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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动态

“蓄势待发、共绘精彩”

——龙源 2014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暨 2015 新春年会盛大召开

骏马腾云辞旧岁，吉羊献瑞报新春。时

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紧张、精彩、收

获累累的 2014 年已经过去，充满挑战和机

遇的 2015 年迎面走来。2 月 6 日，龙源数

字传媒集团全体员工在辽宁饭店举办了以

“蓄势待发、共绘精彩”为主题的 2015 新

春年会。 公司领导及全体同仁参加了此次

年会，共同度过了一个热烈、欢乐、难忘的

夜晚。

一、 年度工作总结与新年工作规划篇

年会由公司副总裁、总编辑穆广菊大会

主持并致以激情澎湃的开场致辞。鲁灵敏副

总裁受汤潮董事长委托，代表公司对龙源

2014 年度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宣布了

2015 年的工作目标和规划。总裁助理兼产

品中心总监汤杨演示了龙源 2015 年全年产

品规划，财务总监方东讲解了 2015 年全年

预算及分解。

马驰万里传捷报，羊越千山奏凯歌。

2014 年，是公司发展历史中令人鼓舞、令

人振奋的一年，也是各部门、分公司努力拼

搏、书写历史的一年。2014 年，公司实现

了销售签约额翻倍的目标，平台类、B2B 项

目、B2C 项目、触摸屏类产品全线推出并上

线运营，其中实现了线上线下完美结合的产

品——二维码数字书刊借阅机“云借阅”甫

一推出就受到市场大力欢迎；公司完成了诸

如全国阅读移动书库项目、紫光阁合作项目、

浙江省教育项目、友成基金会合作项目等重

点项目，积淀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镇江图书馆、北京教育网络信

息中心等重点客户；新签 339 种刊物，续签

725 种刊物，如《知音》、《女友》等，加强

了与刊社的深度合作；主办了“全民数字阅

读TOP100期刊和TOP100城市排行”发布会，

TOP100 排行发布会已经成为数字出版业、

期刊杂志业有影响力的事件；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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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发布了 B2C 互联网业务突破性产品

“奇看”，推出了数字杂志包月产品“名刊

会”。

马蹄留胜迹，羊角搏青云。展望 2015

年，龙源将在以汤潮董事长为首的各级领导

的带领下，以火的精神凝聚团队，以狼的精

神扑向市场，优化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水平，

不断推出和完善各级产品，提供细致而卓越

的技术和内容服务，以利润突破为核心，实

现销售利润 3000 万的目标。

大会上公司各部门在鲁总的带领下对

完成 2015 年的任务目标进行了庄严的誓师

宣告：以市场为导向，利润为中心, 开源节

流并重,开拓增效同行的原则和目标，众志

成城，飞越巅峰，携手同心，共创辉煌！

二、 员工表彰篇

正是因为全体员工的拼搏奋进、团结协

作，龙源才有今天的发展和成绩。为了表彰

这一年来在不同岗位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公司设立了表彰员工、优秀员工、

优秀干部、最佳销售个人、最佳销售进步、

最佳个人贡献、产品创新、最佳销售新星团

队、最佳销售团队等多个奖项，对于获奖团

队和个人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各奖项

受表彰的员工代表上台发言，表达了工作上

的点滴收获和成长经历，为全体员工树立了

榜样，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三、 总裁寄语篇

汤潮董事长表示，公司刚刚开过的

2014 年度总结会、2015 年度规划会以及今

天的年会都非常成功，平时驻扎在外地、海

外的团队也归来与大家欢聚一堂。2014 年，

龙源推出了具有良好展示型、易用性和拓展

性的二维码云借阅产品，不但可以展示龙源

的阅读内容，而且可以发布广告和用户的自

有内容，更重要的是，通过手机等客户端可

以实现随时随地下载阅读，2015 年，公司

计划在全国各行各业推广上万台、甚至上百

万台。2015 年，对于龙源和每一位龙源人

都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要在这一年登

上历史性新台阶，实现一次华丽转身。希望

大家记住三个关键词：挑战、学习、团队，

向市场挑战、向自我挑战，学习新知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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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加强团队的互相协作和支持，以崭新

的姿态，全力以赴，完成公司的战略目标。

四、 晚会晚宴篇

在欢乐温馨的团拜 VCR 播放过后，晚会

晚宴正式开始。晚会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

起。舞蹈《小苹果》一开场就带动起了晚会

气氛，博得了阵阵掌声和欢笑声；原创小品

《增值歪传》紧贴当下热点，结合部门特点，

笑料十足，说跳俱佳，赢得了满堂喝彩；吉

他弹唱《情非得已》深情演绎，高水平的弹

唱瞬间俘获了现场观众的耳朵；合唱曲目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青春俏皮，活泼奔放；

