全省发行

目标，细化工作责任，制定多项措施，全

力统筹、协调推进发行征订工作。河北

新华制定相关发行工作方案，科学有序

开展网格化征订服务。甘肃新华将发

行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成立发行工作领

导小组。一些地市新华书店积极行动，

如河南三门峡市新华书店召开图书征

订发行工作会，制定工作方案。黑龙江

新华各地市店组建了宣传配送队伍，分

组分片区地开展图书宣传推广。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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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空了，还没等董宇辉正式

介绍，就把社里现有的库存全清

了。”电子工业出版社少儿出版中

心副主任温婷介绍说，《DK地球

大百科》在“东方甄选”直播当天，

只挂了链接，就卖了 5000 多册。

她判断，如果库存更多，相信销量

会更多。当晚，电子工业社和“东

方甄选”团队沟通，决定再备货2

万册。据温婷介绍，“DK”系列印

刷周期相对长，出版社和印厂反

复沟通，缩短加印时间，要求尽量

在20天内完成补货。

此外，电子工业社在“东方甄

选”打包上架的一套书——《儿童

版世界简史》与《儿童版中国简

史》6月销量达14万套，后期备货

也在加紧印制中，会陆续到库。

温婷说：“销售结果确实超出社里

的预期，后面我们会加紧与‘东方

甄选’沟通，尽量为直播间提供充

足的库存保证。”

卖空，加印，紧急加印，保备

货……类似的经历，多家与“东方

甄选”合作过的出版机构都曾有

过。6 月 17 日，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

“东方甄选”直播间短暂上架，因

为库存不够，很快就卖空了。据

该书责编陈佳妮介绍，主播只是

提了几句，就售出了近 7000 册。

社里紧急加印了 6 万册，7 月 1

日，正式上架。7月4日，《查拉图

斯特拉如是说》在“东方甄选”的

商品页面显示“已售3.3万”。

“‘东方甄选’爆火后，直播间

需求量很大，销量超出预期。”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玲玲记得，《活着》（2022版）6月16日上

