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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文明 黄婷）

四月好时光，莫负读书时。 4

月 12 日，2019 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

州开幕，揭晓“2018 年度中国十佳数字

阅读城市”， 广州以 55.53 分首次入选。

会上发布的《2018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

皮书》显示，中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

已达到 254.5 亿，同比增长 19.6%，大众

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九成， 是产业发展

主导力量。

全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 4.3亿

本次大会期间，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

版协会发布了《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

书》，白皮书从“政策”“产业”“趋势”三个

篇章，系统梳理了 2018 年党和国家在数

字阅读领域的政策部署， 并从市场、内

容、用户、趋势等多个维度呈现 2018 年

中国数字阅读产业的发展现状、 用户行

为习惯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白皮书显示，截至去年，我国数字阅

读用户总量达到 4.3 亿， 人均数字阅读

量达 12.4 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达 71.3

分钟。其中，数字阅读用户的行为偏好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变化，14~18 岁以

人群偏好青春校园类题材， 且呈现高时

长、高频率的阅读习惯；25~30 岁的人群

偏爱职场商战类内容， 人均年阅读量

13.22 本， 超过数字阅读用户的平均水

平。题材上，立体多样的现实主义题材更

受用户欢迎，都市生活、职场商战类的网

络原创内容受到热捧。

数字阅读用户的行为偏好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不断变化，14~18 岁以人群偏

好青春校园类题材，且呈现高时长、高频

率的阅读习惯；25~30 岁的人群偏爱职

场商战类内容，人均年阅读量 13.22 本，

超过数字阅读用户的平均水平。

广州首次入选年度十佳阅读城市

本届大会同时揭晓了“2018 年度中

国十佳数字阅读城市”， 北京、 杭州、成

都、太原、宁波、上海、厦门、乌鲁木齐、济

南、广州荣获十佳数字阅读城市称号。

据了解， 数字阅读十佳城市排名由

各城市数字阅读指数决定， 该指数综合

了该城市的大众阅读指数、 有声阅读指

数以及期刊阅读指数， 各细分指数按照

数字阅读用户增长率、用户渗透率、月人

均浏览量，月人均付费数、月人均阅读天

数等指标加权计算得出， 彰显着该城市

的数字阅读发展状况。

据悉，作为首次入选，广州 2018 年

度城市数字阅读指数为 55.53。组委会公

布的入选评语中显示，近年来，广州制定

实施了《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规划

（2015-2020）》。同时，广州还拥有全国领

先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目前已累计建成

全民阅读“阵地”5300 多个，图书馆 156

座，形成了全方位、立体性、互联互通的

公共图书网络。 广州举办“书香羊城”广

州读书月活动，开展十大好书评选；打造

“经典诵读”“开卷广州” 等系列活动，创

建“书香公园”“广州市最美阅读空间”等

示范场所；树立“羊城学堂”“广州讲坛”

等经典阅读品牌， 全方位精心打造书香

羊城。

在数字阅读方面， 记者从广州图书

馆了解到，2018 年， 广州图书馆各项数

字化服务都有不俗表现，自购数据库 37

个， 各渠道数字资源下载、 浏览量达

7215.9 万篇/册次；首页点击量（含官网、

微信功能菜单）达 1389.3 万次，日均点

击量 3.8 万次； 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达

62.4 万人；数字化平台图书续借量 277.2

万册，占全年自助续借总量的 99.8%。

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开幕

广州入选“十佳数字阅读城市”

2018

年度

中国十佳数字阅读项目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党员

小书包”智慧党建项目、中信书院

APP 项目、阅文现实主义题材精品

阅读项目、得到 App“每天听本书”