歌曲串烧《我是歌手》惊现专业美声演唱，

台下的“麦霸”们受热烈气氛感染，纷纷热

情上台献唱。晚宴之中穿插游戏和抽奖环节，

掀起了一阵阵高潮，幸运的员工们高兴地

“抱”喜归家。

相聚的时刻总觉短暂。在温馨、激情、

热烈、喜悦的气氛中，龙源 2014 年度总结

表彰大会暨 2015 新春年会落下帷幕。2015

年，龙源人将继续以“为知识创造价值，为

知识的创造者创造财富”为宗旨，协同奋进，

勇攀高峰，再创佳绩。

（总裁办/供稿）

龙源召开 2014 工作总结与 2015 工作规划会议

2015 年 2 月 4 日—5日，龙源数字传媒

集团召开了为期两天的 2014 年工作总结与

2015 年工作规划会议。会议由副总裁鲁灵

敏主持，董事长兼总裁汤潮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各分公司总经理、部门负责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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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年初制定的 2014 年度工作目标，从完成

情况、自我评价、分享和建议等方面，对

2014 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总结成

绩的同时，还剖析了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为新的一年取得更大进步理清了思

路。对于 2015 年的工作规划，各部门负责

人从年度整体目标、实现每项目标的策略及

方案、组织结构及人员编制计划、资源需求

计划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公司领导和其

他部门负责人对汇报人的总结和规划方案

给予了中肯的点评和建议。

2014 年，公司各部门工作成绩斐然，

亮点纷呈。技术和产品部门研发并上线运营

了包括统一汇编平台、统一统计平台、统一

二维码生成平台等技术平台类产品，以劳保

部综合阅读平台、全民阅读项目、苏州工业

园区项目、农业知识库项目为代表的 B2B

项目，以奇看、名刊会、封面故事为代表的

B2C 项目，以及甫一推出就大受市场欢迎的

云借阅产品——二维码数字书刊屏。渠道管

理部、销售管理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

总裁办等职能支持部门建立了系统的管理

制度，优化了管理流程。在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增值中心、数字教育事业部、数字图

书馆事业部等销售部门，以十二分的热情和

干劲，实现了公司整体签约销售额比 2013

年翻一番的经营目标。

总裁汤潮对各部门 2014 年的工作成绩

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各部门勇于剖析自身

不足予以赞赏。汤总指出，2015 年，公司

销售部门将在鲁总的管理下，对营销部门进

行重大的营销模式调整：大区市场负责销售

额，事业部负责利润、负责为市场做好战略

布局、战术设计、规划好产品。2015 年公

司要以市场为导向、利润为核心，实现跨越

式发展。市场营销部门要全力以赴开拓每一

个市场，拿下每一个订单，平台服务部门要

精打细算，做好产品和服务。针对数字书刊

屏产品，今年公司要大力发展代理商，作为

市场开拓的一个重大举措，B2C 部门也将轻

装上阵，加速快跑，积累大量用户。2015

年，各部门要协同作战，迈上销售额比 2014

年再翻一番的历史性新台阶！

2014年工作总结与2015年工作规划大

会的召开，为各部门 2015 年工作开展明确

了思路，为 2015 年公司整体工作效率的提

升和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裁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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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活动

羊年新春传佳音，龙辉业绩节节高

在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来临前夕，在龙

源数字传媒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龙辉

天耀总经理姜天昆、副总经理姜天鹏两位领

导的带领下，经过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龙

辉天耀公司再创佳绩，2月份挂网的 4个项

目已全部中标，开启了 2015 年的良好的营

收开端。

业绩的产生，与公司领导不遗余力的付

出和全体成员日以继夜的努力奋战密不可

分。与此同时，总经理姜天昆对大家下一步

的工作寄予了新的希望，希望大家能够继续

保持以往的工作激情，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和

良好的心态投入到后续的工作中，把握机遇，

提升效益，创造更大价值。

（龙辉天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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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合作

