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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书 馆 报       
———————————————————————————— 

 

关于举办 2021 年度 

“全国优秀馆配商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出版发行机构，相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加强出版发行界、图书馆界合作与交流，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图书馆报》特举办“2021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征集

活动”。活动将秉承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诚信规范的原则，以全行

业之力进行推荐，最终形成“全国优秀馆配商”“省级优秀馆配商”

“全国优秀中小学馆配商”“全国优秀图书馆数字内容供应商”“全国

优秀图书馆智能技术服务商” 以及“全国优秀馆配出版社”名单。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新华书店协会 

主办单位：图书馆报 

协办单位：全国馆配商联盟 

二、 征集范围 

新华书店、馆配商、出版社、图书馆设备/技术供应商等与图书

馆发生馆配、装备业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均可参与。 

三、 资格要求 

1. 全国优秀馆配商 

综合实力雄厚、全国市场份额占有率高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馆

配企业，参加全国各图书馆馆配招投标并中标、合作单位遍及 10 个

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资本达到 2000 万元以上、法人或相

关负责人具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可的发行行业资格。参选企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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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属性。 

2. 省级优秀馆配商 

在省内信誉至上、诚信服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优秀馆配企业，

注册资本达到 1000 万元以上，法人或相关负责人具有国家相关主管

单位认可的发行行业资格。参选企业不限经济属性。 

3. 全国优秀中小学馆配商 

综合实力雄厚、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配市场份额占有率高的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优秀馆配企业。参加全国各地区的中小学图书馆配

招投标并中标、合作单位遍及 10 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

资本达到 2000 万元以上、法人或相关负责人具有国家相关主管单位

认可的发行行业资格。参选企业不限经济属性。 

4. 全国优秀图书馆数字内容供应商 

综合实力雄厚、在全国图书馆数字资源供应领域市场份额占有率

高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优秀企业。参加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数字资

源招投标并中标、合作单位遍及 10 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注

册资本达到 2000万元以上。参选企业不限经济属性。 

5. 全国优秀图书馆智能技术服务商 

综合实力雄厚、在全国图书馆智能技术装备领域市场份额占有率

高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优秀企业。参加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技术装

备招投标并中标、合作单位遍及 10 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注

册资本达到 2000万元以上。参选企业不限经济属性。 

6. 全国优秀馆配出版社 

具有国家相关主管单位认可资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出版单

位。在馆配领域社会效益突出、市场份额领先，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和较强的市场号召力，企业规模和馆配市场份额均名列前茅的出版企

业。 

四、 活动流程 

2021 年 10月 1日— 10 月 31日  推荐、自荐，材料提交 

2021 年 11月 1日—12月 20日   初评、考察 

2021 年 12月 21日—12月 30日   专家研议 

2022 年 1月   公布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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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联系方式 

1.推荐表、自荐表及相关材料下载地址 

http://www.cpin.com.cn 

2.请将电子版征集材料发送至以下邮箱（2021年 10月 31 日截止） 

tsgb@vip.163.com 

3.咨询电话：图书馆报   

李老师 电话：010-88362323  手机：15210106672  

白老师 电话：010-88362160  手机：13693050050 

郑老师 电话：010-88362160 手机：15811298121 

 

附件 1：2021年全国优秀馆配商征集表 

附件 2：2021年全国优秀图书馆数字内容供应商征集表 

附件 3：2021年全国优秀图书馆智能技术服务商征集表 

附件 4：2021年全国优秀馆配出版社征集表 

 

 

图书馆报 

2021 年 10月 

 

 

 

 

 

 

 

 

 

http://www.cpin.com.cn/
mailto:tsgb@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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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征集”活动 

馆配商征集表 

 

企业名称  单位盖章  

办公地址  邮编  

企业法人姓名  手机  

企业网址  注册资金  

联系人姓名  职务  

评选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E-mail  

 

馆配年销售码洋 （）万元 
订阅《图书馆报》数量 （）份 

即将订阅《图书馆报》数量 （）份 

卖场\仓库面积 （） ㎡ 馆配品种数量  

服务 5年（含）以上的

客户数量 
家 业务覆盖省份数量  

提供服务项目 

□馆配书目 □marc数据 □贴磁条 □贴书标  

□盖馆藏章□图书上架 □馆藏分析  

□回溯建库 □图书现采 □其它＿＿＿＿＿ 

参选奖项 
□全国优秀馆配商      □全国优秀中小学馆配商 

□省级优秀馆配商 

2021年度中标图书馆 招标总码洋 中标码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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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3名） 

   

   

   

企业简介：（800字以内） 

自荐理由：（800字以内） 

服务客户情况：（请按省份列举 2021 年服务客户单位名称、联系人、职务及

联系方式） 

样本室图片（5张；JPG格式；单张图片大小不超过 2MB） 

宣传服务 

贵单位如需在《图书馆报》刊登企业宣传广告，请汇款

人民币 2000元至以下账号。我们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礼士路 135号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账号：0200 0492 0920 0109 992 

备注： 

1. 活动官方网站为 http://www.cpin.com.cn 

2. 参评表请以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方式提交： 

（1）电子版请发至 tsgb@vip.163.com，并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

