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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论坛学术委员会、史坦国际 STANCHINA 等知名机构联合举办 2011中国传媒投资年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原中国图书商报）获誉 2011中国最具影响力行业媒体品牌
与理财周报等3家媒体从全国众多报刊网媒中脱颖而出 荣登2011中国传媒和思想界的全新价值榜单 中国出版传媒行业唯一获此殊荣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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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ditors talk obout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rights trade

2014
版贸潮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 珏 采写/整理

李学谦

猿渡静子

张秋林

孟 辰

李永强

韩建民

打造国际品牌形象

全方位潜心积累成就好业绩

■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

■张秋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

国内出版圈现在更重视精品图书的出版，国外经典图书成为各个出
版社的引进重点。尤其是在少儿图书方面，经典图书引进越来越多。在
引进经典的同时，各个出版社也更加关注时尚、流行、畅销图书的版权引
进。
中少总社在版权引进方面的新举措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数字版权的授权逐渐增多，同时引进纸介质图书版权和数字出版版权。
其二，全版权引进，包括图书的出版权、影视播放权、周边产品开发的权
利。其三，更注重深度引进，在引进国外图书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的图书
营销理念和营销方法。
版权输出上，
中少总社输出品种越来越多，
主要图书种类第一是图画
书，
第二是儿童文学作品，
第三是科普漫画作品，
第四是传统文化类和育
儿类图书。
在版权贸易运作过程中，
中少社比较独到的做法有几点。
其一，
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形象。作为中国组团的成员，
在 2014 年博
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中少总社举办了多场活动，请高洪波、曹文轩、金
波等著名作家与国际少儿读物联盟的主席卡鲁丁和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
主席玛利亚基尔女士等面对面进行交流和沟通，
让国外出版界了解我们，
了解我们的作家，
实现了积极品牌效应和客户资源积累。
其二，
引进国外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动漫形象和游戏形象，
由中国作
家进行本土化创作，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内涵，
“植物大战僵尸系列
图书”
就是我们的成功案例之一。
其三，中少总社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原创图书创作方式——请国内著
名作家与国外一流插画家共同创作图画书。这种创作方式赋予了图画书
更强的生命力，更加容易得到国内和国际童书市场的认可。例如《羽毛》
一书，我们请曹文轩创作文字，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进行插画创作。这
本书的版权已经转售到瑞典、
丹麦等多个国家。
作为出版机构，在近年的版权贸易中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第一，要
把版权输出工作放在版贸工作首位，
管理团队要高度重视。第二，
抓原创
是输出的基础，只有出版更多更好的优秀的原创作品，包括图画书、儿童
文学作品等，才能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当然也要积极引进国外的经典图
书，和世界接轨，为原创出版提供借鉴。第三，知己知彼才能取得成功。
我们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儿童出版机构运作和国际童书评奖的游戏规
则，
讲求信誉，
严格践约履约。

儿童图书的版权贸易一直非常活跃，
近年来引进童书的品种丰富，
输出
的数量也在大幅提高，
并且输出的国家已经从东南亚国家发展到欧洲美洲的
出版强国。从合作方式上看，
中外出版的合作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版权买
卖，
很多新的合作方式涌现，
比如，
中外出版社成立合资公司，
实现资金的融
合，
而不局限于几个项目的合作；
中外出版社共同策划适合两国或者国际市
场的选题，
多语言版本同时出版，
共同推向国际市场；
国内出版社进行国际组
稿，
中外作家、
插画家联手创作图书，
推向全球市场；
版权输出的外延扩展，
实
体书输出越来越多，
即实现版权输出后，
在印刷方面也与国外出版社合作，
将
印刷好的外版图书直接销售给外商。
版权引进方面，曾有一段时间国内的非少儿社和民营公司跟风少儿
出版社，盲目大量引进国外儿童图书，造成引进的图书品质良莠不齐、编
辑水平不理想等问题。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得到改善，但依然存在。国
内出版圈对版权图书的挑选日趋理性，也更有目标性。但是对于畅销书
的追逐依然热情不减，
竞争非常激烈，
因此也造成国内出版社之间哄抬版
税的情况，这依然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版权输出尽管近几年数量不断
增长，
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引进与输出的逆差。欣喜的是，
因为国内童书品
质的提升和版权推动力度的加强，更多的欧美出版社开始关注中国原创
图书，对原创的图画书尤其有兴趣，并且在引进中国原创图书的时候，越
来越多国外出版社愿意把电子版权同时买下来。
在版权输出方面，
近些年我们不断有新的尝试，
主要的做法有：
第一，
用引进带动输出，与国外出版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互通信息，将最
好的图书介绍给对方，互相购买版权；第二，与国际知名的图书出版公司
麦克米伦合作，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引进最新的麦克米伦童书，也搭
建一个对外推广原创图书的平台，
借助麦克米伦的渠道和力量，
推广原创
作品；第三，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每年举办“国际版权推介会”，集中
向国外出版社、
代理以及媒体推荐一套或者一本书，
邀请图书的创作者参
加，
与观众对话，
实现版权的输出；
第四，
在博洛尼亚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
上设立展台，甚至举办推广活动，将自己融入国际出版的舞台，增加原创
作品的曝光度，
实现版权的输出。版权贸易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
二十一世纪社能取得目前的成绩，
正是因为有长期的多方面的积累，
包括
原创作品、
原创作者、
海外客户、
出版社品牌、
编辑团队等等。

