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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新阅读时代”
“风向标”，一年一度的北京
图书订货会开幕，点燃了寒
冬里人们对书籍、对知识的
渴求与期待。新书好书集
中亮相，哪些书最畅销？虚
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层出不穷，
“ 书”的样貌发生
了哪些改变？进入“新阅读
时代”，买书、看书是否更便
捷？
走过 31 年的出版盛会，
紧扣时代脉搏，瞄准发展趋
势，将带给人们怎样的“新
鲜感”
？

□新华社发 大巢制图

反映新需求 >>
主题出版和少儿图书火爆
在本届图书订货会专门设立了“十八
大以来优秀政治读物·十九大图书文献”
展
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二卷、
《习近平讲故事》
《领航
——从一大到十九大》
《重读毛泽东》、
“四
伟人传”
等主题出版物，
吸引了众多目光。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告诉记者，人
民出版社已出版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
读物 18 种，发行量已经超过 1.2 亿册，创主
题出版发行量历史新高，各地都有大量读
者自发购买，反映出当下社会各界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了解的旺盛需求。
童书馆是本届图书订货会最具人气
的场馆之一，琳琅满目的最新童书、立体
有趣的少儿绘本，吸引了大批前来洽谈采
购的经销商。据统计，目前童书约占图书
销售总量的四分之一，是市场增长的主要
推动力。
“近年来，中国原创少儿图书积累了
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各出版机构也越来
越重视中国本土、本民族的原创少儿图书
的选题开发。”当当副总裁陈立均向记者
透露，当当童书 2017 年实现 60%的高速增
长，总销量达 4.1 亿册，其中国内原创作品
占 1/3，中国本土原创少儿图书呈蓬勃发
展态势并预计在 2018 年继续保持热度。
今年图书订货会上，接力出版社推出
了原创图画书《驯鹿人的孩子》，天天出版

玩转新技术 >>
人工智能引领
“听书时代”
移动互联时代，新技术不断发展，跨
界，也深深影响着图书出版领域。北京开
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艳平认为，
信息爆炸、认知盈余、人工智能，重塑着公
众的认知及学习的方式，让出版领域在内
容、传播和服务方面开拓出新的可能性。
订货会上，扫二维码即可“观看”的视
频书已不再小众。不喜欢或不方便“看”
书？那还可以选择“听”书——据业内预
测，2018 年国内听书市场将以更快的增长
速度持续增至 44.3 亿元人民币，听书时代
已经到来。

喜马拉雅 FM 副总裁姜峰介绍，
“喜马
拉雅”拥有近 4.5 亿激活用户、人均收听的
时长 128 分钟。
“内容产业已经从单向或多
向的传播，
全面进入智能交互传播时代。”
当当云阅读平台最新推出情感型人
工智能“微软小冰”录制的听书，语音清晰
自然，还会用恰当语气扮演故事中的角
色，注意发音的抑扬顿挫和轻重缓急，并
根据故事的风格配上相应的音乐。
据介绍，
“ 小冰”朗读的《安徒生童话
选》
《木偶奇遇记》
《王尔德童话》
《绿野仙
踪》等故事已入驻当当听书频道。上线仅
半年，当当云阅读已有 50 万听书用户，
1000 万次点击量。
“新阅读时代的最大变革在于服务大
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技
术的发展，为阅读服务提供了更人性化的
载体、更多元的方式、更无限的可能，让服
务成为阅读变革产业创新的新动力。”安
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民说，
人工智能进入数字出版，将全面提升阅读
展现形式和内容呈现模式。

瞄准新趋势 >>
实体书店回暖 数据驱动
业态新方向
“公司附近的来福士，去年新开业一
家西西弗书店，成了我下班后的新去处。
书店内置咖啡厅，可以携书进入，读书、逛
书店的体验越来越好了。”图书订货会上，
读者徐伊然告诉记者。
徐伊然发现，去年北京新开的几家实
体书店，多数进驻了城市综合体，不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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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申铖

作为引领书业发展的

社推出了曹文轩的《萤王》、张之路的《金
雨滴》等儿童文学名家新作，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推出《别叫他宝贝，他是行者辛
巴》等少儿图书，均彰显出原创精品的生
机勃勃。
湖南教育出版社社长黄步高接受采
访时说，少儿图书的火爆，反映了中国家
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全民阅读
意识的提高；今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将重点
推出青春期教育、德育养成等方面的少儿
图书，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此外，中华书局的《本草中国》
《康震
讲中国古典诗词之美》、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楼兰啊，楼兰》、大象出版社的《赏词如
风——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电子工业
出版社的《领跑力：企业、城市和国家的引
领之道》等传统文化类书籍和产业创新领
域的图书在本届订货会上也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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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回应近期
中美经贸热点

