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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服务宗旨
传播先进文化

清华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门主管、 清
华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 。 自建社以
来， 始终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 为两个文明建
设服务、 为科教兴国战略服务、 为普及和提高
全民族的文化与科学素质服务的办社宗旨， 依
托清华大学的综合优势， 把 “传播先进文化、
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自己的出版理念， 把出版
高等学校的教材和反映科研成果的科技著作放
在首位，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形成了自己
的品牌和鲜明特色， 她已经成为 “全国优秀出
版社”、 “全国先进高校出版社”、 “中国出版
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
单位”、 “中国版权最具影响力企业” 之一。

创新发展模式
促进转型升级

建社30多年来， 清华大学出版社一直致力
于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2004年6月率先从事
业单位改制为清华大学独资的企业法人制 ；
2009年4月， 进一步改制为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2014年10月， 正式成立 “清华大学出
版集团”， 在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大舞台上展现更
加绚丽的风姿。 清华大学出版社实行董事会领导
下的社长负责制， 下设有 “计算机与信息 ”、
“理工”、 “经管与人文社科”、 “外语”、 “职业
教育”、 “音像电子与网络出版”、 “少儿” 7个
分社和期刊中心、 学术出版中心和数字出版中
心及三个数字出版服务平台， 下辖6个子公司，
设立了香港、 北美办事处， 建立了完善的经营
体系与集团化架构； 实现了图书、 音像、 电子、
期刊和数字出版等多种媒体的立体化出版格局。

加强队伍建设
培育一流人才

一流的出版社， 必须有一流的人才。 清华

大学出版社以国际化和专业化为目标， 集聚了
一批复合型、 开拓型的编辑策划、 市场营销和
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 形成了一支具有现
代企业经营理念、 结构合理、 富有创造力的高
素质、 专业化、 年轻化的队伍， 为我社建设一
流的大学出版集团发挥着重要作用。

依托优质资源
锻造学术精品

一流的出版社 ， 更有赖于一流的作者队
伍。 清华大学在信息技术 、 能源 、 材料 、 建
筑、 环境、 化工、 航空航天、 先进制造等众多
领域， 都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 有力
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清华大
学出版社紧紧依托清华大学的学科优势， 着眼
于全国各高校、 科研院所及企业， 以高品质的
出版服务， 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作者， 他们当
中有两院院士、 长江学者、 国家教学名师、 国
情专家、 信息技术教育专家……清华大学出版
社会聚了一批优秀的编辑， 他们与作者共同用
心血凝练出的精品图书与期刊， 体现了中国高
校科研与教学的水平， 奠定了一流出版社高品
位的基调。

从1994年第一批英文原版计算机教材在国
内高等教育教材市场掀起波澜至今， 清华大学
出版社以创新带动发展， 将清华大学教学成果
提炼升华， 面向全国直至世界范围华语地区积
极推广， 为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从蹒跚起步到
产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层次、 高
质量、 全品种的计算机类图书已成为国内计算
机教材出版与教学资源服务的重要品牌； 理工
和基础学科图书作为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核心出
版领域之一， 始终站在教育和科技发展的前
沿， 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理工类高校教材和学
术专著。 按照 “入主流、 有特色、 上水平” 和
“厚积薄发” 的思路， 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发
展迅速。 清华大学出版社秉承清华人文传统，
致力于打造文科精品出版基地。 清华版经管人
文社科图书自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引进国际优
秀英文影印版经典教材开始， 逐步发展壮大，

在促进国内经管教育与国际接轨、 培养优秀经
管人才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 我社人
文 、 法学 、 艺术等方面的图书也渐具规模 ，
形成了以高端专业书、 优秀教材和高品位文
化读物为主的出版特色 。 外语 、 职业教育图
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 伴随清华大
学创建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目标的建立， 清华
大学出版社不断调整和优化图书结构， 艺术、
医学、 法律、 建筑、 少儿等领域的竞争力不断
增强， 在全国图书出版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显著提升。 以 《纳米研究》 为代表的一批高水
平的国际化学术期刊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日
益增强。

