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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重视国际合作和版权贸易，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积极实施“走出
去”战略，以“国际化、高水平”为原
则，与 Springer、Elsevier 等多家国际顶尖
出版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引进国际
出版公司图书版权的同时，面向全球开展
组稿，自主或合作策划的一些图书已进入
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视野。作为“中国
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员单位，清华社迄
今已有近 800 项约 20 个语种的各类图书版
权输出到北美、欧洲和亚洲国家，科技类
图书已跨入全国单体出版社版权输出前
列。此外，另有 400 余项图书的中文繁体
字版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发行。2017—
2018 年度、2019—2020 年度，清华社连

续入选由国家宣传部门、商务部门等 5 部
委 评 选 认 定 的 “ 国 家 文 化 出 口 重 点 企
业”。在“2019 年度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
响力机构排名”中，进入中国大陆出版社
前 20 强。

“十三五”期间，清华社与国外出版
公司版权输出同比“十二五”期间增长
83% 。 清 华 社 21 个 项 目 入 选 国 家 级 别

“走出去”相关资助工程，如“中国图书
对外推广计划 （CBI） ”“经典中国国际
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
品翻译工程”和“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
外译项目”等，涉及英语、俄语、日语、
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印尼
语、越南语和泰语 9 个语种；并有 77 个项

目荣获各类“走出去”及版权贸易相关奖
励。

国际化是实现清华社建设成为世界一
流大学出版集团的重要战略之一，面对国
外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清华社将依托
自身优势，用兼并重组等市场方法开拓国
际市场，加快从“借船出海”到“买船出
海”方式转化，实现国际化战略。清华社
将加大力度策划外向型图书选题，挖掘和
开拓更多的世界性作者，加大对精品图书
的推荐力度, 多语种拓展重点选题，并
以高品质的制作推动中国文化在海外的落
地和传播，提升清华社品牌和图书的海外
显示度。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宗俊峰）

实施“国际化”战略 扩大输出规模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四秩出版砥砺奋进 万卷佳作满溢书香

做好教材建设，是清华社的重要职责，也是
充分发挥学校社会服务职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的有效途径，更是清华社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
石。清华社一直努力做到紧跟形势、配合教改，
优化选题、研究先行，继承优势、完善配套。清
华社先后承担国家从“九五”到“十三五”重点
出版项目及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别规划教材千余
种，300 多种图书荣获国家级别、省部级优秀教
材奖。学术著作方面，出版了一大批中英文学术
精品力作，多次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等项目。

从 1994 年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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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以及世界积极推广，为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从
蹒跚起步到产业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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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类高校得到广泛使
用。许多专业课程的经典教材出自清华社，自
1995 年以来在我国计算机教材市场上位居首位。
众多教材已成为读者耳熟能详的图书品牌，如周
明德教授的 《微型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其应用》、程
佩青教授的 《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章毓晋教授的

《图像工程》、严蔚敏教授的 《数据结构》、张素琴
教授的 《编译原理》、戴梅萼教授的 《微型计算机
原理及应用》、谭浩强教授的 《C 程序设计》、王
珊教授的 《数据库系统原理教程》、屈婉玲教授的

《离散数学》、孙家广院士的 《计算机图形学》、郑
纬民院士的 《计算机系统结构》 等。

清华大学的“理工”属性也使得理工类图书
成为清华社的一大支柱品牌。清华社注重高校理
工类教材和教学资源的出版与服务，出版范围涵
盖数学、物理、力学、化学、化工、机械、电工
电子、工业设计、环境、能源、汽车、航空航
天、土木、水利、建筑等方向，培育了 《线性代
数》《大学物理学》《数值分析》《机械原理教程》

《机械制图》《中国古典园林史》《土力学》《电机
与拖动基础》《控制工程基础》 等多种被国内高校
广泛使用的经典教材，逐步形成了内容新、质量

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等鲜明特色。在国家教育
部门等主管部门组织的全国性教材评比中荣获国
家级别教学成果奖、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
奖、“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重点规划教材等
佳绩，在广大高校师生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
象。近年来，清华社抓住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
大改革的契机，紧跟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积极
策划和实施“清华大学研究型理工教材体系建设
工程”“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核心课程教
材建设工程”“理工类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建设工
程”等重大出版项目，在与各个教学指导委员会
的合作中形成了“中国机械工程学科教程配套系
列教材”“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国家级别
规划教材”“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配套教材”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列”“普通高等院校化学化工
类系列教材”等众多有影响力的系列教材。

清华社秉承清华大学人文传统，致力于打造
文科精品出版基地。清华版经管类图书自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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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涉足经济与管理
类国内自编和国外引进版学历教育教材和专业用
书，部分非学历教育、培训用教材以及大众读
物。经过多年发展，沉淀了 《21 世纪清华 MBA 系
列教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材系列》、

