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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与特征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期刊业发展回望
王润珏　张　晓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北京，100024）（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北京，100024）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里，中国期刊业的产业

化发展与体制改革同步发生。文章将中国期刊业的

发展置于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社会发展和传媒业变

迁的整体背景之下，按照时序性逻辑，采用文献法、

数据统计等研究方法，回顾发展路径，总结发展特征，

归纳发展模式，预判发展趋势。

1　第一个十年（1978—1987）：行业复苏与增量发展

1.1　经营性业务重开：“自上而下”激发行业复苏活力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步入了计

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新阶段，

期刊业的体制改革亦由此起步。1978 年，由《人民

日报》等首都 8 家报纸共同向国家财政部提交报告，

申请在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对

这一联名报告的批准成为对我国期刊业发展模式产

生重大影响的“双轨制”制度选择的初始起点，我

国期刊业的市场化探索亦以此为始。1979 年 11 月，

中宣部发布《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

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期刊经营性行为首次获得政

策层面的认可，由此激发了传媒的市场活力，传媒

业的经济属性也随之逐渐释放出来。

1978 年至 1979 年复刊的期刊包括《中国青年》

《收获》《故事会》等知名刊物 ；同时也有一批重要

刊物先后创立，包括《新华文摘》的前身《新华月

报》文摘版、《读书》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978 年全国期刊出版种数增至 930 种，每期出版印

数 6200.1 万册，分别较上年增长 48% 和 43%。此时，

期刊业增长以恢复性发展为主，发行种类恢复到“文

革”以前的水平 [1]。青年类期刊的兴起成为 1978 年

至 1988 年最具时代特色的期刊类型化发展动向。其

中，1984 年《青年一代》的每期平均印数一度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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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1 万册，甚至超过同年《故事会》的印数 [2]。

1.2　自办发行：“实践先行”的自发改革尝试

1952 年，《邮电部、出版总署关于改进出版物

发行工作的联合决定》规定“定期出版物（包含报纸、

杂志）的总发行由邮局负责”，由此形成了运行多

年的报刊“邮发合一”模式，即，征订、投递工作

都由邮局承担。随着期刊业的复苏，邮政系统发行

能力的增速与期刊发行数量增速不匹配的矛盾日益

突出。到 1984 年，邮政报刊期发能力与报纸和期

刊每期出版印数之间的差距超过 8500 万份，期刊

的发行范围、发行收入严重受限。另一方面，不断

上涨的纸张价格、印刷价格和邮局发行费率对期刊

社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期刊业的复苏面临挑战，

发行方式变革呼之欲出。

表 1　期刊、报纸出版数量与邮发数量（1978—1984）[3]

年  度 1978 年 1979 年 1980 年 1981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84 年

期刊每期出版印数（万份） 6200.1 7960.2 10298.4 13095.6 13885.2 15995.4 20440.2

报纸每期出版印数（万份） 4280.1 4761.5 6236 7152.2 8074.3 9611.3 16246.2

邮政报刊期发数（万份） 11250 12680.4 16431 18124.1 19598.2 22932.7 28140.9

每期邮发数量差额（万份） 769.8 -41.3 -103.4 -2123.7 -2361.3 -2674 -8545.5

1983 年 4 月，吉林日报主办的《东西南北》文

摘月刊筹备出刊，决定采用自办发行的方式“试一试、

闯一闯”，结果创刊号便发行了 20 万册 [4]。1984 年

8 月，邮电部报刊发行局对报刊发行渠道的《设想意

见》提出“广开发行渠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是邮电局使用社会力量，办理报刊代订、代销、代投；