——来自 2018 北京图书订货会的现场观察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白瀛 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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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提供了雅致的阅读空间，也提升了商
区的人文气质。
经历了几年的“寒冬”，中国实体书店
近来回暖迹象明显。江西的“新华壹品”、
河北的“小桔灯绘本馆”、安徽的“前言后
记”、湖北的“九丘书馆”、广州的“约阅
BOOK”……新华书店在全国各地布局了
一批子品牌网点，为这家“传统老店”注入
了新活力。
同时，
民营连锁书店的扩张提速，
造就
了
“言几又”
“钟书阁”
等一批全国知名书店
品牌。复苏的实体书店不仅成为城市的精
神地标，
更让读者重获诗意栖居地。
2017 年以来，中国出版企业通过资本
运作做大做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17
年，中国科传、新经典、中国出版、掌阅科
技、世纪天鸿、山东出版 6 家出版发行企业
相继上市，创出版业年度上市企业数量新
高；而 2018 年，北洋传媒、吉林出版、中信
出版等都有望登陆主板市场……
此外，内容本身所蕴含的数据成为我
国出版企业最关键、最本质的核心竞争
力。业内认为，出版业内容与数据的联姻
已逐渐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将
以此为契机，
为读者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表示，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为代表的
新技术浪潮下，数字化呈现虚拟技术、共
享经济、移动支付、数字创意驱动四方面
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传统出版企业的要
害是内容数据，关键是内容数据的集成，
核心是内容数据的研发应用。未来内容
数据的规模、资产化、集约性、增值潜力将
越来越代表着出版新业态的方向。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2017 年中美贸易情况如何？怎样
应对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如
何看待美国以安全为由设置投资障碍？
中美经贸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18 年
新年伊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对中
美经贸的有关问题作了回应。
根据商务部统计，前 11 个月，中美
货物贸易额达 527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8%。其中，中国自美贸易进口 1379.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5.9% ；对 美 出 口
389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8%。中方顺
差 2512.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7%。
“可以看出，
我们自美国进口的增速
要远远大于对美国出口的增速。”高峰
说。就服务贸易而言，2017 年前 9 个月，
中国对美服务贸易的逆差达到 439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14.4%。
高峰指出，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归
根结底是由两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竞争
力和国际分工决定的，也受到现行的贸
易统计制度，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
等原因的影响。
“我想强调的是，
中方从不刻意追求
贸易顺差，
无论出口还是进口，
货物贸易
还是服务贸易，
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是两
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自主选择。”高峰说。
根据商务部统计，自 2016 年以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应企业的申请，共
对中国企业发起了 46 起“337”调查，到
目前为止已经有 17 起结案，其中 7 起在
中方企业应诉的过程中，美方申请企业
主动撤诉，3 起最终裁定中国企业不存
在侵权的行为，1 起裁定美方专利无效，
还有 6 起是双方企业通过和解的方式结
案。
高峰表示，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敦促企业严格遵守中国
和“走出去”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做知
识产权的尊重者、维护者，不做知识产
权的侵犯者、破坏者。同时企业也要运
用 法 律 手 段，切 实 维 护 自身的合法权
益。
此外，针对美国多次对华发起“301”
调查，高峰表示，美方依据其国内法，发
起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是对现有国际贸
易体系的破坏。如果美方执意采取单边
的、保护主义的做法，损害中方的利益，
我们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
方的合法权益。
针对蚂蚁金服日前收购美国速汇金
失败事件，高峰表示，很遗憾地看到，有
关中国企业在美开展的正常商业性投资
并购，再次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原
因受阻。我们鼓励中国企业合理合法的
“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业务，
这既是企
业自身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完全是市
场经济规律使然。
事实上，美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工
作，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也都
表现出兴趣。高峰强调说，我们不反对
有关国家对外国投资开展正常的安全审
查，但是我们对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
国投资设置
“玻璃门”
“弹簧门”的倾向表
示担忧。希望有关国家能够采取切实的
行动，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
者创造公平、公正、公开、可预期的投资
环境。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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