眼光要准 动作要快 决定要狠
成立合资公司稳固合作模式

■孟辰（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猿渡静子（北京飓风社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近年的版权贸易呈现出双向化、
合作深入化、
同步化的趋势。中国输
出版权的项目变得越来越多，和国外出版社的版权合作也从原来单一的
版权买卖，逐渐演变为深入的合作，例如双方共同开发版权、中方深入制
作第一线，外方加入中国的宣传等。同步出版也成为更多出版社的选
择。还有些更加有实力的出版社，
会直接在国外买下出版社，
充实自己在
版权资源上的实力。
版权引进方面，
由于国内市场少儿图书持续热度的特性，
目前出版社
在少儿图书版权的竞争已经呈现出白热化状态，稍微有一些特色的少儿
图书都会引起多家出版社的竞争。这种状况其实对于整个业界和生态都
有一定的损害。此外，
由于政策的倾斜，
加上原创版权的意义和重要性成
为共识，一些出版机构也部分减少了版权图书的引进。从国外出版社本
身来讲，欧美市场从 2008 年起一直不太景气，近两年略有复苏，日韩市场
则已经连续 3 年都不太景气，没有特别好的图书品种面世，这也从另一个
侧面造成了版权引进的降温。版权输出上，
前几年是健康图书比较热，
输
出我国港澳台的健康书很多，
这几年从输出的种类上发生了不少变化，
健
康书、
家教书甚至科普书都有人问津，
这个情况在之前的版权输出中非常
少见，
也侧面说明了我国近年来在版权输出方面的建设是卓有成效的。
在与国内同行的版权竞争中，我们最烦恼的事情就是恶意竞价。多
家出版机构竞价的情况下，
一本作品的估值有时会被无限放大，
而一些市
场成熟度不高的出版社会为一本将来在市场上卖不出版权预付金价值的
图书支付超出其本身价值的预付金额。例如，我们有一次在研究我国台
湾的一个瘦身选题的时候，图书本身有一定特色，讲得是塑造马甲线身
材，这个概念就我们判断，在国内应该是 2 万册左右的销量，所以版权预
付金的额度应该控制在 6000 美金以下，但是有一家出版机构，最后以 1.5
万美金的价格将该书买走。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贯还是从作品本身的
价值出发，判断它在市场中可能的销量，如果版权费用实在抬得过高，我
们的对策就是放弃。版权贸易说实话没有什么独到的做法，无非是快准
狠，眼光要准，动作要快，决定要狠，别无它法。作为出版机构，现在版权
贸易成功的关键因素与过往没有太大差别，
版权就是销售，
第一还是需要
多打交道，
第二需要诚实守信，
第三需要对作品有深刻理解。出版圈子很
小，
不诚信的机构，
恶名很快就会传得到处都是，
没有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再好的选题买回来都会做得糟糕。

近年，中国新书出版数量不断递增，其中版权引进数量也在逐年攀
升，并且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童书引进比例越来越大，尤
其是绘本的引进。因为中国十多年前完全没有绘本这种图书形式，也没
有所谓的绘本作家。以致绘本概念的形成，基本上全部倚依赖从国外引
进。另外，
随着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图书市场也呈现出更
加细分的状况。有一些过去看来非常小众的书，也走入了中国读者的视
野，
让图书引进版的产品内容越来越丰富。
版权引进上，近几年，业内人士应该都已经觉察到，版权引进除了单
一的版权购买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国外出版社，开始采
用更稳固的合作形式，与中国出版社或者文化公司进行商业合作。合作
双方会采取共同投资的方式，
成立新的公司。例如，
新经典文化公司与日
本讲谈社北京分公司今年共同投资成立了“北京飓风社文化有限公司”，
主要以出版日本讲谈社的书为主。出版的图书包括绘本、人文社科以及
文化、
文学等类别。
中国的版权输出一直是个难题，存在着非常多的瓶颈，虽然这种状
况随着中国在世界整体地位不断提高，也在逐步改善，但依然是一个短
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整体的现状依然是，国外读者对中国作者还
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但可喜的是，新经典通过成功把安妮宝
贝输出到韩国、把蔡骏输出到法国，可以发现，中国的作家已经开始受到
关注。
在与国内同行的版权竞争中，
我们这几年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是，
一
些出版公司、出版机构所呈现出的非理性状态——为了得到一个作家或
者一本书，
不惜重金，
不惜血本，
甚至给人感觉他们几近疯狂，
而一切目的
就只是为了得到，全然不做任何的市场分析。以东野圭吾作品为例。
2006 年，
当大家还不知道东野圭吾是何许人也时，
新经典签下多本这个作
者的版权，每本预付金只需要 1 万元人民币，但到了新经典经过不断努
力，把东野圭吾在中国做成了畅销书作家之后，2012 年，在多家国内同行
的不断抬价的竞争中，最终东野圭吾新书的预付金高达 800 万元人民币。
而新经典理性分析市场、分析文本后，唯一能采取的应对办法就是：淡然
放弃。因为，
我们不希望自己成为这种竞争的参与者，
甚至推手。