二是允许有更多的发行系统同邮电局同时发行报刊，

鼓励社会有关部门组建多渠道发行系统，让报刊社

择优选定，形成社会竞争”[5]。1986 年 12 月，《邮

政法》颁布，允许报刊自主定价、自办发行。数据

显示，1987 年新创办期刊 176 种，由内部发行转为

公开发行 148 种，共计 324 种。其中邮局发行比例

为 24%，编辑部自办发行比例为 64.5%，其他发行

方式占比 11.4% [6]。自办发行逐渐成为期刊发行的

主要方式。

“自办发行”不仅在当时拓宽了期刊的发行范围，

解决了编辑部的

经济困难，还有

着更为深远的影

响 ：在杂志社内

部，发行工作由

编辑的兼职变为

专职岗位，发行

部成为负责期刊

与市场对接的独

立部门，从而推

动机构内部的组

织结构和管理体

制调整 ；从行业

发展来看，随着期刊发行量和发行范围的扩大，自办

发行工作经历了由最初的直接发行、发行员提成发

行，到专业发行机构设立的发展历程，发行工作的

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成为产业链结

构中的重要环节和期刊出版机构多元化经营的突破

口之一。

2　第二个十年（1988—1997）：产业属性显现与数

字化进程初启

1988—1990 年，国内通货膨胀和东欧剧变相继

发生，出现了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之声，其中包括对“媒

介的商品性和能否实行市场化运作”的争论 [7]。受

此影响，期刊业的复苏出现短暂停滞，1990 年，期

刊出版种数与每期平均印数呈现“双降”。

199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

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包括广播电视、图书出版等传

媒业相关领域被明确纳入其中，传媒业的产业属性

首次得到政策层面的认可。中国期刊业由“复苏”

进入“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年，创刊于 1988 年的

《女友》杂志正式改为大开本发行，其改版宣言的广

告语为“1992，中国期刊新转折”。

2.1　产品化、品牌化：期刊经营思路的发展与创新

1993 年创刊的《时尚》开启了中国期刊产品化、

品牌化经营的新阶段。《时尚》的目标受众瞄准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兴起的“白领阶层”，定位为综合

性精品杂志，定价 10 元，成为当年定价最高的期刊。

《时尚》的创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将杂志视为产品，

精心设计包括内容、标识、印刷、纸张、装订等所

有细节 ；二是高度重视广告经营，真正构建起“广

告 + 发行”的双重市场运作方式 ；三是以企业思维图 1　《东西南北》创刊号封面

专论

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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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媒体，从产品、业务、合作方式等方面积极探

索多元化经营的可能，包括组建广告公司、建设实

体书店等。也正是这些基因，使得时尚集团在数年

后成为我国首个以杂志品牌为源头的大型文化传媒

集团。

同时，在“产品化”的经营思路影响下，期刊

业出现了新的产品形态——“周刊”。随着《三联生

活周刊》《新周刊》《新闻周刊》等一系列时事生活

类周刊的问世，一方面缩短了期刊的出刊周期，从

而推动编辑部以及印刷、发行各环节运作方式的优

化 ；另一方面，“周刊”大幅提高了期刊的时效性，

以一种比报纸文章更系统、更深入的形式分析和报

道新闻事件。由此，新闻类周刊成为以社会学视角

理解和解读时事的重要力量，其议程设置能力、舆

论引导能力逐步凸显，期刊对报纸、电视等其他媒

体的影响力以及对社会发展的介入程度也随之提升。

2.2　信息化、网络化：技术创新带来期刊业发展新

路径

随 着 1983 年 互 联 网 的 诞 生 和 1990 年 代 中 期

MPEG、DVD、CD 等数据格式相继出现，信息化浪

潮席卷全球传媒业。1994 年 4 月，我国自主研发的彩

色桌面系统“北大方正彩色出版系统”通过鉴定，中

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8]，我国期刊业的信息化、网

络化发展之路随之开启，先后发生了四个重要变化。

一是网络期刊与期刊上网热潮兴起。1995 年 1

月 12 日，中国第一份中文电子杂志《神州学人周

刊》（China Scholars Abroad ， CHISA）电子版正式

通过互联网发行。到 1996 年底，已有《中国集邮》

《大众摄影》《证券市场》《今日上海》等 20 余种杂

志的电子版在互联网发行，并出现了第一份只在网

上出版发行的英文学术刊物《非线形科学与数值模

拟 通 信 》（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 

NUMERRICAL SIMULATION）。

二是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印前技术的快速

发展在大幅提高期刊印刷效率的同时，逐渐实现创

意设计、文字照排、图像分色等多重功能的整合，

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工作流程和岗位职能。

三是产业链结构中首次出现“内容集成商”。

1996 年，北京易迈电子邮件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的

新闻出版界联合成立中国电子报刊联机服务中心，

提供电子报刊的上网技术服务。这也成为我国第一

家专门从事网络媒介内容资源集成服务的 ISP 公司。

四是管理方式的网络化转型。1995 年 9 月 5 日， 

新闻出版署决定启动“中国新闻出版管理信息网”