新年伊始 资源新签多本好刊 赢得开门红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

步悄悄来到。新年的钟声在零点敲响，预示

着即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清早。北方，雪

挂美丽地结在树梢，在一阵阵寒风里，跳起

了晶莹的舞蹈。大街上，叫卖的老大爷和老

大娘，举着那一串串糖葫芦，红红的像温暖

的火苗，点燃了过往孩子们快乐的欢笑。

刚刚步入 2015 年，在这个到处都充满

了喜悦的月份中，资源中心更是喜上加喜，

签约了多本好刊、名刊！

《中国记实》是一本以精选全国优秀记

实作品为主、发表原创记实作品为辅的可读

性强、传播力大的杂志，由具有 30 多年办

刊经验的文化老品牌——长江丛刊杂志社

新近创办。《中国记实》将秉承“立足精选，

雅俗有度”的办刊理念，将散落在全国各报

刊杂志、各出版社、网络新媒体的优秀记实

作品集中到一起。该刊所选记实作品最大的

特点是故事新奇，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新奇

曲折的“案件聚焦”、“侦破记实”、“揭穿奇

骗”、“贪官曝光”，还有关注社会的“热点

追踪”、“深度调查”……正可谓是一卷在手，

全国记实佳作尽在读者的掌握之中。

《小太阳》画报的读者对象为 0-3 岁的

婴幼儿，针对他们的心理特点和阅读特点，

融合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霍华德•加德纳博士的多元智能理念，与法

国最大的童书出版社巴亚合作，紧跟国际童

书潮流，以“给孩子以快乐和想象”为办刊

理念，是国家教育部向全国家庭、托幼机构

推荐的优秀婴儿期刊。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资源中心将以“精

品合作、注意点面、纵深拓展、满足市场”

的十六字方针指导工作，确保各项任务优质

高效的完成，使资源合作工作再上一个新台

阶。

（资源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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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排行

2015 年 2 月龙源期刊网国内阅读区域分布图

注：基于龙源期刊网数据

解读：2月龙源期刊网数字阅读用户地域分布以北京市为首，广东、江苏、山东等地区位

居前列，中部、华东、东北地区居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西藏自治区较低。东部沿

海一线省市、中部地区数字阅读用户比较活跃，西部及港澳台地区访问量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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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龙源国内阅读 TOP100 影响力期刊排行

排行 刊名 排行 刊名 排行 刊名

1 读者 35 西部 69 看世界

2 三联生活周刊 36 南风窗 70 做人与处世

3 中国校外教育·高教(下旬) 37 南都周刊 71 家庭百事通

4 视野 38 山西文学 72 人人健康

5 看天下 39 考试周刊 73 电影文学

6 意林 40 创业家 74 故事林

7 电脑爱好者 41 萤火 75 杂文选刊

8 故事会 42 电脑迷 76 大众健康

9 南方人物周刊 43 伴侣 77 花火 A

10 财经 44 环球人物 78 恋爱婚姻家庭

11 第一财经周刊 45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79 飞魔幻 A

12 当代经济 46 中国经济周刊 80 青年文学家

13 中国新闻周刊 47 现代农业科技 81 译林

14 飞言情 B 48 轻兵器 82 文苑·经典美文

15 中国实用医药 49 商情 83 经济视角·下半月

16 中国科技博览 50 医学信息 84 现代阅读

17 作文与考试·初中版 51 读写算 85 课外阅读

18 汽车之友 52 桃之夭夭 B 86 大众投资指南

19 小作家选刊·教学交流(下旬) 53 意林原创版·讲述 87 炎黄春秋

20 南都娱乐周刊 54 桃之夭夭 A 88 民间故事选刊·上

21 教育与职业·理论版 55 特别文摘 89 中国当代医药

22 博客天下 56 看历史 90 最推理

23 作文·初中版 57 思维与智慧·上半月 91 现代教育技术

24 壹读 58 人生与伴侣 92 神州民俗·上半月

25 医学美学美容·中旬刊 59 世界知识 93 小小说月刊·下半月

26 作文与考试·高中版 60 家庭医药 94 中外文摘

27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61 法制与社会 95 飞魔幻 B

28 中国保健营养·中旬刊 62 北京文学 96 领导文萃

29 知识窗 63 中国周刊 97 中国青年

30 国家人文历史 64 青年博览 98 商场现代化

31 读者·校园版 65 中国保健营养·下旬刊 99 投资与理财

32 百科知识 66 中国大学教学 100 37°女人

33 北京青年周刊 67 读书

34 新民周刊 68 中国医药导报

注：基于龙源期刊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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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龙源海外阅读 TOP100 影响力期刊排行

