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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6日，为期5天的第12届江苏书展在苏州举行。本届书展以“阅读新时

代 喜迎二十大”为主题，以“阅读的盛会 读者的节日”为总定位，组织优秀出版物展示

展销、重点阅读推广活动、行业交流论坛、重要信息发布等，主展场设在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设立152个实体书店分展场和江苏书展APP、凤凰新华官网2个线上分展场。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中共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曹路

宝，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马欣，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出席开幕式，并与青少年

读者共同启动第12届江苏书展。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董伊薇，江苏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建，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庆文分别致辞，江苏省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局长梁勇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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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全民阅读年度报告（2021）》发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5日，《江苏全民阅读年度报告（2021）》在江苏书展主展场发布。

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韩松林，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副局长、江苏省全民阅读办副

主任、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李贞强等出席发布会。

据了解，编撰出版《江苏全民阅读年度报告》旨在总结工作、审视进展、加强研究、推动发展，

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为社会各方提供参与指引，为高端智库提供研究资料，为加快建设

“书香江苏”和文化强省、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贡献。

《江苏全民阅读年度报告（2021）》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总报告，从宏观上展现 2021

年度江苏全民阅读总体情况；第二部分重大活动报告，对第17届江苏读书节、第11届江苏书

展、首届“江苏青少年阅读季”活动等进行综述，重点展示阅读引领示范活动的做法和成果；第

三部分设区市年度报告，介绍江苏省13个设区市的全民阅读工作情况，呈现江苏省城乡全民

阅读的年度面貌。附编收录江苏省全民阅读推广的重要文件、荣誉奖励等，为江苏全民阅读推

广留下资料。

发布会上，韩松林、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祁林分别致辞，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张志强作题为“理论研究之于全民阅读”的学术分享。 （文 枫）

7月6日，随着最后一批读者离开苏州

国际博览中心，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

局、苏州市人民政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等承办的第12届江苏书展主会场圆

满落幕。南京世界文学之都主题书展、徐

州淮海书展等江苏各地的152个江苏书展

分展场、2个线上分展场同步闭幕。

本届江苏书展主分展场实现销售15536

万元，同比增加6273万元，增幅67.7%。其

中，苏州主展场现场零售627万元，江苏省内

实体书店分展场4655万元，线上分展场6338

万元，馆配、团购等3916万元。

这是苏州第7次承办，自2017年以来

连续 6 年承办江苏书展。江苏书展也是

2020 年突发疫情以来，连续 3 年在每年 7

月如期举办的大型行业盛会，今年更是首

个成功举办的全国性大型书展，影响深

远、意义重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江

苏书展主办方，各承办单位、书展组委会

通力合作、高效运作、全面备展，确保疫情

防控与安全办展“两不误”，实现了江苏书

展高效、成功、顺利举行，交出了一份人民

满意、读者喜爱、行业称赞的大型书业展

会，有力推进了江苏全民阅读进程，为新

江苏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书展主题聚焦热点
精选好书、专业展陈回馈读者

围绕“阅读的盛会，读者的节日”的总

定位，江苏书展2019年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主线，设置新时代主题出版馆等

14 个馆区，展示推介精品出版物 10 万余

种。2020年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任务，设

置新时代主题馆等13个馆区，展销8万多

种优秀出版物。2021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以“书

香致敬百年路 阅读追梦新征程”为主题，设

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出版

物馆等馆区，展示8万多种优秀出版物。今

年以“阅读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为主题，设

置“阅读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主题馆等馆

区，展示8万多种优秀出版物，特别推出“最

美图书”展区、“为人民画像”展区、“《嘉卉》

植物科学艺术”展区、凤凰“藏书票”展区、

首届江苏出版物发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成果展区和“历史的脉动——百年江苏纪

实影像艺术展巡展”展区。

本届江苏书展推出的“阅读新时代 喜

迎二十大”主题馆，精选主题图书500多种、

1.6万余册，分两大板块陈列。“新时代 新经

典”板块集中展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图书，包括习近平

总书记著作，近期出版发行的《让群众过上

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闽山闽水物

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干在实处 勇立

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当好改革开放

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四部系统

记述习近平同志地方工作经历的图书，以

及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点图书等。“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

时代”板块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宣部出版局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活动

推荐图书，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推出的“书

写新时代 献礼二十

大”苏版主题重点

出版物，以及反映

现代科学技术、生

态文明、文化建设、

乡村振兴、“一带一

路”等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方面的

优秀图书等。

书展组委会还

创新推出了与“书”

相关的 5 个专业展

陈。“最美图书”展

区展示江苏出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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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图书。“为人民画像”展

区精选年度好书《为人民画像》中的37幅画

作，以优秀画作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

成就。“凤凰藏书票”展区以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金凤凰奖获奖作品、知名画家作品为