《清华商学系列英文版教材》（六大系列）、《工商
管理优秀教材译丛》（十大系列） 等传播甚广的特
色教材，以及 《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 等一批
品牌图书，也出版了大批深受经济、管理领域从
业人员喜爱的专业书籍，为广大读者提供了高品
质的阅读支持和服务。

近年来，清华社人文社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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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优质资源 助力教材发展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和国家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
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清华社根植于清华
大学，依托清华大学优质资源，以传播先进文
化、服务大学的教学科研为己任。清华社的学术
出版致力于发扬清华大学“中西融会，古今贯
通，文理渗透”的学术传统与特色，瞄准国际学
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和学科交叉，重视以高新技术传播推动产业发
展，分为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两大板块。

学术图书方面，清华社密切跟踪国际学术前
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组织出版了一大批精品
力作。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智能制造系
列丛书”、“变革性光科学与技术丛书”、《中国深
空网：系统设计与关键技术》 等相继出版；在人
工智能、云计算与大数据、航空航天、智能制
造、基础科学等领域形成了一定规模与特色。历
时 25 年，由中国计算机学会组织，400 余位专家
学者参与撰写、审稿的计算机科技界原创巨著

《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 已延续 3 版，是中国
计算机学术界集体智慧的结晶，促进和确立了清
华社在计算机学科学术出版领域的优势地位。在
人文社科领域，《守望与思索：人文清华讲坛实
录》（Ⅰ—Ⅳ）、“清华哲学文库”、“清华中国近代
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等一批代表清华文科发展
水平的系列著作陆续面世。

学术期刊方面，清华社期刊中心于 2011 年 3

月成立，以“巩固并提升中文期刊在国内的学术
领先地位，打造一批国际化、专业化的高水平英
文学术期刊”为目标，加快清华社刊群建设，提
高学术影响力。目前有期刊 30 种，其中 《清华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英文版）》 等 6 种英文期刊
被 SCI 收录，4 种社科期刊被 CSSCI 及其扩展版收
录 。《纳 米 研 究 （英 文 版） 》 影 响 因 子 达 到
8.515，所涉及的 4 个学科领域均位于 Q1 区，在国
内创出了规模和学术同增长的优质发展模式；《摩
擦 （英文版）》 在国际同类期刊中名列第二，其
余 4 种英文期刊的 SCI 收录期刊影响因子位于
Q1、Q2、Q3 区。

2016 年，清华社 7 种英文期刊入选中国科协
等 6 部委联合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
提升计划”第二期；2019 年，在中国科协、国家
财政部门等 7 部门首次启动实施的“中国科技期
刊卓越行动计划”评审中，清华社 8 种期刊入
选，入选项目数和经费总金额均位居全国出版单
位前 3 名、大学出版社首位，其中，《纳米研究》

（英文）《摩擦》（英文） 成功入选“领军期刊”，
全国仅有 22 种期刊入选。在以招投标方式进行的

“国际化数字出版服务平台”项目中，清华社成功
中标“科技期刊数字化传播国际平台服务”子项
目，成为数字出版平台 3 个中标单位中仅有的出
版机构。上述项目的入选，为清华社抢抓战略机
遇，加快实施科技期刊集群化、数字化、国际化
发展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

坚守学术为魂 推动学术出版发展

清华社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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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精品。40 年来，清华社共出版新书 5.5
万余种，发行图书 6 亿余册。

清华社自建社以来，积极调整选题结
构，有重点地发展多学科优势，培养新的
品牌产品。通过深入市场调研，明晰选题
定位，实施“精品工程”，并以“精品工程”为
龙头，进一步加强“品牌群”建设。

据统计，清华社至今累计获得各类国
家级别和省部级图书奖 500 余项。早在
1987 年，《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 即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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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奖，《新时代交互英语》 获首届中华
优秀出版物 （电子） 奖。特别是近十年
来，《物权：规范与学说》 等荣获中国出
版政府奖图书奖及提名奖 3 项，《中国古

典园林五书》 等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
奖及提名奖 7 项，《小楼与大师：科学殿
堂的人和事》 等荣获年度中国好书奖 4
项。2009 年至今，63 个项目入选国家出
版基金等各类基金资助，35 个项目入选

“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
划项目。谭浩强编著的 《C 程序设计》，
至今已累计发行 1500 万册，创同类图书
的世界纪录。由叶笃正、汪成为等 107 位
院士和 71 位专家撰写和编著的 《院士科
普书系》，历时 7 年，出版 4 辑，共 100 种
科普书籍，是截至目前我国历史上在规模
和作者层次等方面都位居前列的科普出版
工程。

这些荣誉和成绩的获得，进一步扩大
了清华社的社会影响力，品牌形象得到持
续提升。与此同时，清华社的销售和利润
指标稳步增长，2019 年出版社图书发货
码洋达 16.57 亿元，与 2009 年相比增长
89.8%，营业收入增长 94.55%，总资产增

