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获奖名单

一、图书奖提名奖（120种）

书名 出版单位

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纪念版）

（3册）
重庆出版社

习近平讲故事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哲学要义 江苏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 高等教育出版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12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盛典图册 北京出版社

习近平扶贫故事 商务印书馆

新时代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8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 人民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10卷 42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上、下）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进展报告 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大国军魂 江西高校出版社

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东方出版社

中国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全十二卷）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党？ 新世界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

学解读
四川人民出版社

70年邮票看中国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澳门通史：从远古至 2019年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丛书（23册）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解读世界经济发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中英对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濒危语言志（30册） 商务印书馆

近现代汉语辞源（2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长春出版社

法史钩沉话智库 中国法制出版社

梁启超全集（全二十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良渚文明丛书（11册）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运河志（11册）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通用手语词典（全四册） 华夏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14册）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吴天一高原医学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学》多语种系列图书

（5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东盟传统药物志（中、英文版）（4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风湿病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癌症地图集（2018） 中国地图出版社

流感病毒：躲也躲不过的敌人 科学普及出版社

5G无线系统设计与国际标准 人民邮电出版社

电力储能技术及应用 机械工业出版社

集成电路产业全书（全三册）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国页岩气规模有效开发（2册） 石油工业出版社

采动围岩-水-瓦斯耦合响应规律及应用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精细冶金 中南大学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中国生物学史·近现代卷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国家植物标本馆（PE）模式标本集（16卷）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野生鸟类（4卷）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秦岭昆虫志（12卷）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南海诸岛植物志（中、英文版）（2册）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菌物资源与利用（4册） 中原农民出版社

杂交油菜的遗传与育种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蔬菜育种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北方主要作物需水量与耗水管理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覆被地图集（1∶1000000）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图集（27册） 地质出版社

建筑遗产保护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城市群的类型和布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s High-Speed Rail Technology: An Interna-
tional Perspective（中国高铁技术：全球视野）

浙江大学出版社

高速铁路有砟轨道碎石道床力学分析 中国铁道出版社

中国科技发展 70年（1949—201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7册） 山东教育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d-Wave Superconductivity （d 波超导体）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时变随机系统：稳定性与自适应理论（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系列 2019（5卷） 河海大学出版社

电磁轨道发射理论与技术 科学出版社

中国手工纸文库（10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科技改变中国”丛书（6册）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国家大地坐标系建立的理论与实践 测绘出版社

鲁班绳墨 中国乡土建筑测绘图集（全 8册） 成都电子科大出版社

中国及全球碳排放——兼论碳排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科学出版社

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致敬最美战“疫”医务工

作者丛书（3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山林笔记（3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间文学史（六卷八册） 河北教育出版社

敦煌本纪（上下卷） 译林出版社

王愿坚文集（7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扶贫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发展史（2册） 山西教育出版社

汪曾祺全集（12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北京大学出版社

革命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健吾译文集（全十四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海边春秋
百花文艺出版社、海峡文

艺出版社

唐五代文编年史（5册） 黄山书社

孔府珍藏（3册） 山东美术出版社

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画论大观（10册）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黄宾虹文集全编（7册） 荣宝斋出版社

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 河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首饰史（全 3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中国音乐词典（增订版） 人民音乐出版社

敦煌艺术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五台山文化遗产（11册） 三晋出版社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6册） 青岛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本（5册） 人民邮电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花儿与歌声 海燕出版社

有鸽子的夏天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蓝盔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青少年科学实验出版工程（5册） 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

别让太阳掉下来 中国和平出版社

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6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童年在中国”系列（5册） 明天出版社

方以智全书（10册） 黄山书社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17册） 中华书局

辽史（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5册） 中华书局

日本所藏稀见明人诗文总集汇刊（第 1辑）（41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25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清词·嘉道卷（30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子弹库帛书（2册） 文物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16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46函 510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1—10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名 出版单位

实用维吾尔人名手册（维吾尔文、汉文）
新疆人民出版总社、新疆

人民出版社

西南彝志（第一辑至第七辑）（7册） 贵州民族出版社

文学传统与文化交流：蒙古文学研究拾璀（上、下）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藏族历代文学经典文库（20卷） 青海民族出版社

藏文通用词典 甘肃民族出版社

二、期刊奖提名奖（40种）

刊名 主办单位

学术界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民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东南学术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紫禁城 故宫博物院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南京大学

社会科学战线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人民论坛 人民日报社



刊名 主办单位

前线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党建研究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

人民教育 中国教育报刊社

保密工作 金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纪检监察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

中国老区建设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中国老区建设促

进会、北京科学技术期刊学会

中学生阅读 河南教育报刊社

解放军画报 解放军报社

世界知识 世界知识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江苏社会科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国激光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

国光学学会

中国科学院院刊 中国科学院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南大学

丝绸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丝绸协会、中国纺织

信息中心

气象学报 中国气象学会



刊名 主办单位

分析化学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国化

学会

中华护理杂志 中华护理学会

运动与健康科学（英文） 上海体育学院

石油勘探与开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

院、中国石油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摩擦（英文） 清华大学

纳微快报（英文） 上海交通大学

分子植物（英文）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 上海大学、中国力学学会

交通运输工程学报 长安大学

复合材料学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无线电 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公司