加 2021 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评选+单位名称”，图片一律粘贴在此在

文档里。 

（2）纸质版请加盖单位公章并快递至“北京市阜外北礼士路 135

号院 7号楼 2层《图书馆报》 ”，邮编 100037。 

3.联系人：图书馆报 郑老师    

电话：010-88362160  手机：15811298121 

 
  

http://www.cpin.com.cn/
mailto:tushuguanbao@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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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1 年度全国优秀图书馆数字内容供应商 
征集表 

 

企业名称  单位盖章  

办公地址  邮编  

企业法人姓名  手机  

企业网址  注册资金  

评选联系人姓名  职务  

评选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E-mail  

 

年销售额 （）万元 
订阅《图书馆报》数量 （）份 

即将订阅《图书馆报》数量 （）份 

服务 5年（含）以上

的客户数量 
（）家 业务覆盖省份数量 （）个 

提供服务项目  

参选奖项 全国优秀图书馆数字内容供应商 

2021年度中标图书

馆 

（前 3名） 

招标总额 中标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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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800字以内） 

自荐理由：（800字以内） 

服务客户情况：（请按省份列举 2021 年服务客户单位名称、联系人、职务及

联系方式） 

企业风采展示（图片 5张；JPG格式；单张图片大小不超过 2MB） 

宣传服务 

贵单位如需在《图书馆报》刊登企业宣传广告，请汇款

人民币 2000元至以下账号。我们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礼士路 135号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账号：0200 0492 0920 0109 992 

 

备注： 

1.活动官方网站为 http://www.cpin.com.cn 

2.参评表请以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方式提交： 

（1）电子版请发至 tsgb@vip.163.com，并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

加 2021 年度全国优秀图书馆数字内容供应商+单位名称”，图片一律

粘贴在此在文档里。 

（2）纸质版请加盖单位公章并快递至“北京市阜外北礼士路 135

号院 7号楼 2层《图书馆报》”，邮编 100037。 

3.联系人：图书馆报 郑老师    

电话：010-88362160  手机：15811298121 

 

 

 

 

  

http://www.cpin.com.cn/
mailto:tushuguanbao@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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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21 年度全国优秀图书馆智能技术服务商 

征集表 

 

企业名称  单位盖章  

办公地址  邮编  

企业法人姓名  手机  

企业网址  注册资金  

评选联系人姓名  职务  

评选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E-mail  

 

年销售额 （）万元 
订阅《图书馆报》数量 （）份 

即将订阅《图书馆报》数量 （）份 

服务 5年（含）以上的

客户数量 
（）家 业务覆盖省份数量 （）个 

提供服务项目  

参选奖项 全国优秀图书馆智能技术服务商 

2021年度中标图书馆 

（前 3名） 
招标总额 中标额 

   

   



9 
 

   

企业简介：（800字以内） 

自荐理由：（800字以内） 

服务客户情况：（请按省份列举 2021 年服务客户单位名称、联系人、职务及

联系方式） 

企业风采展示（图片 5张；JPG格式；单张图片大小不超过 2MB） 

宣传服务 

贵单位如需在《图书馆报》刊登企业宣传广告，请汇款

人民币 2000元至以下账号。我们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礼士路 135号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账号：0200 0492 0920 0109 992 

备注： 

1.活动官方网站为 http://www.cpin.com.cn 

2.参评表请以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方式提交： 

（1）电子版请发至 tsgb@vip.163.com，并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

加 2021 年度全国优秀图书馆数字内容供应商+单位名称”，图片一律

粘贴在此在文档里。 

（2）纸质版请加盖单位公章并快递至“北京市阜外北礼士路 135

号院 7号楼 2层《图书馆报》”，邮编 100037。 

3.联系人：图书馆报 郑老师    

电话：010-88362160  手机：15811298121 

 

 

 

 

  

http://www.cpin.com.cn/
mailto:tushuguanbao@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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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21 年度全国优秀馆配商征集”活动 

出版社征集表 

 

出版社名称  单位盖章  

办公地址  邮编  

社长姓名  手机  

出版社网址  注册资金  

联系人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E-mail  

 

馆配年销售码洋 （）万元 

已订阅 《图书馆报》 （）份 

即将订阅 《图书馆报》 （）份 

馆配码洋占有率 % 年出版品种数量  

服务客户数量 家 馆配可供品种数量  

提供服务项目 

□馆配书目   □marc数据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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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简介：（800字以内） 

自荐理由：（800字以内） 

服务客户情况：（请按省份列举 2021 年服务客户单位名称、联系人、职务及

联系方式） 

宣传服务 

贵单位如需在《图书馆报》刊登企业宣传广告，请汇款

人民币 2000元至以下账号。我们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礼士路 135号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账号：0200 0492 0920 0109 992 

 

备注： 

1.活动官方网站为 http://www.cpin.com.cn 

2.参评表请以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方式提交： 

（1）电子版请发至 tsgb@vip.163.com，并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

加 2021 年度全国优秀图书馆数字内容供应商+单位名称”，图片一律

粘贴在此在文档里。 

（2）纸质版请加盖单位公章并快递至“北京市阜外北礼士路 135

号院 7号楼 2层《图书馆报》”，邮编 100037。 

3.联系人：图书馆报 郑老师    

电话：010-88362160  手机：15811298121 

 

 

http://www.cpin.com.cn/
mailto:tushuguanbao@vi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