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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

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
——亚太地区专注于童书出版
及儿童内容的专业展会

自2013年创办以来，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
（CC B F）迅 速 确 立 了 其 在 国 际 出 版 市 场 上

日 益 显 著 的 重 要 地 位，在 八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中，CCBF紧紧围绕“与世界和未来在一起”的
主题，为童书版权贸易、营销发行及跨界合作
提供了卓越的交流平台，为提高儿童文学质量
以及推广少儿阅读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18
年起，CCBF携手全球最具规模的意大利博洛
尼亚国际童书展（BCBF），以行业领先的专业
知识、丰富的办展经验、海量的优质资源，更好
地服务于中国出版业“走出去”、“引进来”的发
展战略，将中国优秀的原创内容推向世界，同
时将最好的国际作品带给中国的读者们。

2021年CCBF将于11月19日至21日在上海世
博展览馆举办，展览面积为25,000平方米，预
计将吸引超过450家国内外童书出版商与儿
童内容相关企业参与。

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CCBF
依然着力保持其国际性及专业性，积极探索   

“线下落地、线上同步”即线下线上融合的书展模式。在疫情防
控措施到位、活动举办安全有序的前提下，线下展览顺利举办，
共吸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386家展商参展，海外展商99家；
来自12个国家的83位特邀嘉宾参与了57场官方活动；展会三天
进行线下参观的观众达到18,963名，其中包括来自17个国家和
地区的8,305名专业观众。同时线上商贸配对及线上各类活动参
与和观看量突破52万人次，标志着童书行业开启互联互通与协
作的新时代。

CCBF将出版商、版权代理、作者、插画师、译者、平面设计师、内
容开发者、印刷商、发行商、书店及其他销售渠道、数字/多媒体
企业、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商、动画/影视/游戏制作方、品牌授权商
与被授权商、阅读推广人与机构、教育培训机构、文化机构、图书
管理员、专业媒体、教师和儿童文学爱好者汇聚一堂，呈现了一
场高品质的全球童书出版文化全产业链盛会。

CCBF举办的同期活动亦是亮点纷呈，包括官方专业论坛与会
议、国际出版人上海访问计划（SHVIP）、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
大赛与插画展、插画师生存角、“童书+”主题书籍特展、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以及城市联动等一系列中外童书出版及创作交流
和阅读推广活动。

日期
2021年11月19至21日

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H1馆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路
1099号



为何参展？

尽享全产业链覆盖的商业解决方案
CCBF以业务需求为核心，搭建覆盖全产业链的商贸与交流
平台。展会串联起国内外出版商与内容开发者、印刷包装
商、发行商、各类型图书采购方，以及营销推广机构等产业
链上下游，开发点对点的商业解决方案，包括：版权贸易、合
作出版、图书销售、供应链建设等更多服务。

发掘中国及亚太地区的
新锐力量
通过举办一系列丰富的活动，CCBF汇聚
众多业内翘楚和后起之秀。为发掘世界
级作家、插画家、译者、编辑及其他内容
创作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探索上海充满生机的文化
魅力
CCBF将在展期之外，持续发掘上海具有价
值的阅读空间，策划呈现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并在美学、教育、时尚、生活等不
同领域实现跨界，吸引广大童书与儿童文学
爱好者们参与并互动，开发文化多样性，共
享阅读时光的无限欢乐。

拓展儿童内容关联产业，赋能童书出版业 
在深耕童书出版领域的同时，CCBF致力于拓展以儿童内容为核心的
关联产业，包括数字多媒体内容产品及服务、IP授权及衍生开发、影
视动画游戏制作、儿童教育与培训，以及少儿生活方式等领域。

