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2年10月18日 星期二 第2860期

本版编辑：张聪聪
E-mail：446459315@qq.com

排版：彭庆伟 艾琳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简称“国开出版传媒集

团”）拥有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国家开放大学音像出版社、

《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 3 家核心出版机构，以及国开童媒

（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5 家子公司，天津、西安、济南 3

家分公司。2022 年，是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成立 40 周年暨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成立20周年。经过几代国开出

版人的努力，从借用教育部三间办公室到拥有自己独立的

办公楼和物流基地，从借款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到截至2021

年底总资产达 10 亿元，从来自学校的几名职工到 430 人的

大家庭，从单一出版电大教材到涵盖继续教育、职业教育、

学术出版、考试培训、老年教育、少儿教育的终身教育出版

格局，国开出版传媒集团已发展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以远程

教育出版为特色的出版传媒集团。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

节点，我们采访了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冯立国，

随他一道深入了解国开出版传媒集团持续“进化”的非凡历

程，呈现出版业创新发展中的“国开”样本。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采访

访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冯立国

●1978年2月6日
邓小平批复《关于筹办电视大学的请
示报告》。

●1980年10月31日
教育部批复同意中央电大从1981年起
出版《电视大学》杂志。

●1982年10月15日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成立。

●1985年12月26日
原国家出版局同意《电视大学》自
1986年起更名为《中国电大教育》。

●1988年10月4日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音像教材出版社成立。

●1990年12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和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音像教材出版社两
社合一。

●1995年12月20日
中国电大教育杂志编辑部更名为中国
电大教育杂志社。

●1999年6月24日
原新闻出版署同意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

办的《中国电大教育》更名为《中国远程

教育》。

●2002年11月11日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出版集团组建。

●2005年11月28日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转制为全民所有

制企业。

●2009年5月31日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更名为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完成全民所有

制改制工作。

●2010年12月2日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音像出版社更名为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音像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2012年7月31日
国家开放大学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北京

举行。

●2015年10月2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英国伦敦参观福提斯

米尔中学，并向学校赠送中国文化及汉语学习类图书

及音像制品，音像社出版的中华文化类音像教材《博
览中国》（Journey Through China）列席其中。

●2017年12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更名为国家开放大
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国家开放大学音像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2018年1月16日
国家开放大学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
集团管理团队竞聘工作的通知》，集团进入实体化运
行的新时代。

●2021年7月29日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首个中国出版政府奖诞生。

●2021年10月12日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13种教材荣获首届全国
教材建设奖，其中《理工英语（1~4册）》等获得一等
奖，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获奖教材总数位列全国出

版社第5名、大学出版社第2名。

□一路走来，出版社和集团的发展经历了哪

些重要阶段？当下有着怎样的品牌定位？

■总结出版社和集团的发展，有三个时间点

比较关键。一是1982年10月15日，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国家开放大学开启自主

建设出版远程开放教育教材之路。二是2002年，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出版集团成立，拉开