知识工程、新一代万方数据库知识

服务平台、咪咕文学院项目、“阅读

重庆” 全民阅读综合服务平台、中

国青年阅读指数项目、《科普中国》

数字阅读工程

2018

年度

中国十佳数字阅读作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三十讲》 《大江大河四部曲》

《哲学与人生》《网络英雄传Ⅱ：引

力场》《宁家女儿》《聪老师的世

界音乐之旅》《明月度关山》《老妈

有喜》《茗香赋·陆羽传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黄于穗 肖伶 李周耿）

昨日， 广州高新

区、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与香港新华集

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总投资

将不少于 100 亿元。 据悉，合作内容当

中包括在广州开发区西区共同建设穗

港智造特别合作区，将其建设成为内地

与香港规则相互衔接的粤港澳大湾区

制度创新先行区，创造国际一流的投资

环境。

此次广州高新区、 广州开发区、黄

埔区联手国际化知名集团公司香港新

华集团，未来双方将在新兴产业、科技

创新等领域展开系列合作，实现优势叠

加。 香港新华集团还将在广州开发区西

区设立新华集团华南区总部、企业大湾

区总部办公区、 智能交易及服务中心、

人工智能体验中心、水陆交通枢纽。

此外，香港新华集团将在广州开发

区西区设立新华集团华南区总部、企业

大湾区总部办公区、智能交易及服务中

心、人工智能体验中心、水陆交通枢纽

等，充分发挥运用集团在香港工商界的

影响力和网络资源，聚焦生物医药大健

康、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导入香港再工业化

项目。

香港新华集团在广州高新区、广州

开发区、黄埔区设立的穗港创新合作集

聚中心于当天揭牌。 该中心将重点推进

高新技术、 文化创意等成果加速孵化，

深化穗港两地的科技合作，助力该区引

领建设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完善跨

区域协同创新，共创共享机制，打通香

港科研成果在穗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构建产业化链条。

穗港智造特别合作区落户广州高新区

将建设成为内地与香港规则相互衔接的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先行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陈白虹 ）

昨日，2019 年港澳青年学生

南沙“百企千人”实习计划发布会在南

沙举办。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19 年

南沙“百企千人”实习计划将为港澳学

生提供超 1200 个实习岗位， 吸引港澳

青年学生来南沙实习。

据了解，“百企千人” 实习计划于

2015 年启动， 常态化接纳千名港澳青

年学生到南沙开展实习见习，持续培育

港澳青年湾区发展的正向意愿。

南沙区青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实习计划将进一步提高岗位质量，结

合南沙产业发展方向和港澳青年学生

特点，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

顶尖行业中开发出逾 140 家实习单位，

如小马智行、科大讯飞、暗物智能等，共

提供超 1200 个实习岗位。 与往届实习

计划相比，今年实习规模进一步扩大，

聚焦“准大学生”群体，并巩固内地高校

生源，扩大吸引香港十大院校和港澳各

大院校以及在台湾高校就读的港澳青

年学生。 同时，南沙区进一步创新实习

形式，联合香港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澳

门中华教育会、 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

心分别发起香港准大学生“明日力量”

培养计划、 澳门内地高校保送生来南

沙课业辅导提升计划和澳门青年学生

社会调研课题实习计划， 不断提升实

习实践实效。 南沙区政协副主席余若

兰表示，南沙与港澳合作前景广阔、机

遇无限， 欢迎港澳青年来南沙实习交

流、创新创业、工作生活，共同携手打造

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此外，南沙区还将加快建设港澳青

年创业就业试验区，推动尽快出台《广

州南沙新区

（自贸片区）

鼓励、支持和促

进港澳青年学业、就业、创业与置业扶

持办法》，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青

年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举办 2019 年粤

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事务社工专题研修

班，通过一系列举措拓展港澳创新发展

空间，努力把南沙打造成为港澳青年湾

区创新创业的首选地和全面融入国家

的中转站。

信息时报讯

4月15日是我国第四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以“坚决守好

国家安全‘南大门’”为主题的2019年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览于今日在

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开展。

本次展览由省委国安办、 省委宣

传部、 省国家安全厅、 市委国安办主

办，市委宣传部、市国家安全局、广州

日报报业集团、 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协

办。 展览共分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居安思危警

钟长鸣”“国家安全共建共享” 等四方

面内容，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集中宣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

本次展览对公众免费开放， 展示

时间持续到4月28日。省市机关团体单

位可通过预约方式参观， 明日起市民

个人也可前往参观且无需预约。

广大市民可通过现场参观展览扫

二维码或关注广州日报官微推出的网

络互动H5答题参与活动。

南沙打造港澳青年湾区创新创业首选地

今年“百企千人”实习计划将为港澳学生提供超1200个实习岗位

国家安全教育展览今在

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展出

昨日 ，

2019

年 港 澳 青 年 学

生南沙 “百企千

人 ”实习计划发

布 会 在 南 沙 举

办。

信息时报记者

康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