布局数字前沿
加快融合发展

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 数字化出版的迅猛
发展， 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在进行出版数字化的
转型升级。 数字教学平台 “智学苑” 是清华大
学出版社向教育服务提供商转型的最新成果，
平台基于MOOC+Classroom模式 ， 将教材及其
他各类教学资源进行数字化， 同时与课堂教学
紧密结合， 开发个性化的课程管理模块， 实现
教学资源的智能化和最大化共享。 数字出版门
户网站文泉书局在线提供我社及近20家合作出
版社的数字图书、 数字期刊， 已发展成涵盖全
国1700余所高校， 40000多名会员教师的宣传
推广网络平台。 “书问搜索” ———出版物的全
文搜索引擎， 则为用户提供书页级的内容搜索
服务， 并以此为核心功能， 为出版机构提供指
定网页链接服务。

实施“品牌化” 战略
在多领域锻造精品

清华大学出版社实施 “品牌化” 战略， 始
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狠抓图书质量， 精雕
细琢， 内外兼修， 坚持在多个出版领域锻造精
品。 早在1987年， 《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 即

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 ； 此后 ， 《颐和园 》 、
《国粹京剧》 获得 “莫比斯” 多媒体国际大奖，
《家庭电脑十用》 获首届国家电子出版物奖 ，
《新时代交互英语》 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仅2014年， 我社就有四种图书、 期刊获得中国
出版政府奖。 《物权： 规范与学说》 获第三届
中国出版政府奖 “图书奖”； 《中国乡土建筑
初探》 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图书奖” 提
名奖； 《纳米研究 （英文版）》 获第三届中国
出版政府奖 “期刊奖”； 《清华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 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期刊
奖” 提名奖。 35年来， 我社有500多种图书 、
期刊荣获国家级别及省部级奖项， 并连续多年
获得北京印刷质量协会印刷分会颁发的出版物
优质奖。

实施“国际化” 战略
扩大输出规模

清华大学出版社坚持以版权贸易促进 “国
际化” 战略的实施，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面向
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 近年来， 从海外近百
家出版公司引进图书和多媒体版权达3000多
项， 涉及科技、 经济管理、 人文社科、 外语等
多个专业领域， 在高校教材和科技专业书方
面， 是多家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合
作伙伴。 同时， 出版社扎实、 稳健地推进 “走
出去” 战略， 迄今已有400余项约10个文种的
各类图书、 期刊版权输出到北美、 欧洲和亚洲
国家， 进入了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视野， 还
有200余项图书的中文繁体字版在中国港澳台
地区出版发行。

清芬挺秀， 书业增辉， 新时期的清华大学
出版社正在展现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我们将
继续发扬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 的清华精
神， 在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重要时期， 努力探索
数字化、 集团化、 国际化发展的新模式， 以强
烈的责任感担当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任，
笃行至远， 再铸辉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为实现新闻出版强国梦做出更大
贡献！

钟灵毓秀
大道清华

———清华大学出版社建社35周年回顾与展望

具有百年历史的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具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大学之一， 坚持“顶天、 立地、 树人” 的科研理念， 面向
国家战略需求，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 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人文
社科等领域具有雄厚的研究实力， 为民族的强盛与昌明做出了卓越贡献。

根植于这片沃土， 清华大学出版社自1980年成立至今， 已经走过了35年的历程。 浓郁书香， 累累硕果， 见证着
清华大学出版社曲折而光荣的发展史。 香传远方益清， 声振高天愈远， 35年的传承与发展、 激情与梦想、 光荣与成
就， 留给后人深深的启示： 大学出版， 育人为本， 学术为魂， 责任为重。

清韵华情岁月如歌， 筚路蓝缕风雨兼程， 清华出版人以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集团为目标， 团结奋进， 融合发
展， 绘制了一幅幅进取与创新的精美画卷！

【

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李勇等拜访吴良镛院士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务会

“扎实做好创新型党组织建设” ———党建工作研讨会

朝气蓬勃的编辑团队

2012年12月20日，北京市新闻出版（版权）行业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领军人才表彰大会上，社长宗俊
峰、编辑黎强评为先进个人，丁岭、胡苏薇、徐学军等
评为领军人才。

宗 俊 峰 社 长 与 爱 思 唯 尔 高 级 副 总 裁 Bryan
Davies在2013年北京书展签约仪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