出版社、音像社和杂志社三社整合的大幕。三是

2018年，集团正式更名为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

集团，实现了三社人财物和业务的实质性融合。

2018年至今的4年里，深度融合为集团发展带来

了显著变化。有几个数字能够直接展现这种变

化：与2017年相比，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114%，

出版码洋增长110%，集团资产总额突破10亿元。

40年来，我们紧跟学校定位，坚持“为终身学

习者提供知识服务”的使命。邓小平同志当时批

示成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为了做终身教

育，这是国家开放大学的使命。作为校办企业，

我们也紧紧围绕这个使命做出版。因此，“为终

身学习者提供知识服务”，就是我们的品牌定位。

□集团目前形成了怎样的业务架构？哪些

关键词能概括近十年的发展？

■目前，集团已经形成了六大业务板块。一

是开放教育（继续教育），服务学校主责主业。二

是职业教育，为职业教育课程和教材建设提供支

撑。三是考试培训，以考研产品为主。四是老年

教育，服务国家老年大学的建设，紧跟市场发展

趋势。五是少儿出版，为3~8岁孩子提供优质内

容。六是学术出版，通过图书、学术杂志、品牌活

动、学术交流平台等联动形成合力。

这几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在为开放大

学服务的基础上，我们服务的领域更宽了。与开

放大学的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模式密切相关，出

版社的成立主要是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教材和

其他资源服务。这几年，集团不局限于服务开放

大学体系，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基于社会

发展和市场需求探索新的业务板块。例如，以为

考生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学习服务为目标，集团

的考研产品在近年取得了较大发展，在考研公共

基础课的教辅图书开发和课程开发上，迈出了关

键步伐。

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关

键词来概括：一是党建引领。集团作为校办企

业，在党建和业务的融合方面，取得了一些创新

成果。二是改革创新。根据政策指引和市场需

求的变化，针对如何产生新的增长点，如何为终

身学习者贡献更多价值，集团一直在调整创新。

三是服务开放大学。这几年，国家对于终身教育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

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

教育体系”。这些都为开放大学的业务拓展提供

了很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市场空间。服务学校

主责主业、服务终身学习者，是出版集团能够取

得发展的根基。

这三点也是我对于出版社40年能够不断发

展的经验总结。例如，改革创新方面，我翻过一

些历史资料，出版社做了很多走在行业前列的探

索。早期依靠新华书店系统做发行时，出版社便

率先探索直接进行物流配送模式。在数字出版

概念提出前，出版社和音像社就已合作进行一些

尝试。针对不方便联网的特定学生群体，我们还

开发了预装课程的定制PAD，通过融媒体数字教

材形式，为部队士兵等特定学生群体提供便捷的

学习服务。

服务领域拓宽服务领域拓宽：：从服务开放教育到服务社会大众从服务开放教育到服务社会大众 □在强化品牌特色、提升市场竞争力方面，集团还有

哪些亟待突破的地方？

■终身教育涵盖的范围很广，我们的探索实践还有很大

空间，要向更深层次迈进、向更高质量发展。一是需提高创

新能力。这既是改善生产经营、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

段，也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二是需提升数字

化能力。数字化是转型升级的关键点。数字化可以帮助集

团实现业态融合、精准营销，建立规范、便捷、高效的业务流

程。三是需增强市场意识，树立品牌，提升产品力。提升面

向市场开拓业务的意识，提升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的能力。

□“十四五”时期有何重点发展方向？

■坚持“一条主线”：让学习更加有效。要把这一理念

愿景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个工作岗位、每个学习产

品上，需要我们在内部形成相对固定但又不断更新迭代的

工具，把这些经验形成模式，化为内在竞争力。

搭好两个平台：学术平台和数字出版平台。搭好学术

平台是要强学术，打造终身教育、在线教育领域的研究传

播高地。为终身教育发展和开放大学建设提供学术支持，

为前沿研究与实践提供学术服务，发挥期刊与学术出版的

引领作用，打造综合性学术活动品牌，形成终身教育的高

水平研究传播平台。搭好数字出版平台是要更好地利用

最新信息技术，探索数字出版与在线学习相结合的新型数

字出版之路，实现基于信息技术的知识服务体系。

立稳三根支柱：开放教育、职业教育、考试培训。开放

教育板块提质创优。要做引领，坚守开放教育和继续教育

领域的教材和视频资源开发的行业龙头地位。职业教育

板块做大做强。要紧跟其发展趋势，坚持深耕；要和开放

教育产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考试培训板块做优做久。

以打造精品考试培训品牌为重点，促进考研培训板块的多

元化、均衡化，既要与名师共赢、与作者（讲师）共成长，又要做响集

团考研培训品牌，形成在市场上长远立足的机制和能力。