播，6万册很快售罄。事实上，《活着》《平凡的世界》

《月亮与六便士》等畅销书平时备货量就大，出现断货

实属意料之外。在后续直播中，《活着》的销量继续保

持稳定增长，10天累计售出12.1万册。

“这次直播带货远超我们预期，非常意外！”北京

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新媒体销售总经理刘军

说，公司和许多头部达人都合作过，像《许渊冲：美得

窒息的唐诗宋词诗经》这类大众类图书，顶流KOL一

场直播能售出5000套就算“销量可观”，而在“东方甄

选”当天就卖了超过1万套。开播一段时间后，该书

售出 11.5 万套，库存清空，购买界面显示“预售中”。

刘军紧急对接印厂加印，原本10天的印刷周期压缩

到6天，加上其他渠道的铺货，《许渊冲：美得窒息的

唐诗宋词诗经》前后加印了30万套。补货后，这套书

在“东方甄选”重新上架，不到一周时间，又售出了5

万套，目前，该书累计销量17.7万套。

6 月 22 日晚，时代华语总裁冉子健发了一条朋

友圈，库房里，100 多人穿着统一制服，连夜抢发订

单。这条朋友圈的配文有这样一句话：“如此盛况，又

喜又忧。”“喜”很好理解，“忧”从何来？冉子健告诉记

者：“短时间承接这么大的量，对印制、快递发货都是

一种考验。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备那么大量的纸，印厂

也不可能快速印完。”新媒体销售改变了发货模式，过

去是把“大件”发给代理客户，现在直接面对读者，“17

万套可不是小数字”。

华文出版社发行部副主任陈杰表示，与“东方甄

选”合作达到预期，此前和渠道谈好加印1万套，同时

也“超出预期”，因为主播推荐10分钟，销量即破万套。

从选品到上架

读客文化营销编辑王敏回忆说，很早以前就和

“东方甄选”建立了联系，彼时该账号的粉丝量刚到1

万。有同事认为主播讲解认真，看重选品质量，于是

主动联系对方，推荐了不少读客的“王牌产品”，也由

此成为“东方甄选”第一批合作供应商。

（下转第3版）

●政经提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为推

进《“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

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实施工作，

促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国家新闻出版

署决定开展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项目增补和调整工作，并发布相关通知

（下文称作《通知》），对已列入规划项目

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通知》明确，增补范围为《“十四

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

版物出版专项规划》的 11 个子规划。

其中，古籍出版规划、辞书出版规划增

补和调整项目分别纳入国家古籍工作

规划、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进行专

项管理。

《通知》要求，增补项目要规划合

理、可行性强，做到人员（项目负责人、

责任编辑、作者或主创人员）、资金、时

间“三落实”，确保出版安排有序。各出

版单位申报增补项目限5种以内（具体

按申报系统设定额度填报，多卷本丛

书、套书按 1 个品种计算）。根据民文

出版项目库建设需要，专业民文出版单

位可再申报15种民族语言文字项目（项

目申报与民文出版项目库建设相衔

接）。纸质材料于2022年8月20日前寄

送至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3号A座

1楼信息中心（邮编：100054）。（尧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工作

的决策部署，推进版权强国建设，在版

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等环节树立

先进典型，近日，国家版权局联合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举办2022年中国版

权金奖评选表彰活动，为此发布相关提

名推荐通知（下文称作《通知》）。

《通知》指出，中国版权金奖设作品

奖、推广运用奖、保护奖和管理奖等4类

奖项，共 20 个获奖名额，其中作品奖 6

个、推广运用奖5个、保护奖5个、管理

奖4个。各地区和有关单位在本辖区或

相关领域内，推荐符合评选标准的作

品、单位或个人。每类奖项可提名2个

候选对象。

《通知》明确，国家版权局成立中

国版权金奖评选委员会，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评审有关推荐材料，提

出拟获奖名单向社会公示，并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择期共同举办颁奖仪

式，颁发奖牌和证书。推荐单位须将

《2022年中国版权金奖提名推荐表》电

子版于 9 月 15 日前发送至国家版权局

指定邮箱，并将纸质版提名推荐表、推

荐材料和作品样本（一式两份）寄送国

家版权局。

中国版权金奖由国家版权局和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设立于2008

年，每两年评选一次，是中国版权领域

最高奖项，也是中国版权领域唯一的国

际奖项。 （聂慧超）

●主题出版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增补项目通知

2022年中国版权金奖评选表彰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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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官微
中国出版传媒
商报官网编辑：聂慧超 排版：彭庆伟

共同富裕的内涵、目标与政策举措 P2

提高小红书“种草”率 这两招必不可少 P6

2022年最值得推荐的50种童书 P9~P10

6月书单：世事多变幻，唯读书静心 P13~P15

本期16版

广州四阅书店·
东湖店

石家庄
东华书店

上海外文书店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习近平在上海
中国共产党简史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百年大党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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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改革开放简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

版别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年2月
2021年2月
2021年2月
2022年5月
2021年2月
2021年8月
2021年2月
2021年8月
2021年8月
2022年6月

定价（元）
72.00
42.00
26.00
26.80
16.00
30.00
29.00
32.00
38.00
50.00

2022年6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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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半月）

榜单快评 本期榜单凸显图书零售市场一热象，即品牌套系书往往多品种携手共
同热销，同踞细分市场头部席位：“米小圈”少儿品牌系列，分别有“米小圈上学记”“米小
圈脑筋急转弯”“米小圈漫画成语”3个套系6个品种25册书，入列童书市场TOP20；漫画
历史系列“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分别有“宋辽金夏篇”“五代十国篇”“盛世大唐篇”“隋唐
风云篇”4个品种，入列文教书市场TOP20；“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分别有《三体1》《三体2
黑暗森林》《三体 3 死神永生》和“三体”（全 3 册）4 个品种 6 册书，入列文艺书市场
TOP20；彰显了品牌套系书的市场效应。

（下转第7版）

北京图书大厦

新华书店：
竞相搭建主题展台 营造浓郁学习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