的建设，使得期刊业的远程数据库管理成为可能。

3　第三个十年（1998—2007）：行业格局重构与深

层改革探索

1998 年 3 月 10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同

时也提出三年后大多数事业单位要实行自收自支的

规划。同属事业单位的报社、电视台包括其中，这

也意味着中国期刊业正式步入全面市场化阶段。“资

本化”“集团化”“转企改制”成为改革开放第三个

十年里期刊业发展的主题词，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1　集团化：政府主导下的行业格局重构

1992 年 4 月 27—29 日，新闻出版署在烟台召

开部分（15 个省、市）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先期

讨论深化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并初步形

成开展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集团建设试点的方案。

1999 年 2 月，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正式成立，业务范围涉及图书、期刊、报纸

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中外书摘》《看图说话》《语

文学习》《译文》《外国文艺》等数十种期刊。 

2001—2002 年，国家先后出台了系列重要文件，

对新闻出版业的体制改革和集团化的实践探索提供

指导 [9]，由此期刊业被纳入新闻出版业的整体规划

之中，开始“集团化”的改革进程。到 2004 年底，

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成立出版集团 16 家，资产总

额 517 亿 [10]。其中，2002 年成立的家庭期刊集团和

2006 年成立的读者出版集团、知音传媒集团是我国

最具代表性的三家期刊类集团。

期刊出版集团的广泛建立，有效提高了市场资

源的集中度，扩大了市场主体的规模，由此推动市

场竞争格局由期刊之间的竞争转化为集团之间的竞

争，也标志着我国期刊业进入集约化发展的新阶段。

3.2　事业、企业两分开：触及“产权”的深度改革

实践

2003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公益性文化事业”

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划分方法，并确立第一批

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和地区。在参与试点的 35

家单位中，新闻出版系统 21 家 （包括 8 家新闻单位、

7 家出版社和 6 家发行单位），占总数的 60% [11]。

2004 年 4 月 5 日，中国出版集团成为首个被批

准改制的国有出版集团 [12]。中国出版集团“企业”

身份的确立，对旗下期刊的经营带来两个方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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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得以导入，管理体制、

经营方式、绩效考核等方面的机制随之发生重大变

化 ；二是集团总部与期刊所属的成员单位之间的关

系转变为出资人关系，成员单位由此获得更大的经

营自主权。

体制改革也为股权投资和上市融资提供了空间。

2005 年 7 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出版发

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提出“鼓励出版集团

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

门、跨行业并购、重组，建立必要的经营性分支机

构。推动有条件的出版、发行集团公司上市融资”[13]。

2005 年 11 月 26 日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正式

挂牌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出版领域的股份有限公

司 ；12 月 21 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的整

体上市。2007 年年报显示，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期刊业务收入为 62.5 万元 [14]。

4　第四个十年（2008—2017）：步入产业化发展与

融媒体转型的新阶段

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普及，

“产业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成为期刊业近十年发展

的主题。

4.1　体制改革加速期刊业产业化发展

2009 年 3 月，新 闻 出 版 总 署 出 台《关 于 进 一

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非

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要全部转制为企业”“到 2009

年，企业法人单位占新闻出版业法人单位总数的

96.3%”
[15]。到 2010 年，全国 580 家出版社，除盲

文、少数民族文字等出版社和军队出版社保留事业

单位性质外，528 家经营性出版社中有 435 家已经

完成转企改制，93 家正在进行转企改制 ；全国已有

1069 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登记或转制为企业法

人 [16]。2012 年第二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

制和非独立法人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启动。同

年 10 月 24 日，《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工作情况的报告》中通报了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进展，指出全国 3388 种非时政类