激活X因素：“一老一小”。老年教育和少儿出版，就是集团当

下的X因素。职业篮球联盟中在争夺总冠军时，一定会有角色球员

在某些特定场合或者特定几秒钟贡献关键性得分，这就是X因素。

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寻找好的

市场空间和机遇，找到匹配的商业运作模式，培育助力集团发展的

关键X因素。

集团今天的发展成果，凝聚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看过一些

资料，也听老同志们描述过出版社的成长过程。出版社成立时，从学

校调过来几个人、从教育部借了几间房子开展业务。如今，我们有了

自己固定的办公场地、物流基地，每年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员工总数

达430人。作为在职员工，我们要接好接力棒，向着更深层次做强做

大的方向努力，在为终身学习者提供知识服务的领域做得越来越好。

“十四五”期间，我把集团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六个一”的企业：

一个有责任的校办企业、一个有情怀的教育企业、一个风清气正的

文化企业、一个能自创内容的实干型企业、一个充满活力的融合型

企业、一个保持进化的学习型企业。希望也相信“十四五”总结时，

这“六个一”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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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加速融合发展加速：：从提供产品到解决问题从提供产品到解决问题、、满足需求满足需求

□依托基因优势，集团在融合发展方面有

何策略？能否总结下经验？

■当下，出版行业共同面临的困惑是，数字

出版不得不做，但是真正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

景在哪里？各出版机构都在探索和尝试。我也

接触了很多互联网教育机构，分析思考后的结

论是，我们要做的是回归出版集团的使命——

为终身学习者提供知识服务。

从人类知识发展的历程来看，从结绳记事、

甲骨文的发明、竹简的运用，到纸张和印刷术的

产生，都是通过一种媒介形式记载、呈现知识内

容，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传承知识与文明。因此，

出版社尝试做知识服务，是具有先天优势和自己

特长的。我们要借鉴和吸收一些互联网行业的

玩法和经验，不断跨界创新，“跳出去”打破壁

垒。国开出版传媒集团为开放大学体系师生提

供课程和资源服务这一主责主业，使集团自然带

有了与互联网结合的先天优势。学习的概念很

宽泛，并不局限于在校园内的学习或有组织的学

习行为。基于此，我们的目标是，让学习者想学

习时，可以在国开出版传媒集团找到想要的图书

或者课程。或者说，通过我们不同媒体形式的学

习产品，让学习者能够学到知识、掌握技能，实现

学习目标。以老年教育产品为例，我们在探索时，

没有局限于做一本教材或做一门课程，而是从解

决问题的角度布局产品。全国有7万多所老年大

学（学校），课程开课后报名火热。老年学习市场

需求广阔，社交是老年学习的需求之一。因此，我

们找到游戏化学习产品这一切入点，让其成为学

习工具和社交工具，帮助老年人不断丰富生活、陶

冶情操，摆脱心理孤独、增强社会存在感。

集团这两年在机制建设上也进行了一些探

索。例如，我们内部鼓励“二次创业”，允许大家

去试错。同时，建立项目组机制，对有探索价值

的项目给予相应投入支持，牵引创新发展。此

外，在与新媒体的融合方面，集团以少儿出版为

主阵地，对私域流量运营、短视频直播带货等形

式积极尝试，并通过众筹等方式进行了新的运营

模式探索。例如，我们近日上线的《2023乐高周

历》众筹项目，实现众筹金额近110万元。新媒体

为出版社的渠道构建带来新路子，我们也在探索

中寻找契合的产品和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您希望，读者看到集团的品牌，脑海里形

成怎样的标签？

■我最想让大家记住的标签，是我们的企

业愿景——“让学习更有效”。作为教育出版机

构，我们 40 年来一直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资源的

设计开发。开放大学的学习模式是以基于学习

资源的自主学习为主，在线教师辅导和面授课

为辅。因此，我们必须要让各种媒介的学习资

源对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有帮助，要“让学习更有

效”，我们的学习资源建设始终以学生能够自主

完成学习任务为目标。这一愿景不仅体现在服

务开放大学的学习产品中，也体现在集团的各

业务板块。例如，我们的考研产品，加入二维码

链接专家讲授视频等助学资源，并单独开发了

APP，以使考生实现最优的学习效果。我们一直

强调，图书编辑不单纯是文字编辑或策划编辑，

更是教学设计师、学习设计师。作为集团的发展

目标和愿景，我们会将这个理念持续传承下去。

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出版社和出版集团的一

个显著标志。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成立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成立 4040 周年暨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成立周年暨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成立 2020 周年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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