蛋白质与细胞（英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生物物理

学会

神经科学通报（英文版）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

心、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测绘通报 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网技术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三、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提名奖（37 种）

（一）音像制品（18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制作单位

中国乡村变迁记 中国农影音像出版社 中国农影音像出版社

逐梦山海
海峡世纪（福建）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

海峡世纪（福建）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

百年中医传承录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 广东广播电视台

红军日记中的长征 辽宁音像出版社 辽宁音像出版社

人民军队忠于党 太平洋影音公司 太平洋影音公司

红色家书 英华电子音像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守护神圣国土 建设幸福家园 雪域音像电子出版社 雪域音像电子出版社

中国室内设计艺术千年回眸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烨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华经典文化盲童听书馆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

声声入耳——少儿学国学系列 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生命的起源与演化 国家开放大学音像出版社 国家开放大学音像出版社

凤鸣东方——中国歌剧百

年经典
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儿童歌曲百年经典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上海工匠（三季） 华东师范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东方卫视《大爱东方》栏目组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制作单位

中央乐团四十年（1956—
1996）代表录音作品集

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

南音指谱大全 福建省文艺音像出版社 福建省文艺音像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艺术长廊器乐系列 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

（二）电子出版物（8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制作单位

长征——不朽的征程 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 南京奇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三峡影像记录

（中英文对照版）

重庆天健电子音像出版

有限公司

重庆天健电子音像出版

有限公司

匠心 河北冠林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河北冠林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数字中国古代教育史
南京大学电子音像出版

社、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南京大学多媒体科学与教育

制作中心、南京视距数字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兆物数字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汉画像石粹编

（中英文）
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师范

大学、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黄梅小镇——中国黄梅戏

富媒体数据库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

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
河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

社、故宫出版社
河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



（三）网络出版物（11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运营单位

传国功匠
南京大众书网图书文化

有限公司

南京大众书网图书文化

有限公司、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长干里
南京分布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南京分布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情暖三坊七巷 北京金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影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课程出版云平台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悦”系列知识服务产品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ECR教育资源云平台
天闻数媒科技（湖南）

有限公司

天闻数媒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叛逆者》有声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VR《永乐大典》序篇——《旷

世宏编 文献大成》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图云创智能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流浪地球——刘慈欣经

典作品集》有声书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问道国学》APP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最

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民科学素质动漫微视频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印刷复制奖提名奖（20种）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 出版单位

伟大的变革(1978—2018):庆祝

改革开放 4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

文集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
学习出版社

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 安徽新华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景德镇陶瓷史料（1949—2019）
（全 3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

任公司
江西人民出版社

刘大年全集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湖北人民出版社

新疆植物志(五)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

东)有限公司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藏族金工艺术 四川嘉乐印务有限公司 四川美术出版社

大足石刻全集 第一卷 北山佛湾

石窟第 1—100号考古报告(下册)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

刷有限公司

重庆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亚洲象行为学研究
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深圳市地图集
中煤地西安地图印制

有限公司
中国地图出版社

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

有限公司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史前动物百科图谱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

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

版社

上海博物馆藏碑帖珍本丛刊第

一辑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

限公司
上海书画出版社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 出版单位

黄道周书法艺术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

限公司
福建美术出版社

重广补校：黃帝内经素问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海洋法译丛（14卷）
青岛国彩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出版社

兵团年鉴（2020年卷第 35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

刷厂
兵团年鉴社

晴雨楼藏砚馆精选：宋砚五十品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
西泠印社出版社

呦呦鹿鸣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美术出版社

求是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

限公司
求是杂志社

我的祖国（光盘）
大连华录影音实业有

限公司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

公司

五、装帧设计奖提名奖（20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设计者

普通高中教科书（必修） 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蓓、吕旻等

沈阳市文物志 沈阳出版社 IDEA·SL、李赫

丝绸之路全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 舒刚卫、刘清霞、王萌

三重阶·当代中国手工艺学术提

名展作品
山东美术出版社

韩湛宁、亚洲铜设计

顾问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设计者

北京史诗·重大历史题材中国人物画 人民美术出版社 徐洁

唐五代木构建筑实例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春声

纸上谈缤：中华纸文化当代艺术展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应金飞、章利民

和风景的对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陶雷

仫佬族地区文书古籍影印校注 广西教育出版社 鲍翰

纸上明韵：松乔中式家具制作工法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王俊

评论与被评论：关于中国当代

建筑的讨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张悟静

穿在身上的历史：世界服饰图鉴 中国画报出版社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彩虹汉字丛书（盲文版）·触摸

阳光草木
山东友谊出版社 姜海涛、蔡立国

中国唐卡文化档案·昌都卷 青岛出版社 张亚静

中国戏曲画脸全谱（全三册） 朝华出版社 刘金川、老村

二十四节气花笺纸 海燕出版社 韩青

说戏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曲闵民、蒋茜

红色家书 党建读物出版社 艺达创展

中华传统手工艺保护丛书·绣娘 人民邮电出版社 徐端端

论语——中国经典名著诵读

汉英对照

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

版社
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