报刊已有 3271 种完成转企改制，占总数的 96.5%。

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工作基本完成 [17]。

随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和基本完成，我国期刊

行业步入产业化发展的快车道。2010 年开始，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每年发布新闻出版产业发展报告。

首期报告显示，2009 年全国共出版期刊 9851 种，

期 刊 出 版（包 括 相 关 广 告 业 务）总 产 出 150.3 亿

元，实现增加值 70.2 亿元，营业收入 146.0 亿元，

利润（结余）总额 12.4 亿元。期刊出版从业人数

8.78 万人。五家期刊集团的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7.1

亿元，仅占全国期刊出版主营业务收入的 5.3% [18]。

随后几年，期刊出版的营业收入保持了持续增长的

态势。2012 年，我国期刊出版营业收入突破两百

亿，达 220.9 亿元，并创下近 10 年来最高年度增幅，

35.8% [19]。

 图 2　期刊出版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变化态势（2009—2016）[20]

4.2　行业拐点倒逼融媒体转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出

版业。在数字化发展前期，我国期刊业正处于体制

改革和大众文化消费增长带来的市场红利集中释放

阶段，新媒体对期刊市场的影响尚不明显。2013 年

是我国期刊业整体经营态势的拐点年，尽管全年期

刊出版行业的营业收入保持了 0.5% 的微弱增幅，但

印数、总印张数分别出现 2.3% 和 0.7% 的降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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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开始，全国期刊的总印数、总印张数、营

业收入、利润总额等指标均显示连续下降的趋势 ；

2015 年以后期刊业陆续出现停刊、停止纸质版发行

等现象。融媒体时代期刊行业的生存模式转型路径

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期刊行业数字化实践以 2014 年前后为分水岭，

经历了探索期和突破期两个阶段，其中 2014 年 8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期刊

业的数字化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探索期的期刊业

数字化实践是尝试性的，将其作为拓展纸质出版物

影响力的辅助性传播渠道，具体方式包括开设网站、

微博认证号、微信公众号（服务号），部分期刊还研

发了自有 App 等。突破期的数字化实践转向“融媒

体产品化”阶段，数字业务在保留与母刊和出版社

之间关联的基础上，具备了更多的独立性，并突破

了新媒体端与期刊之间“一对一”的关联方式，对

新的盈利模式的探索成为这一时期期刊业数字化实

践的重要目标。例如，上海报业集团推出的新媒体

业务“澎湃”“界面”，分别整合了集团内部报纸、

期刊的时政和财经资源，并采用与其他新闻客户端

不同的“细分人群”“深耕内容”策略，成为我国新

闻类 App 行业中的特色性产品。“松果生活”则是

《三联生活周刊》基于对读者人群特征和偏好的分析，

打造的精致生活方式聚合平台 App，不仅发布精选

阅读内容，还经常发起线下活动，进行 O2O 的商业

模式拓展。部分专业类期刊还进行了垂直领域的知

识付费业务的尝试，例如中国激光杂志社建设的中

国激光移动知识服务平台。

5　期刊业发展的路径特征与未来趋势

5.1　我国期刊业发展的路径特征

5.1.1　深度嵌入中国社会经济改革与变迁的路径

总体来看，期刊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了中国社会

变迁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 ：不同时代的制度安排

与改革重点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文

化体制改革的总体安排 ；不同类型期刊的兴衰、销

量的消长直观地反映了不同时期我国公众的文化消

费需求、消费水平和消费偏好 ；期刊出版机构的经

营方式转型、组织结构调整的过程，期刊市场对外

开放程度的变化等方面则表现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文化产业发展目标和进程的一致性。

5.1.2　制度、市场、技术：三重动力助推行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期刊业在制度、市场、技术的