主，共上百幅。“《嘉卉》植物科学艺术”展区

以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最美图书《嘉卉》

为主要内容，给读者带来自然和艺术的视

觉享受。“首届江苏省出版物发行行业技能

竞赛成果展”向读者展示技能竞赛书花造

型的获奖作品。“历史的脉动——百年江苏

纪实影像艺术展巡展”精选《新华日报》近

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深摄影记者所拍摄影作

品等，呈现百年来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

线上线下全面发力
线上分场展销售同比增237.3%

2017 年江苏书展主分展场实现销售

5546万元，其中主展场零售208万元，实体

书店销售 1771 万元，网上销售 574 万元。

2020年江苏书展主分展场实现销售 7833

万元，其中主展场零售 426 万元，实体书

店分展场销售额 2562 万元，线上分展场

销售额1126万元。2021年江苏书展主分

展场实现销售 9263 万元，其中主展场零

售539万元，实体书店分展场销售3125万

元，线上分展场销售 1879 万元。2022 年

江苏书展主分展场总销售15536 万元，其

中主展场零售627万元，实体书店分展场

4655 万元，线上分展场 6338 万元。从

2017 年至今，江苏书展主展场零售，实体

书店分展场、线上分展场销售逐年递增，

其中线上分展场销售由 2017 年的 574 万

元，猛增至 2022 年的 6338 万元，5 年增长

超10倍。

从 2019 年江苏凤凰新华网设立线上

分展场；到2020年“江苏书展APP”和凤凰

新华官网线上分展场展示展销近20万种

图书，在线销售2万多种文创文教用品；到

2021年推出江苏书展APP”和凤凰新华官

网线上分展场，开展“我们云上见”5×8小

时大型全媒体不间断直播活动；再到今年

凤凰新华书店在往年发放3000 万元线上

优惠券的基础上，再发放500万元线上现

金红包，组委会推出“百家优秀出版社社

长总编云荐书”、“我们云上见”5x8小时大

型全媒体不间断直播活动，实现“云逛展、

云阅读、云购书、云互动”，江苏书展对于

线上营销的关注、推广力度越来越大，推

出的优惠越来越多，取得的成效越来越

好，利用线上平台为不能来主展场的读者

提供服务，更加与时俱进，更能符合读者

需求，进一步提升了江苏书展的知名度与

影响力。

今年首场大型书展圆满闭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文枫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在第12届江

苏书展期间，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主宾单位参展，精选2700余种

图书，举办多场阅读推广活动，以展示

“振兴四川出版”成果，全面体现新华文

轩打造精品图书，加快转型升级，不断创

新发展等方面的举措与成果。

主题图书以小见大，深挖四川元

素。7 月 2 日，《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

白·柯鲁克的故事》阅读分享会亮相江苏

书展。活动由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天地出版社承办，四川出版发展公益基

金会协办。《我用一生爱中国》以伊莎白

的百年人生故事再现了近现代中国的发

展历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形

象，传播了和平美好的中国声音，是讲好

中国故事的生动范例。新华文轩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陈大利表示，《我

用一生爱中国》是天地出版社今年推出

的一部讴歌新时代、献礼二十大的主题

出版精品力作，选题源于天地出版社从

鲜活、生动的地方故事中寻找和开掘的

重大主题，是从以小见大四川元素中挖

掘的精彩可信的中国故事。截至目前，

该书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的新书首发

式、新书研讨会等多场有全国影响力的

活动先后举办，签订10个语种的版权输

出协议，并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推出了

有声书，携手“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推

出电子书等融合出版项目。

线上线下联动，与凤凰传媒共话文

学“走出去”路径。7月2日，凤凰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新华文轩共同举

办书展重点活动“与世界一起阅读中国

文学——凤凰传媒与新华文轩‘文学走

出去’研讨会”。政府主管部门、出版业

相关负责人、著名作家等约 60 人通过

“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会。为更好展示

新华文轩文学“走出去”成果，现场集中

陈列四川文艺出版社《瞻对》（德文版）、

《奇葩奇葩处处哀》（韩文版）、《三寸金

莲》（韩文版）、《雷锋》（英文版）、《吉狄

马加的诗》（土耳其文版），天地出版社

《美丽塞罕坝》（英文版）、《高腔》（阿拉

伯文版）、《中国文学史》（韩文版），四川

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学大师课》（英文及

俄文版），以及近期重点面向海外推介

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

故事》《川乡传》《黄金团》等作品。陈大

利介绍了自“振兴四川出版”以来新华

文轩“走出去”的工作成果，尤其是重点

川版文学作品的输出情况。他表示，凤

凰传媒是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领先者，

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新华文轩学习，希

望双方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加强对大运

河、三星堆等本地特色文化资源的开

发，在项目联合申报、海外书展等方面

更多协同。

同时，7月2日，四川人民出版社携新

书《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亮相江苏书展。《世

说新语别裁详解》以人物为单位，把某一人

物在《世说新语》中的故事打捞出来，串起

来，帮助读者对这一人物形成整体印象。

通过书中的释读和编选者言，对历史人物

有所评议，借此从魏晋人物的活法和行为

方式中，得到某种教训或经验。 （四 又）

新华文轩多场活动传递价值助力江苏书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3日，由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何建明海归题材