共享日益繁荣的中国童书市场
作为全世界发展最为迅猛的童书市场之一，每年出版新书超过20,000种，动销品种多达30万种。
中国拥有3.67亿少年儿童，随着“二胎政策”的大力推行、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以及下沉市场的
需求觉醒，中国市场对童书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创新升级，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CCBF以不断创新的理念，为众多无法亲临现场的海外展商提供多样化
的参展方案，搭建国内外在线贸易通道，实现全球版权交流无阻碍。中
国经济迸发出的活力，吸引全球目光，秉持“走出去”、“引进来”，鼓励
原创，在品种、数量、跨界、衍生等方面呈现更多展品，满足国内外观众
的不同采购需求。

联接全球出版业界的专业
人士
CCBF提供一个与全球各地出版商、代理、内
容开发者等各类业界专业人士会面的绝佳平
台。问候老友、结交新朋，分享交流全球各地
的童书资讯，了解学习不同区域市场的发展
趋势，探索和发现童书出版及儿童内容产业
的潜力与机会。

融入亚太地区童书版权贸易
市场
CCBF是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唯一专注于儿童内
容的专业展会，这使上海成为无与伦比的童书
版权与儿童内容衍生开发的中心。CCBF帮助
您探索并深入了解中国及亚太地区这一令人兴
奋、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儿童内容市场。



观众类别
• 出版商/出版社/出版人
• 数字/多媒体企业
• 发行经销商/图书进出口商
• 书店及其他销售渠道
• 内容开发者
• 代理/书探
• 教育培训专业人士
• 阅读推广人/机构
• 图书馆工作人员
• 插画师/作家/译者
• 平面设计师
• 学者/评论家
• 品牌授权商和被授权商
• 文化艺术机构
• 软件/游戏/动画/影视制作
• 政府机构/使领馆/协会/媒体
• 衍生产品采购商/投资商/加盟商
• 印刷/包装/服务供应商
• 儿童用品类经销商
• 儿童文学爱好者 

展商类别 
• 出版商/出版社
• 版权及文学代理
• 内容开发者
• 发行经销商/图书进出口商
• 书店及其他销售渠道
• 印刷/包装企业
• 行业专业服务商
• 数字/多媒体企业
• 软件/游戏/动画/影视制作企业
• 教育培训机构
• 文化机构
• 教辅/文化用品企业
• 授权商和被授权商

行业社群交流

110,000+名 
微信粉丝

12,000+名
微博粉丝

400,000+次
CCBF官方网站访问量

600+种
数字营销组合包括
红人KOL、APP等

115,000+名 
全球范围内电子邮件的订阅者

1,900+篇
全球范围内的媒体报道

10+次
全球范围内主要书展和活动的参与

CCBF还将充分使用博洛尼亚童书展的
营销和推广资源。

解读中国童书市场

少儿图书市场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是近五年增速最快的细分
类市场之一，自2016年起成为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中码洋比重最
大的类别之后不断扩大占比份额，2020年码洋比重进一步增长
达28.31%。

近 些 年少儿图书市场中新书品 种数 呈现 稳定 且小 幅 下降趋
势，2020年出版新书品种数约20,000余种，全年动销品种达30
余万种，其中少儿文学、少儿科普百科和少儿绘本码洋占比排名
前三，分别为23.71%、21.42%和18.56%；少儿科普百科、低幼启
蒙和游戏益智的码洋比重实现增长。

中国拥有3.67亿儿童与青少年，对儿童与青少年书籍有着庞大的需求，“二胎政
策”的出台也有力地刺激了童书市场的发展。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社会、学
校和家庭对儿童阅读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下沉市场对儿童阅读的需求，
阅读数量和阅读质量都逐年增加。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2020年
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70.8亿元，同比下降5.08%。千禧年以来，中国图
书零售市场规模始终保持上涨趋势，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首次出现负
增长，但少儿类图书依旧保持正向增长，同比增长1.96%。



亮点前瞻

地域模式双突破，全球联通零距离
CCBF不断推陈出新，为无法亲临现场参展的海
外出版商提供远程参展方案，开辟“版权书籍展
示区”，使得“书在现场展示，人在线上交流”。编
辑和版权人员不出国门便可亲手翻阅海外新
书，感受图书触感，获得全方位的产品体验，通
过现场工作人员协助所记录的联系方式和合作
意向将于展后反馈给海外出版商。