共同作用下实现复苏、发展和转型。三种因素在不

同阶段又呈现交替主导、相互促进的状态。

制度因素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行业复苏的初期和

转折期，设定了期刊业发展的初始路径，例如，“党

和人民喉舌”功能定位、产权公有制、媒介机构事

业单位和人员事业编制归属，以及人员、资金、设

备等资源的配置方式。此后，政府以制度供给的形

式推动行业改革，引导市场和传媒机构的发展方向 ：

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到“采编与经营剥离”，

再到“事业、产业两分开”“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

制”。

市场因素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发展期，呈现“自

下而上”的特征，又可细分为资本收益和经营收益

两种驱动力量。市场因素激发了期刊出版、发行、

经营机构的开展多样化业务经营实践主观能动性，

如自办发行、新产品开发（周刊、网络期刊、融媒

体产品等）、品牌化经营、跨国版权合作等。

技术因素的作用体现为对行业发展模式的改变

和重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业经历的技术变

革发生于全球信息化背景下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电子出版系统的应用带来期刊业印刷技术和生产效

率的跨越式发展 ；当下正在发生的“数字化转型”

则是涉及产品形态、期刊业态、企业生存运作方式

的颠覆式重构，也由此催生了新的制度需求和资金

需求。

5.2　我国期刊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5.2.1　融媒体产品竞争力、国际市场竞争实力仍需加强

与其他国家期刊行业一样，我国期刊业的数字

化“大考”并未结束。尽管近年来数字出版一直是

我国出版业增幅最快的领域，但近五年来数字出版

营收增长率持续下降的态势值得警惕。期刊业还将

在近期面临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出版规

律变化等挑战 [21]。

在数字媒体时代，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媒体

的跨国经营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市场竞争态

势更加激烈，对我国期刊的融媒体产品竞争力和

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提出了挑战。当前，增加融

媒体产品开发投入、加大版权保护力度、提高版权

运营能力、探索多元化国际合作方式是可供参考的

发展方式。

5.2.2　管理归口调整凸显新时代的新期待

2018 年 3 月 1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4 月 16 日，国家新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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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署、国家电影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揭牌。

随着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期刊业的管理

归口由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调整为中宣部。这一管

理归口的调整体现了国家对期刊业传播能力（特别

是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产业竞争实力的提高的

期待。从行业层面来看，有声期刊出版、专业数据

库平台服务、与互联网平台的版权合作等初露端倪

的发展方向都显现出可观的市场潜力。可以预见的

是，我国期刊业将在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掀开新的发

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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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册）

期刊进口金额
（万美元）

进出口贸易差额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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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88.07 544.35 396.68 14232.07 -13687.7

2015 240.35 461.64 357.66 14323.1 -13861.5

2016 265.69 443.78 338.37 14137.21 -13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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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卷首语》）

市场意识和人才意识等，这些极具个人色彩的特性，为企业的现代性注入了应有的活力。可以说，商务印书

馆的早期发展是与作为开创者和总经理的夏瑞芳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密不可分的”。其实，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的出版企业家群体中，像陆费逵、邹韬奋、王云五、沈知方、章锡琛、李小峰、吴朗西等人，都是在出版领

域勇于创业，在具体出版实践中敢于创新和开拓的。

作为价值型企业的出版是名山事业，出版企业家从事的是“书比人长寿”的不朽事业。如何专注品质、

追求卓越就显得异常重要。这种内容为王、品质至上、追求卓越的企业家精神在近现代优秀出版企业家那里

也是可圈可点的。《意见》强调，要引导企业家弘扬工匠精神。建立健全质量激励制度，强化企业家“以质取胜”

的战略意识，鼓励企业家专注专长领域，加强企业质量管理，立志于“百年老店”持久经营与传承，把产品

和服务做精做细，以工匠精神保证质量、效用和信誉。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在这些方面曾经有过良好的表现，

企业家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确保产品质量，提供优质服务，力求精益求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之所以成为“百年老店”，正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杰出企业家恪尽职守，不断守正出新，是企业以质量铸就品牌、

以服务赢得信誉的结果。以商务为龙头，为代表，出版企业通过先进的、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发展，

为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今的中国出版正行进在由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道路上，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时代呼

唤职业化的出版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精神的回归和焕发。现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出版人自身也有责任和义务勇于担当，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创造出版事业和产业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