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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网络出版，又称互联网出版，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

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

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网络出版行业深度调研与

发展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网络出版业相关概述、中国网络出版业发展环境

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网络出版业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网络出版产业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中国网络出版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网络出版业的前景

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网络出版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网络出版行业，本报告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

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

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

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网络出版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出版业的基本阐述

一、出版业的概念

二、现代出版业的内涵

三、出版业的分类

四、出版业的特点及进入壁垒

五、出版业价值链探析

第二节 网络出版的概念解析

一、网络出版的定义及特点

二、网络出版的价值及意义

三、网络出版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四、网络出版的一般流程

五、网络出版的生态学分析

第三节 网络出版物的经济学剖析

一、网络出版物的主要特点

二、网络经济的发展规律

三、网络出版物的经济学特性探析

 



第二章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相关法律问题解读

一、新闻出版总署对网络出版的法律权限

二、网络出版的相关管理规定

三、新闻出版总署明确网游出版审批办法

四、国家将强化网络出版相关法规管理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具体政策法规

一、互联网管理条例

二、出版管理条例

三、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四、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

五、标准网络出版发行管理规定（试行）

 

第三章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业的整体概况

一、中国互联网出版产业的发展回顾

二、中国网络出版业的产生与快速发展

三、中国网络出版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四、网络出版主要形式的发展情况简析

五、网络出版业全面改变传统出版固有形式

六、中国网络出版产业链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制约网络出版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网络出版亟待解决的四大关键问题

三、网络出版中存在的版权问题

四、中国网络出版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业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加快中国网络出版业发展的建议



二、网络出版的版权保护策略探讨

三、中国网络出版业快速发展的途径

四、促进网络出版业健康发展的措施

 

第四章 2011-2012年中国电子书（e-book）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电子书的概念及国外发展状况

一、电子书的定义解析

二、日本电子书市场运行综述

三、美国电子书市场发展透析

四、韩国电子图书业蓬勃发展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电子图书业发展状况

二、中国电子书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剖析

三、国内电子书产业受资本青睐

四、中国电子图书市场发展的阻碍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电子书产业运行情况

一、电子图书市场规模

二、电子图书读者数量

三、电子图书内容份额

四、电子图书终端市场份额

五、电子图书网站类别

六、市场出现的新趋向

第四节 2011-2012年中国电子书产业的盈利路径探析

一、电子书产业链简述

二、电子书的利润及定价模式解析

三、产业链对定价的影响剖析

四、电子书产业的盈利思路分析

 

第五章 2011-2012年中国网络期刊杂志出版市场运行走势分析

第一节 传统期刊与互联网期刊出版的比较剖析

一、两种形式期刊互联网出版的基本概况

二、传统期刊互联网出版的市场规模分析



三、传统期刊互联网出版的市场分布形势

四、传统期刊与互联网期刊出版的产值对比透析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互联网期刊出版产业的发展综述

一、互联网期刊出版产业的总体概况

二、互联网期刊出版业的盈利状况剖析

三、互联网期刊出版的技术平台简析

四、互联网期刊出版产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五、互联网期刊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探析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网络杂志的发展概述

一、网络杂志的定义及崛起

二、网络杂志与传统杂志的融合发展探究

三、网络杂志发展的大事盘点

四、网络杂志发展的新趋势

五、网络杂志的三种运营模式评析

六、网络杂志发展面临的阻碍

 

第六章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其他细分领域市场格局分析

第一节 网络学术出版

一、网络学术出版业的市场规模浅析

二、网络为学术出版带来广阔空间

三、网络学术出版评价机制的缺陷及改进建议

第二节 网络文学出版

一、网络文学与出版接轨成为主流趋向

二、传统出版业开始融入网络文学领域

三、网络原创渐趋向商业出版发展

四、网络文学出版业步入规模化时期

五、网络文学出版遭遇版权瓶颈

第三节 网游出版

一、网络游戏出版的概念及发展

二、网游出版成为互联网出版业最大亮点

三、中国网游出版业的主要特点解析

四、网游出版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五、推动中国网络游戏出版产业高速增长的对策

第四节 手机出版

一、手机出版产业的基本概述

二、手机出版的基本实现路径

三、中国手机出版业发展的瓶颈

四、手机出版的赢利困境及解决之策

五、3G时代手机出版业发展形势探析

 

第七章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业的盈利与运营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解析网络出版的七大盈利模式

一、电子书

二、检索咨询

三、网络平台直接发布

四、读者交友社区

五、多媒体数字平台

六、线下增值服务

七、为移动终端提供内容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网站的经营模式探究

一、网络出版网站的基本类型及特点解析

二、中国网络出版网站的发展进程

三、正确的网站经营模式探索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业的营销策略探讨

一、内容服务的概念解析

二、内容服务与网络出版的相关性

三、浅析网络出版营销的需求变化

四、网络出版营销策略的四大创新途径

 

第八章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的流程及技术实现分析

第一节 网络出版物的制作流程及相关事项

一、基本要求

二、制作过程的七大阶段

三、需要注意的四个问题



四、开发人员的构成

第二节 网络出版的关键实现技术和平台

一、数字版权保护

二、网络出版的制作技术

三、电子书阅读软件

四、电子书专用阅读器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的编辑技术剖析

一、网络编辑技术的概述

二、网络编辑技术的主要特点

三、不同出版形式的网络编辑技术

四、网络编辑需注意的三方面问题

第四节 2011-2012年中国数字水印技术的全面解析

一、数字水印技术应运而生

二、数字水印技术的特点及研究概况

三、版权保护解决方案

四、文本数字水印算法的效果评析

 

第九章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网络出版产业的竞争力及趋势

一、供应方分析

二、购买方分析

三、替代威胁

四、进入威胁

五、行业内的竞争

六、未来竞争趋势预测

第二节 2011-2012年部分地区网络出版业概况

一、北京市

二、上海市

三、广东省

四、四川省

五、江西省

 



第十章 2011-2012年中国网络出版重点企业竞争性分析

第一节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企业简介

二、人教社进军网络出版领域

三、人教社引领中国网络学习风潮

第二节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一、企业简介

二、上海外教社取得的主要成就

三、外教社电子出版的现状与前景展望

第三节 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二、方正阿帕比构建完整的网络出版解决方案

三、方正阿帕比手机报业务

第四节 其他企业介绍

一、江苏出版集团

二、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

三、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四、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五、网易公司

 

第十一章 2012-2016年中国网络出版业的前景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网络出版业的前景展望

一、携诸多优势网络出版业前景光明

二、网络出版成为新闻出版业主要方向之一

三、未来网络出版行业的发展重点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网络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一、著作权集中管理组织有望大量涌现

二、网络出版物的价格将日渐上涨

三、网络出版物的存储方式趋于多样化

四、网络出版机构将向大型化发展

五、网络出版的周期将日益减短

 



第十二章 2012-2016年中国网络出版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网络出版产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网络出版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网络出版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政策风险

三、进入退出风险

第四节 专家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2006-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

图表：2006-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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