长 161.71%，净利润增长 183.12%，综合
实力不断增强，总体规模在全国大学出版
社中名列前茅。

此外，清华社积极探索融合发展新模
式，努力实现由单一出版产品形态向复合
出版产品形态升级。在数字教育、数字阅
读、数字学术、知识服务方面形成了一批
数字产品，累计获得 29 项软件著作权；
成功获批“北京市媒体融合发展重点实验
室”等 5 项单位资质，荣获“十佳出版新
技术应用奖”“年度五大文化创新项目
奖”等多个奖项。数字项目 《美丽化学》
获 VIZZIES 竞赛视频类专家奖与第六届中
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创新作品奖”；《中国
文化名著名家演讲经典回顾系列片》《和
多纳小趣一起学拼音》 获得第七届中华优
秀出版物奖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提名奖。
此外，有多个项目获科技部门、原国家新
闻出版部门、财政部门、北京市科技机构
等部门的资金支持。

实施“品牌化”战略 多领域打造精品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数字化出版的
迅猛发展，清华社正在进行出版数字化的
转型升级。新媒体时代，为更好地适应出
版社融合发展的需要，清华社对自身的定
位为：产品提供商、内容提供商与服务提
供商 3 种身份并行，始终要求自身从产品
提供向内容提供及信息、技术服务升级。
其次，为促进融合发展，清华社数字教学
服务的发展规划日渐明晰：在构建大平台

（用户中心、资源中心、权限中心） 的基
础上实现传统教育出版转型与升级。

为此，2017 年清华社重新规划了数
字产品矩阵，并进行了整体品牌规划和运
营规划，为未来的清华社数字出版品牌群
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目前已经完成文泉
数字出版系列的 VI 设计、网站域名申
请。通过积极开展营销活动、自主转码加
工、拓展平台渠道等方法，数字销售业绩
实现较快增长。

2019 年，清华社围绕数字阅读、数
字教育等数字化业务加大人力财力投入，

继续维护和推进“清华职教”会计理实一
体化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清华公共外语数
字教学服务平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精准肝脏外科学》 和 《智能制造系列丛
书及智能制造知识库》 数字出版物等相关
工作；积极尝试大众知识服务产品拓展，
包括纸电同步、有声书和音频课程等；针
对高校用户的文泉学堂平台，包含书局、
课堂、教师服务等一系列功能，于 2019
年正式发布并启动推广销售工作，已有
597 家试用单位，为高校用户提供一站式
服务；此外，清华社数字出版分社还承担
着多个国家级别、市级数字出版项目。
2019 年清华社数字出版各项收入达 3000
余万元。

数字出版门户网站文泉书局在线提供
出版社及近 20 家合作出版社的数字图
书、数字期刊，已发展为涵盖全国 1700
余所高校、4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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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标用
户，清华社从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际需
求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研发教材配套的教
学材料及增值服务。其中，教学研究是清
华社教材开发的重点，在教材相应配套资
源和服务的设计之初，清华社均会组织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学改革专家和
作者、一线教学老师等进行实际教学应用
研讨，确定产品的开发内容和表现形式，
确保配套资源和服务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目前，清华社已形成以文泉云盘、文泉课
堂、文泉考试 3 个平台为支撑的新形态教
学系统，为用户扩展多媒体资源阅读服
务并提供生动的新媒体扩展阅读体验，
为 教 师 提 供 线 上 教 学 练 考 评 和 评 测 服
务。2019 年，文泉云盘二维码扫码量已
超过 1000 万次，下载超 122 万次。这类

“教材+互联网”的服务模式，为教材的
选用增添更多筹码，为版权保护提供更多
保障。

实施“数字化”战略 加快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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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庚子年，“十三五”规划即将收官，清华大学出
版社迎来四十华诞。40年来，在一代又一代清华出版人的
接力奋斗下，在广大作者与读者的厚爱和见证下，经历了
改革开放的红利、高校扩招的契机、转企改制的变革和互
联网狂潮的洗礼，清华大学出版社破茧成蝶，完美蜕变，
在我国出版行业中占据重要一席。

清华大学出版社 （以下简称“清华社”） 成立于
1980年6月，是由国家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的综
合性出版单位，是国家一级出版社。2009年4月，由国
有独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0
月，成立清华大学出版集团。2007年、2018年分别荣获
首届和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此外，

还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出版社”“全国先进高校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等荣誉称号。清华社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始终坚持弘扬
科技文化产业、服务科教兴国战略的出版理念，逐渐形
成了以出版高水平教材和学术专著为主要任务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社发展方向，在教育出版领域树立
了优秀品牌。

近年来，清华社实施“集团化、数字化、品牌化、国
际化、人才化”战略，以科学创新管理理念为指导，建立
了有效的出版物质量保障体系，以作者的权威、内容的精
湛和编校的严谨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赞誉，在培育精
品、出版力作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宗俊峰宗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