配合使用“在线商务配对系统”，不仅可以在线
浏览参展企业的信息、重点产品和图书目录，更
可及时在线联络并预约展中展后线上视频会
议，进一步沟通需求，寻求合作机会。突破传统
展会的洽商模式以及地域限制，实现全球版权
交流无阻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和专业观
众共赴这场东方童书之约。

数字化是未来——数字中心，融合创新
全球图书和出版业的数字化进程持续健康发展，优秀的儿童内容通过不同的内容
载体和数字技术为孩子们带来全新丰富的阅读体验和感受，拓宽了内容的表现形
式及应用场景。

顺势而为，CCBF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儿童内容的融合发展，2021年CCBF将不断扩
大数字中心展区的规模，吸引出版商、内容开发者、数字/多媒体平台及技术型企
业、软件游戏及影视动画制作方、在线教育课程研发机构等参展企业，在内容呈
现、产品形态、服务模式、平台渠道等相关领域进行展品展示、商务拓展和推介活
动。数字中心展区，将助力行业的未来，使“一种内容、多种媒介、复合出版”成为童
书出版业的新常态。



一切皆插画——插画社区，童书市场的源动力
CCBF插画社区，作为中国童书产业的孵化器和宣传阵地，历经多年的打磨越发成
熟与精彩。如今CCBF正源源不断地为产业输送优秀的插画师、年轻的原创设计作
品，以及和插画有关的“万物”。

沿袭博洛尼亚童书展的策展理念，CCBF针对插画师等内容创作者设立了多项集
展示、展览、赛事、分享会、工作坊、一对一指导等各类形式的展区与活动，倾力打
造属于视觉与内容创作者的年度盛会。

2021年，CCBF插画社区将延续青年插画师大道、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插
画师生存角等三大为插画师群体度身定制的板块，更好地帮助插画师展示自我、
提升技能、激发灵感、交流洽商。

与自然同行——童书+：书与种子
2019年，CCBF开启全新“童书+”特别选题项目，旨在深入探讨一种趋势、一个主
题、一个影响深远的书籍门类，或与全球出版业相关的特别主题。通过蓬勃发展与
产业创新，展现童书产业的过去与现在。“童书+”，作为CCBF的亮点项目之一，每
年关注一个不同的选题，甄选国内外多种多样的童书。

CCBF 2021将聚焦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本届“童书+”特别关注“书与种子”主题，
旨在通过阅读追随种子从播种、丰收、烹饪，最终成为盘中佳肴的历程，共同开启
一趟真实而又贴近自然的“纸间”生态之旅。

秉承基于生活，忠于自然的理念，“童书+：书与种子”将以线下图书特展为核心，
联合相关领域的儿童教育与童书出版业专家举办一系列讲座、研讨会等活动。其
中，“书与种子”图书特展下设多个特色单元：四季耕种、蔬果菜园、饮食文化……
入选的百余本国内外童书市场佳作都将围绕这些主题概念展开，试图在阅读中提
升儿童对自然和生活的认识，亦为培育下一代尊重自然和理解多样性生活方式播
撒下希望的种子。

“书与种子”这一概念，于2015年意大利博洛
尼亚国际童书展（BCBF）上首次提出，也是2015
年米兰世博会“滋养地球”主题的一部分。此
次，CCBF将一如既往与BCBF，以及专业策展团
队紧密合作，基于最新的全球语境和出版市场，
为这一重要的话题带来全新的视野。

从清晨的豆浆煎饼，到下午的咖啡饼干；一边吸
收种子给予身体的能量，一边通过阅读充实思
想，增长智慧。“童书+：书与种子”致力给予孩子
们成长中的养料。这一次，让我们一起尽情享受
这场洋溢着“自然风味”的图书盛宴吧！