排行 刊名 排行 刊名 排行 刊名

1 读写算 35 都市家教·下半月 69 新校园·上旬刊

2 三联生活周刊 36 北方文学·下旬 70 企业导报

3 财经 37 电影文学 71 南风窗

4 读者 38 科教导刊 72 电脑迷

5 考试周刊 39 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 73 看世界

6 电脑爱好者 40 北方经济 74 科学与财富

7 看天下 41 财经界·学术版 75 健康必读·下旬刊

8 商情 42 中国保健营养·上旬刊 76 东方青年·教师

9 南方人物周刊 43 科技视界 77 财经国家周刊

10 成才之路 44 按摩与康复医学 78 国家人文历史

11 博客天下 45 商 79 中国保健营养·下旬刊

12 北京青年周刊 46 读写算·教研版 80 环球人物

13 中国新闻周刊 47 硅谷 81 金田

14 中国科技博览 48 华中电力 82 电影评介

15 第一财经周刊 49 教育教学论坛 83 IT 时代周刊

16 大观周刊 50 南都周刊 84 职业时空

17 商场现代化 51 中国经济周刊 85 科技创新导报

18 法制与社会 52 科技与企业 86 世界知识

19 壹读 53 现代经济信息 87 轻兵器

20 电脑知识与技术 54 商业经济研究 88 财经文摘

21 价值工程 55 科技创新与应用 89 意林

22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56 现代商贸工业 90 剑南文学

23 中国实用医药 57 中国当代医药 91 健康必读·中旬刊

24 南都娱乐周刊 58 创业家 92 瞭望东方周刊

25 管理观察 59
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

学
93 建筑遗产

26 青年文学家 60 魅力中国 94 文教资料

27 新民周刊 61 科技资讯 95 成功营销

28 经济研究导刊 62 时代金融 96 中国医药导报

29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63 中国计算机报 97 新闻爱好者

30 现代农业科技 64 百科知识 98 中国市场

31 科技致富向导 65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99 中国科技纵横

32 成功·教育 66 科技传播 100 合作经济与科技

33 教育与职业·理论版 67
中国校外教育·高教(下

旬)

34 中国保健营养·中旬刊 68 伴侣

注：基于龙源期刊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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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报告

本月技术成果展示

一、浙江中小学数字书刊智能学习终端二期

为满足浙江中小学对云借阅呈现形式

的不同需求，技术部同事经过一段时间的辛

苦努力完成了浙江中小学数字书刊智能学

习终端项目二期的研发。

浙江中小学数字书刊智能学习终端项

目二期主要包括前端、管理平台、同步服务

等几个部分。

（一）前端部分有期刊、图书、绘本、

有声读物、视频、通告等六个模块构成，实

现了图书、期刊、绘本的屏端阅读及视频、

音频内容的在线播放。

以下为“浙江中小学数字书刊智能学习终

端”前端技术的几个亮点展示及具体说明：

1. 文章、绘本的屏端阅读不仅仅让用户能

够阅读详细的文章内容，而且实现了滑

动翻阅、目录浏览、返回上一页、自由

选定章节等一系列的个性操作，带给用

户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让用户能够愉悦

的沉浸在阅读享受中。

2. 有声读物与教学视频采用 flash 播放器

在线播放，能够让用户体验到大屏带来

的极致的体验效果。

（二）管理平台及同步服务部分，在产

品架构上采取与云借阅相似的架构方式，由

龙源运营人员在 B2B 后台为浙江中小学开

通通道并配置资源内容以及借阅设置，同步

服务客户端从 B2B 后台获取需要同步的数

据，然后将这些数据推送给管理平台，管理

平台的运维人员（系统管理员、各学校负责

人）可以通过管理后台进行通道信息维护、

资源数据的调整、自有资源上传、通知发布、

查看统计、统计数据导出等操作。管理后台

分为以下几种功能：单位管理、期刊管理、

图书管理、有声读物管理、绘本管理、视频

管理、公告管理、统计分析、信息采集、系

统管理，各管理部分含义、职责明确，以便

于用户理解。以下为“浙江中小学数字书刊

智能学习终端”后台管理平台的几个亮点展

示及具体说明：

1. 全新 UI 设计，对于管理后台人员操作简

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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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成熟框架快速开发。

3. 严谨的权限设计。

4. 方便的管理方法，如通道管理、期刊管

理、图书管理、有声读物管理、绘本管

理、视频管理、公告管理、系统管理。

5. 使用先进的推送技术，向客户发送最新

的期刊、图书、视频、音频等。

二、名刊会

随着智能移动通信设备的成熟完善，手

机看杂志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为了满

足手机阅读杂志呈现形式的不同需求，技术

开发了被誉为“指尖上的报刊亭”的“名刊

会”。

以下为“名刊会”技术的几个亮点展示

及具体说明：

1. 随着阅读需求的不断演变，读者显然对

使用体验有着更高的要求，而“名刊会”

采用新的技术，实现上拉下拉刷新功能，

为用户增加了流畅感。

2. 可以将自己喜欢的期刊关注，可将喜欢

的文章进行收藏。更给用户带来了方便

性，用户可以任意寻找自己喜欢的期刊

和文章。

3. 阅读期刊文章的时候，可以改变字体大

小及调整夜间模式，增加了用户使用过

程中的体验效果和交互效果。

4. 可以将自己喜欢的文章分享到新浪微博、

人人网以及 QQ 空间，让更多的人去阅读。

5. 多款手机终端的兼容性，使得用户不用

担忧手机的兼容问题。

6. 支持离线切换功能，用户在没有网络的

情况下也可以正常访问名刊会。

7. 利用 HTML5 技术支持离线下载功能，用

户可以把喜欢的内容下载到本地，在断

网的情况下进行阅读。

（技术研发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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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刊会 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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