新作《万鸟归巢》在江苏书展首发。江苏省文

联主席章剑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苏州工业园区宣传与统战部负

责同志参会。《万鸟归巢》聚焦苏州工业园区，

致力于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大力发展先进

制造业，为中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建设作出贡献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7月2日，作家张新科携由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推出的长篇新作《江山》亮相江苏书展首

发。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副总经理耿建兵、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范红升参加活动。该

书诠释了“为人民打江山，让丹心绽芳华”的革命

主题，讲述了苏北宿迁青年郑春祥投身革命、参

加新四军，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的故事。

7月2日，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作家叶弥长篇新作《不老》在江苏书展首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胡建斌参加活动。

该书讲述了1970年代末，女青年孔燕妮在等

待男友张风毅出狱前的25天里，与“调研员”

俞华南谈了一场只有19天的恋爱。19天之

后，张风毅出狱，俞华南回到北京，孔燕妮去

白鹭村开创新事业的故事。

又讯 7月3日，“听馆长讲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分享会在江苏书展苏州主展场举行，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邀请《大运河的故事》副主

编、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带领观

众一起阅读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运河故事和

运河文化。 （文 枫）

江苏文艺社3种重磅新书现场首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2日，由江苏

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的《中国少年》新书

分享会亮相江苏书展主展场，引起了现场观

众热烈反响。儿童文学作家、全国“五个一工

程”奖得主韩青辰，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副总编辑陈文瑛参加活动。长篇小说《中国

少年》于今年5月上市，已热销近4万册。该

书聚焦新安旅行团的光辉精神在当代校园的

传承，采用双线结构、儿童视角，从新安小学

排演的一部关于新安旅行团的话剧切入，在

探访、学习和交往上展开精彩的成长故事。

7月3日，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举

办、两届年度“中国好书”获奖作家赵菱主讲

的“书写新时代孩子的故事——赵菱作品阅

读分享会”活动在江苏书展主展场举行。赵

菱分享了阅读和创作故事，讲述了创作2020

年度“中国好书”《乘风破浪的男孩》的心

得。该书是一部当代儿童成长小说，通过男

孩秦海心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奋

勇争先、永不言败的精神底色，反映出中国军

人的无私奉献、默默牺牲和为国坚守。小说

塑造了一组栩栩如生的新时代海军军娃群像

和海军群像，是一部讴歌英雄，讴歌新时代的

力作。 （文 枫）

苏少社两场活动借江苏书展推介好书

● 现 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4日，在第12

届江苏书展主会场的江苏精品馆活动区，连

续三天举办的“强国复兴有我”百场阅读推广

活动汇报展演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江苏省委

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长曹阳、江苏省南京图

书馆馆长陈军、江苏省南京图书馆副馆长许

建业、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秦俊俊、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耿建兵等，分别为16名优秀阅读推

广人颁发了“‘强国复兴有我’江苏优秀阅读

推广人”荣誉证书和纪念奖品。

“强国复兴有我”百场阅读推广活动是江

苏新华围绕优质主题出版物，组织江苏各地

优秀主讲人讲好党和国家奋斗发展史中的伟

大故事、讲好基层党员和群众报效祖国、奉献

追梦的精彩故事。经过2个月的筹备和1个

多月的招募，江苏全省百余名社会各界人士

作为宣讲人参与活动。 （肖 颖）

16名优秀阅读推广人亮相江苏书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2日，由

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承办的第3届江苏青年出版编辑人才

论坛在苏州举行，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局长

梁勇出席论坛。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副局长

李贞强在致辞中表示，江苏青年出版编辑

人才论坛已连办3届，成为江苏省青年出

版编辑人才学习交流、共话发展的重要平

台。今年主题为“编辑与出版业高质量发

展”，希望广大青年编辑不忘初心，以精品

生产为动力，锐意创新，用心用情打造在

全国有影响、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备的

优秀出版物，推动全民阅读，助力新时代

书香江苏建设再攀新高峰。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出版社、江苏

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

版社、江苏译林出版社、《江海学刊》、中

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药物》的7名青年

出版编辑围绕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

心主任王文军围绕“期刊高质量发展”发表

主旨演讲。他表示，期刊的高质量发展要

为全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知识支撑，发

挥创新引领作用，要在新发展格局下提升

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服务全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和水平，担当好学术期刊的使命。

对“图书高质量发展”话题，中南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双平在主旨演

讲中表示，要推出更多启迪思想、温润心

灵、群众欢迎的优秀图书，不断增强人民

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要强化精品意识，

提高原创能力，培育发展新型出版业态，

着力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好书力作。

江苏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干部

处处长顾建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孙真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副总经理、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苏州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

局）局长黄锡等120余人参会。 （文 枫）

第三届江苏青年出版编辑人才论坛举行

第12届江苏书展主展场“阅读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主题出版物馆设立主题展台

陈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等主题出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