同期精彩活动

国际出版人上海访问计划（SHVIP） 
国际出版人上海访问计划（SHVIP）作为CCBF期间重要的出版文化交流活动，主要面向海外出版
经理、出版人、编辑以及其他希望深入了解中国及亚洲童书版权交易市场的儿童出版专业人士。
在为期六天的时间里，国际童书行业资深人士受邀来到上海，以独特的视角参观CCBF并深入了
解繁荣发展的本土童书出版市场。

10位来自欧洲、东南亚、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优秀出版人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入选2020年的
访问项目。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和跨境旅行的限制，访问项目将推迟至2021年11月举行。

专业论坛与会议
CCBF以其涵盖广泛主题和形式的专
业论坛与会议而闻名。活动广邀海内
外少儿出版、数字营销、社交媒体、内
容创作等领域的专家和行业领袖担任
演讲嘉宾，促进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并与所有与会者分享童书出
版与儿童内容领域的热点话题与最新
趋势。2020年50位国内外特邀嘉宾参
与演讲，吸引了超过2,029人次听众参
与。2021年，CCBF专业论坛与会议将
继续聚焦最新市场趋势、国际版权贸
易以及儿童内容数字化进程。同时将
继续深入探讨最具创新性的童书品
类，并邀请近年来业界最负盛名的获
奖作者分享创作经验与心得。

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
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是一项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指导、中国上海国际童书
展（CCBF）主办的年度国际性插画赛事。大赛创立于2015年，旨在为全球新锐插画
师们提供一个充分展示才华的平台，推动国内外插画师与出版社的交流与合作。
金风车插画大赛不止是一项独立的竞赛，它是集展览、插画年鉴、推广活动等于一
体的综合性项目。2020年大赛共计收到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2,238位插画师的
有效投稿。

除已有的金风车插画国内及国际
金奖、金风车插画特别提名奖和
大众选择奖之外，2021年与Astra
国际绘本故事大赛达成合作，将
重磅推出全新奖项。

2021年，金风车插画大赛的全球
征稿于3月25日开始至6月28日
截止。50组优秀入围作品于9月公
布，将被收录在《2021金风车国际
青年插画家大赛年鉴》，并以作品
展的形式于11月19日至21日在
CCBF现场展出。



插画师生存角
插画师生存角为所有想拓宽创作视野的图画书创作专业人士提供了参考指南，并
已成为新锐插画师及绘本领域专业人员获取理论与实践知识，促进职业发展的重
要平台。在这里，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和插画初学者们可以就专业插画技能和插
画行业市场等话题分享经验、成果和思考。

2020年三天展期内，插画师生存角举行了9场大师论坛、7场工作坊、27场一对一作
品集指导，44位演讲嘉宾和导师参与其中，吸引了1,293名插画师参与，并于展后
首次举办有助于海外插画师了解中国童书出版市场的系列线上活动。2021年也将
延续线下实体活动与线上分享相结合的模式。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CICLA）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是中国连续运作时间最长的文学奖项之一，也是CCBF支
持的重要奖项。该奖项由上海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教育学家陈伯吹（1906-
1997年）创立于1981年，旨在表彰为中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事业做出卓著成绩和
巨大贡献的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及相关儿童文学专业人士。

每年11月，由多元文化背景的儿童文学专家构成的评委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甄选
出年度图书（文字）奖和年度图书（绘本）奖的获奖作品，并于上海童书展开展前夕
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颁奖典礼。

展商活动及城市联动
CCBF既是童书出版与儿童内
容从业者们的大聚会，也是一
年一度的阅读狂欢季。展会前
后，由参展商、精选的阅读空
间，并联动美学、教育、时尚、
生活等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
为读者策划呈现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与喜爱的作
家互动，共享阅读好时光。

CCBF 2020期间，举行了各类新
书发布、好书推荐、作家签售
等活动共计22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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