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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迎来第60个生日。
作为新中国最早设立的专业教育出版机构， 60年来， 高等教育出

版社始终坚持“植根教育、 弘扬学术、 繁荣文化、 服务社会” 的办社
理念， 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 伴随着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壮
大， 经过60年的奋斗， 高教社已经发展成为以出版高等教育、 职业教
育、 成人及社会教育等教育类、 专业类、 学术类出版物为主， 产品形
态囊括图书、 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 网络出版物及期刊的综合性大
型出版社， 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为出版文化事业的繁荣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教社在出版物质量， 出版规模， 市场占有率， 产品数字化、 国
际化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都处于中国出版行业领先地位， 在中国单体
出版社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前茅， 并成为唯一入围全球出版50强的中国
单体出版机构。 高教社年出版各类出版物近万种， 图书销售码洋近30
亿元， 图书销售册数逾1亿册， 24个语种版本的多种国际型产品行销
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中国版权输出领先的出版社， 也是国内唯
一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意金奖———单位奖” 的出版机构。 作为
中国教育出版的国家队和主力军， 高教社担当重任、 不辱使命。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高教社始终坚持企业属性、 教育属性、 文
化属性相统一， 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 将体制改革与业务转
型、 机制创新、 实现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 在做强做大出版主
业的同时， 积极迎接数字化浪潮， 迎难而上， 勇立潮头， 创新前行。

60年风雨路， 拼搏铸辉煌。 高教社全体员工将继续坚持改革创
新、 团结奉献、 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不断打造与时俱进的优秀精品
力作， 为科教兴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建新功。

权威考试精品———助学子成功进阶

在 “植根教育、 服务社会” 的办
社理念指导下， 为进一步响应国家建
立学习型社会的号召， 高教社专门成
立了社会学习出版事业部， 积极开发
面向社会大众的各种出版物， 从儿童、

青少年读物， 到家庭教育、 社区教育、
职工教育、 老年教育用书， 从人物传
记到经管、 体育以及学术著作等各类
图书， 努力成为终身学习理念的传播
者、 终身学习资源的提供者、 终身学

习活动的服务者， 为全面建设学习型社
会戮力耕耘。

面对社会用书出版的纷杂乱象 ， 高
教人始终秉承职业出版人的良知， 纠结
于心的， 既有一本书的成败， 更有价值
与市场的协调 、 创造 与 风 险 的 平 衡 。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高教社坚
守着文化产品的创新和品质追求， 用高
品质的出版物， 关注社会， 关注人生。

高教社的金字招牌为社会用书的编
辑和出版吸引到了大批优秀的作者， 他
们即是卓越产品的创造者， 也是高教社
的好朋友和智囊团。 大卫·科特莱尔、 刘
彭芝、 李希贵、 钟明善、 陈小旺等， 他
们或为学界翘楚， 著作等身； 或为中年
才俊， 厚积待发； 或为商界精英， 运筹
帷幄； 或为武林霸主， 威震四方。 一批
批优秀的社会用书脱颖而出……

“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 《共和国
老一辈教育家传略》、 “外国科学家传记

丛书”、 “学问人生”、 “孤鹜落霞” 等
记录了国内外科学界、 教育界名人曲折
的探索之路和执着的求真精神 。 其中 ，
“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 累计销售近100
万册， 在基础教育领域影响深远。

《中华语文大辞典》 是国家出版基
金资助项目， 也是两岸专家学者共同编
写的一部兼顾两岸语言实际的汉语工具
书， 两岸高层领导和民众都给予了高度
关注， 即将于2015年初出版。

《周一清晨的领导课》、 《全面解读
巴菲特》 等成为国内最畅销的经管类图
书， 是企业培训中层管理者的经典教材。
其中， 《周一清晨的领导课》 已累计销
售20余万册。

“中国武术段位制丛书 ” 由国家体
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组织编写， 荟萃百位
武术名家， 执笔著述， 亲身示范， 弘扬
中华武术文化的精髓， 曾在法兰克福书
展上引来啧啧称叹。