确立
“中国人文社科类高端学术著作”战略
■李永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人大社
“走出去”
工作一直重视总体战略布局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
目标。一是，密切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资源和我国一批优秀的
专家学者，
围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不断提高版权输出的数量和
质量；二是，广泛联系外国出版公司，建立系统、多层次的出版合作关系；
在此基础上，使人大社的版权输出工作向“本地化”、
“ 公司化”的方向过
渡，
通过在国外建立出版社的分支机构及在海外操作版权项目等方式，
使
“走出去”
工作形成跨国界、
跨地域、
跨语种的文化影响力。
人大社在近年来
“走出去”
中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其一，
对
“走出去”
选题进行前期的宏观设计，
把
“走出去”
内容的选题作为图书策划的一个重
要方向。结合国家文化
“走出去”
的战略部署，
在图书的选题策划阶段，
人
大社就把“走出去”内容的选题作为图书策划的一个重要方向，围绕可以
“走出去”
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宏观选题设计和出版资源的整合，
通过系
统规划，
有效地介绍当代中国的客观现状与文化成就。比如我们策划出版
了一系列介绍和解释当代中国国情与经验成就的图书，
如《大国的责任》、
《中国的抉择》等。这些图书在进行选题策划时，
就把图书的外文版权输出
作为一个重点策划目标，
在主题的遴选、
作者的确定、
编排体例、
写作方式
等方面都从有利于这些图书
“走出去”
的角度进行部署，
中文版图书编辑出
版的同时，就开始英文版的翻译工作，同步联络各语种版本的版权输出。
目前这套图书已经有英文、
俄文、
韩文、
日文、
波兰文、
土耳其文等多个语种
的版本实现了版权输出。其二，
紧扣国际出版业
“数字出版”
的发展脉搏，
力争纸质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同步输出。随着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业
转型，
人大社不断探寻版权输出向数字领域延伸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鼓励
数字内容加工、
存储、
传输、
阅读等技术的研发，
积极应对数字化所带来的
挑战。近年来，
人大社数字版权输出数量有了明显上升，
多家外国出版社
将授权图书的电子书通过网络、
软件等多元渠道介绍到世界各地，
加速了中
国学术文化向世界的推介与融合。其三，
构建多层次的合作伙伴网络与国际
出版平台，
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近年来，
人大社与全
球著名的大型教育出版集团、
教育机构的出版部门建立了稳固深入的
“走出
去”
图书出版合作关系。比如，
人大社与培生教育集团合作，
出版了李瑞环重
要著作《学哲学 用哲学》等诸多当代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人大社与剑桥
大学出版社合作，
出版了大量文学、
艺术、
社会、
历史类图书。
总之，人大社通过多年来的摸索和实践，确立了“中国人文社科类高
端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方向。在“走出去”领域中高举“中国学术图书”旗
帜，特别是把介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成就的学术著作介绍
到海外，
逐渐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国际化的品牌影响力。

“走出去”重要阵地：英文国际学术期刊
■韩建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学术类图书在版权输出方面，
有几个新趋势很明显。
在“走出去”的图书类型方面，代表中国最新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
标志性成果越来越成为中外出版商合作的主题。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与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已经达成合作意向，
合作
出版英文版“高铁出版工程”，遴选高铁科技领域最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集
中出版，预计在明年美国书展上可以推出。又如，上海交大社“大飞机出
版工程”
输出了 8 种学术著作英文版权，
已经开始陆续出书。
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人意识到
“走出去”
不但是政府大力推动的文化
事业，
而且是出版企业学习国际先进出版理念和运营经验的有效途径，
可
以倒逼中国出版机构不断提高选题水平，提升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只
有这样，中国出版界才能在与国际出版商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年 8 月由上海交大社承办的中国学术
出版
“走出去”
高端论坛上，
与会出版界人士都表达了这样的初衷。
越来越多的外国出版商认识到中国原创内容资源的价值，开始提出
中国不仅是最有潜力的销售市场，而且是原创内容资源的提供者；同时，
他们也感受到中国政府、
出版界和学术界对
“走出去”
的需求与渴望，
明白
了帮助中国图书走向世界可以在中国塑造良好的形象。过去的一年，爱
思唯尔、
泰勒弗朗西斯、
麦克米伦都在中国增设了图书编辑职位。
除了传统图书之外，政府也开始加大对创办英文国际学术期刊的支
持力度，
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之外，
中国科协等有关部门也加入了进
来。在某种意义上，学术期刊是发表成果更快、学术界也更加认可的载
体。我国的一些出版机构，
经营学术期刊的经验相对不够丰富。不过，
英
文国际学术期刊是未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方面，值得中外出版商
下功夫做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出来。
（下转第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