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

一、荣誉奖（3种）

书名 出版单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卷） 外文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简史 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辞海（第七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图书奖（60种）

书名 出版单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 崇文书局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中国 70年 当代中国出版社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全三册）
中国市场出版社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全四册）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丛书（14册） 解放军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李大钊年谱（上、下册） 云南教育出版社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7册）
党建读物出版社

党员干部家风建设读本（2册） 中国方正出版社

“如何看中国”丛书（中、英文版）（18册） 外文出版社

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全 20册） 南京出版社

中国民法典释评（十卷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发展史（公元前16世纪—2019）（14册）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全彩插图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13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殷墟文化大典（3卷 6册） 安徽人民出版社

《考工记》名物汇证 上海教育出版社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上、下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典藏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丛书·中华临床影像库（12卷）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战创伤学（11卷） 郑州大学出版社

机器人学：建模、控制与视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航天器自主天文导航原理与方法（第 2版） 国防工业出版社

Oilfield Chemistry（油田化学）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正在消失的美丽——中国濒危动植物寻踪 北京出版社

中国古生物研究丛书（8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数字建造丛书（12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交通强国战略研究（全三册） 人民交通出版社

科技强国建设之路：中国与世界 科学出版社

段一士手稿（6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

生态系统过程与变化丛书（5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液体火箭发动机优化设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药材学（8卷）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胰腺整合介入治疗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地方中草药文献研究（1949—1979年）

（280册）

广东科技出版社、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新中国 70年 70部长篇小说典藏（99册） 学习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云中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10册）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人世间（三卷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二十卷） 龙门书局

中国音乐史·图典版 重庆出版社

云冈石窟全集（全二十卷） 青岛出版社

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
（全三卷）

中国摄影出版社

陈方既书论选集（5册） 河南美术出版社

中华人物故事汇（109册）
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中华书局

“致成长·焰火”系列（3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系列图画书（35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第一至五批）（40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文选旧注辑存（20册） 凤凰出版社

古音汇纂 商务印书馆



书名 出版单位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玖）

（9卷 27册）
文物出版社

五礼通考（20册） 中华书局

《格萨尔王传》大全（1—300卷）
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美术出

版社

朝鲜语方言词典 延边人民出版社

汉蒙词典（第四版） 民族出版社

三、期刊奖（20种）

刊名 主办单位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社

半月谈 新华通讯社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学术月刊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复旦大学

当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院



刊名 主办单位

儿童文学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国家科学评论（英文）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学报 中国金属学会

中医杂志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

光：科学与应用（英文）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中华外科杂志 中华医学会

煤炭学报 中国煤炭学会

高电压技术 国家高电压计量站、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英文） 四川大学

农村新技术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少年科学画报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20种）

（一）音像制品（9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制作单位

我们走在大路上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我们一起走过——致敬

改革开放 40周年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国际传播音像出版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制作单位

中国通史 现代出版社 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

回望延安 解放军音像出版社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

电视部

为有牺牲多壮志

（第一辑）
浙江电子音像出版社

上海和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武汉江通动画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超级工程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音

像出版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交响 70年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

社、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中国戏曲艺术家唱腔选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

丝桐神品——古琴 人民音乐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国艺术研究院

（二）电子出版物（4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制作单位

重器铸梦——探秘中

国大科学装置
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

心、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数据库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音

像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烽火中坚——八路军

抗战将领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盲人中小学生无障碍

阅读工程
广东大音音像出版社 广东大音音像出版社



（三）网络出版物（7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运营单位

大国重工
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人邮融智知识服务平台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教数字教材 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连环画数字图书馆 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党员教育数据库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法信”（中国法律应用

数字网络服务平台）
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 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

“智汇三农”农业专业

知识服务平台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五、印刷复制奖（10种）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 出版单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外文出版社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盛典图册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出版社

中国长城志（10册）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汉英对照）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 出版单位

辞源:商务印书馆创立 120年
纪念本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商务印书馆

中医名言通解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光荣与梦想：中国工业版画与

新中国建设七十年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中华弓马剑槊图说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老教材封面图录（全五卷）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器铸梦——探秘中国大科学

装置（光盘）
北京保利星数据光盘有限公司 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六、装帧设计奖（10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设计者

嘉卉——百年中国植物科学画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

版社设计工作室

世界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旻、黄晓飞、李高

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木版

年画特展作品集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XXL Studio
刘晓翔、郭晴婷、张宇

这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 化学工业出版社 尹琳琳

观照——栖居的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潘焰荣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周晨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设计者

又见大唐：精品文物导读 辽宁美术出版社 孙郡阳、王楠

英韵三字经（插图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志奇

成都最美古诗词一ΟΟ首详注

精评
成都时代出版社 许天琪

石学敏针灸学（法文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尹岩、白亚萍

七、先进出版单位奖（50家）

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华书局 外文出版社

重庆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邮电出版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人民美术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接力出版社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医学期刊社 《共产党员》杂志社

《南风窗》杂志社 重庆五九期刊社

《读者》杂志社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航空知识》杂志社 《中华护理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

瞭望周刊社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国科学数据（中英文网络版）》编辑部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四川文轩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大众书局图书文化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八、优秀出版人物奖（69名）

（一）优秀出版人物（26名）

姓名 工作单位

高克勤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剑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姓名 工作单位

李 平 商务印书馆

王传臣 电子工业出版社

李 奇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 星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

周 俊 浙江教育出版社

傅大伟 明天出版社

黄 俭 接力出版社

张晓楠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康 宏 《编辑之友》杂志社

庄艺真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

王志欣 《中国科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魏均民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黄先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

徐向荣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梁兆贤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侯维佳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姓名 工作单位

刘兴太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汤晓红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周亦翔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秦俊俊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范文诚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李 强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徐登权 重庆五洲世纪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二）优秀编辑（43名）

姓名 工作单位

姚 军 山西人民出版社

楼岚岚 学林出版社

邹德清 武汉出版社

刚 组 西藏人民出版社

井 琪 中央党校出版集团

梁光玉 团结出版社

王利明 线装书局

郑殿华 商务印书馆



姓名 工作单位

胡占杰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傅 梅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 波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 丹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咸大庆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韩 敏 人民交通出版社

马爱梅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马辛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士宇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张亚丽 作家出版社

何 龙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赵秀琴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王桂芝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姚宏越 春风文艺出版社

田 忠 河北美术出版社

阿克克的 四川民族出版社

张丹飞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陈晓阳 重庆大学出版社



姓名 工作单位

朱艳琴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刘京希 《文史哲》编辑部

杨树弘 《当代党员》杂志社

陈玉梅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

贾立政 《人民论坛》杂志社

陈东捷 《十月》杂志社

杨 蕾 《中国激光》杂志社有限公司

丁佐奇 《中国天然药物》编辑部

吴安华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编辑部

何书金 《地理学报》编辑部

刘俊丽 《力学学报》编辑部

李鸿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徐 健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军亮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程 磊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拉巴次仁 《西藏研究》编辑部

魏志鹏 《图书与情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