从校园到社会———寻得妙品慰人心

从校园到社会
从北京到全国

———高教社60年全品种、多地域经营探索之路
“繁荣文化、 服务社会” 作为高教社办社理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直伴随着高教

社60年不断探索创新之路。 从最初的只出版高校教材， 到既关注课堂， 也关注考试； 从
服务学生， 到服务教师； 从围绕教育教学， 到面向社会大众； 高教社在全民阅读时代，
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品位高尚、 质量一流的 “全民阅读、 全面满足” 之路。 为增加
辐射能力， 提高服务质量， 高教社2001年走出北京， 在上海成立分支机构， 2004年开始
探索推进院校代表制度， 逐渐形成了遍步全国32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教学服务网
络， 为加强教育教学资源深度营销和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从学生到教师———一切为了教育教学的发展

从北京到全国———跨地域经营彰显魄力与实力
以上海为龙头的华东地区是全国

教育改革的重地， 作者资源丰富， 高
校众多， 人才济济， 在教育出版方面
有着充分的地域和文化优势。 为增加
辐射能力， 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以
“转变观念、 创新机制、 形成品牌” 为
指导思想， 立足华东、 覆盖华南， 高
教社2001年8月走出北京， 在上海成立
分支机构———上海出版事业部 ， 跨地
区经营彰显了高教社的战略眼光和改
革魄力。

依托高等教育出版社下设的全资
公司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上海） 教材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出版事业部
从 “开发、 出版、 服务” 三个环节入
手， 纵向沟通编辑、 印制、 销售服务
各环节， 及时服务教学需求和教育改
革， 贴近学校、 贴近教师、 贴近学生。
十余年来， 出版图书近2000种， 在供

产品700余种。 已出版教材中， 众多被列
为 “教育部推荐教材”、 “‘十一五’ 国
家级规划教材”、 “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国家优秀教材”， 以及省部级优秀教材。

过去十几年， 在本科经管领域 ， 上
海出版事业部以华东地区的高校为基础，
如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财经
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南京
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等， 逐步形
成高教沪版经管教材品牌和影响力； 在
通识教育教材领域， 以通识理念在人文
和艺术两个子领域建立优势出版方向 ，
如徐中玉版 《大学语文 》、 《应用文写
作》 系列， 已成为该领域的全国品牌教
材； 课程配套教学资源建设方面， 钱可
强版 《机械制图》 先后被评为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
材、 “十二五”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选题， 销量在全国同类教材中名列前茅，

成为高教沪版教学资源的代表， 深受师
生欢迎； 积极投身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资
源的建设与开发， 上海出版事业部2013
年共有220本教材获得 “十二五” 高等职
业教育国家规划选题立项， 教材的作者
有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新专业教学标准制
定的专家， 有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项目中的课程主持人， 还有学科领域的
“泰斗”， 有力地保障了教材质量； 为更
好地服务教学工作， 上海出版事业部积
极配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
委员的各专业研究会， 为教师教学、 科
研、 培训等工作搭建全方位的交流平台。

2004年 ,高教社率先在全国出版领域
实行院校代表制度 ,将深度经营手臂进一
步延伸， 截至目前， 高教社已经建立了
遍步全国32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教
学服务网络， 排兵布阵、 跨地区经营彰
显了高教社的战略眼光和改革魄力。

2002年， 伴随着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 高教社成立教师教育出版事业部， 12年
励精图治， 12年奋勇前行，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
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研发出版的重要基地：
出版了涵盖高等院校教育学、 心理学、 教育技
术学、 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 中学学科教育以
及支持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 中小学教师培训
等的系列教材和课程资源 ， 涉及专升本 、 专
科、 本科、 硕士教育等不同学历层次， 先后出
版了700多种教材和资源， 其中300余种获得国
家、 省部级奖励或称号， 实现了2600多万册的
销售。

教师教育公共课教材系列， 教育学专业系
列， 小学教育专业教材系列， 学前教育专业教
材， 心理学专业课教材系列， 因其理念新， 实
践性强， 配套辅教辅学资源丰富， 深得教师和学
生喜爱。 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 校长培训教
材、 资源内容、 呈现方式各异， 因为以问题解决
为导向， 案例引入， 实践性强， 强调自主合作学

习等特色， 深受教师、 校长的欢迎。 随着数字
化教学手段的广泛应用， 事业部开发了近百种
系列化数字课程资源， 开发整合了数字化学习平
台和教育实习支持管理平台。

作为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建设的“国家队、主
力军、排头兵”，教师教育事业部还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承担了“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
员会”秘书处的工作，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指
导之下，组织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征集、
遴选、推荐活动，组织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建设工作， 开发了一系列的信息化管理
平台， 为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的信息化管理工
作作出努力。

现在， 教师教育出版事业部正在认真贯彻
高教社“精品战略、数字化战略、人才战略”要
求，坚持推动编辑工作“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
进教师”，坚持“研究、研发、营销、服务”，以研究
和服务带动研发和营销， 为服务于我国教师队
伍建设出版更多更好的课程资源。

1

3

2

4

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逐步建立了以教育考试、 社会考试、 职业资格
考试、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等4个领域16类权
威系列产品线为龙头， 以高校考试培训和国外
考试服务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以中国教育考试
在线、 考酷手机客户端等数字化资源运营为服
务支撑的立体化发展模式。 经过近30年的发
展， 高教版考试用书已形成一批质量好、 权威
性高、 认知度广的系列产品， 服务千万学子，
实现了几亿册的销量， 培养、 凝聚了一批考试
界知名专家， 树立了高教版考试用书知名品
牌， 成为高教社非教材类图书的支柱和同类
产品市场中的主导型品牌。

考研系列产品以大纲等权威资源为龙头，
以自主研发产品为核心竞争力， 与权威考试机
构合作聚焦源头资源， 与知名作者合作聚焦终
端读者， 与辅导机构合作聚焦渠道拓展的多元
化合作策略， 实现了考研项目的品牌化、 规模
化， 使高教考研产品形成业内的领先地位。 教
育类考试产品专注高考、 成人高考、 自考、 教
师资格考试、 同等学力等的权威考纲和品牌辅
导用书， 在相应市场已形成强势品牌， 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显著。 高教社还承担了教育部
考试中心举办的WSK、 NAETI、 成人学士学

位外语水平考试、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权威大
纲和教程的出版工作。 相关图书被全国百余所
院校选用为教材， 在帮助报考人员通过考试方
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近年来 ， 高教社考试业务不断开拓创新 ，
探索转型升级之路 。 考试出版事业部以出版 、
培训和数字化为发展的三个支点， 在巩固拓展考
试出版的基础上， 尝试开发二维码、 手机客户端
和在线直播， 实现图书用户向移动阅读的拓展。
同时， 高教社将考试出版和培训业务向高校延
伸， 提出 “在校园内解决大学生的所有考试需
求， 切实提高大学生深造、 就业、 创业能力”，
开始实验 “高校考试培训网络学院” 项目， 以项
目制的运作方式， 充分发挥品牌优势， 探索可持续
的集在线学习、 移动学习、 在线测评、 培训以及
资源共享的完整的考试服务体系。

“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 累计销售近100万册， 在基础教育领域影响深远。

《周一清晨的领导课》 作
者： 大卫·科特莱尔， 蜚声国际
的领导学顾问、 教育家， 该书
在全世界已经销售500多万册。

名家经典
三十载传承

反映最新财税制度
教学资源配套齐全

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十五”、“十一五”、“十二五”） 66种
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重点出版物 14种
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20种
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12种
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 180种
其他获奖产品 14种
海外输出 4种

省级精品课教材 36种
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 2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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