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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模式下图书馆图书采访的
利弊分析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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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图书馆的发展，政府采购模式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主要论述政府采购模式下图书馆
图书采访工作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采购模式下图书馆图书采访的优势和弊端，并针对其不足之
处，提出相应的意见及改善对策，希望对未来政府采购图书模式的完善和改进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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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 Study and Pros & Cons Analysis on Library Acquisition Under the Mod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odel
HOU Wan-hong
(Shexian Library of Anhui Province, Shexian Anhui 2452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odel has gradually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d current status of library acquisition work under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odel, and then it analyzed the pros and cons of library acquisition under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odel. It also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by target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is pattern, with a purpos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ement and enhancement of
future library acquisition under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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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是图书馆的重要组成要素，各图书馆对其

网上书店和专门的图书供应企业，因此，采购方式

馆藏文献都十分重视，因此，图书采购是图书馆工

逐渐趋于多元化，以现购为主，还有网上购买、集

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随着时代发展，为了更好地

团购买、政府采购模式等。

促进图书采购工作的市场化和规范化，政府采购模

2 图书馆资料政府采购模式的优势

式被大多数图书馆所采用，这种政府采购模式具有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

其特有的优势，但也存在诸多隐患。更好地发挥政

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

府采购的优势，最大程度克服不足并进行改进，是

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

图书馆需要重视的问题。

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又被称为阳光采购，在图书

1 图书馆图书采访工作现状

馆领域是对图书采购制度的一种改革，它不同于传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图书馆图书采访工作逐

统采购方式，因此可以将政府采购看作一项新的课

渐完善。传统的文献采访对象主要是纸质印刷品，

题，对图书采购而言，无异于是一场革命。

数量也比较少，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发行增加了

2.1 采购资金充足，经费效益最大化
传统采购模式下，经费不能得到保障，购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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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节约预算，造成了采购工作履步维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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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采购模式下，采购资金得以保障，在购买图

定采购计划，可以使采访人员对全年的馆藏情况心

书资料时可选择的范围较广。政府采购能够使图书

中有数，从而突出图书采访的重点，采购目标明

馆购书经费专款专用得到保证，既防止图书经费被

确，使年度馆藏更加规范，逐渐形成自身的馆藏特

[1]

挤占、挪用，又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 ，这也就能

色，提高图书馆的馆藏质量。

保证图书采购经费到位，从长远上看，有利于图书

3 图书馆资料政府采购模式的弊端

馆资源建设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图书馆的完善。通

3.1 采购耗时长，工作效率低

过制定采购计划、获取审批、开始招标、进行采

虽然政府采购模式有着诸多好处，但在具体的

购、核对认定、分类整理、图书入库的政府采买流

实施过程中，弊端也十分明显。由于政府采购需提

程，确保图书购买经费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促

前制定采购计划，大多图书馆少则提前 1～2 个月制

使图书采购经费效益的最大化，逐步缓解图书价格

定，多则提前半年。在图书采访过程中，还需将计

大幅飞涨与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之间的矛盾。

划上报，通过审批后再由财政部门审定并进行招

2.2 采购程序规范，支出流向透明化

标，造成采购时间长、工作效率低的现象，也造成

采购资金有所保障，如何使用便成为人们关心

计划滞后，难以保证图书馆所需图书，在一定程度

的主要问题。保障专款专用、避免贪污腐败是经费

上影响选书的质量，往往新购买的图书是上个季度

效益最大化的前提，因此，采购程序的规范是政府

的热门图书，而本季度的热门图书还未进行采购，

采购模式的重中之重。政府采购是时刻受人民监督

造成了馆藏需求的脱节。以天津图书馆为例，天津

的，是在阳光下进行的，从招标开始，政府采购就

图书馆图书资料招标从报计划到最后确定供应商的

秉承着公开透明的原则，让人民清楚每一分钱的去

时间平均为 2 个月，周期较长时甚至长达半年[3]。

向，防止“暗箱操作”的发生，坚决杜绝采购过程

3.2 采购监督差，机制不完善

中吃回扣等腐败问题。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东莞

目前政府采购主要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

市财政局将公开招标的采购结果在网站上公示，评

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其中公开招标

审日期、中标金额以及中文图书和报纸期刊不同类

是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图书招标是近几年才出现

别的图书馆资料的价格一目了然，确保了政府采购

并兴起的，各方面经验比较缺乏。此外，受多方面

过程“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不仅能够让群

因素制约，目前一些图书馆政府采购的招投标工作

众放心，更能促进廉政的建设。

仍然处于初级运作阶段，缺乏相对完善的运作机

2.3 获取增值服务，提高工作效率

制，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相应的管理措施也有待

政府采购图书模式下，参与竞争的供货商需要

完善。以长春市图书馆为例，长春市图书招投标工

提供图书馆所要求的配套增值服务。所谓增值服

作一结束，政府采购工作也随之完结，缺少对图书

务，是指客户征订目录需要是电子版的文献资源，

采购全程的监督和管理环节[4]。

商家需提供标准规范的机读编目格式标准

3.3 评标程序多，缺少相关专家

（MARC）数据，还需提供加盖馆藏章、贴书标、
[2]

图书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承载着读者的精神食

贴条码、图书上架等附加服务 。由于供应商日益

粮。在图书评标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价格因素，

增多，各商家为了迎合时代需求，纷纷推出多种多

更应该着重考察供货商的图书品质和图书类型是否

样的有利于图书馆的增值服务。图书馆在花费同等

全面。图书馆的藏书应包罗万象，涵盖多数学科和

资金购买图书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更多额外服务，

专业，任何一家供货商家都无法满足图书馆的采购

不仅节省了采购经费和相关投入，还在很大程度上

需求。由此可见，图书采访的招标工作具有特殊

减轻了采编人员的工作强度，省去很多琐碎的编码

性，应在招标过程中广泛听取图书馆专家的意见和

工作，大大提高了图书加工工作的效率。

建议，从而更好地满足图书馆采购需求，而不是仅

2.4 增强采购计划，优化图书质量

仅局限在打价格战。此外，有些中标的商家提供的

由于政府采购模式下要进行招标，因此必须要

图书质量参差不齐，尽管有些图书内容差别不大，

提早制定采购计划。大部分图书馆在每年年初时就

但不同出版社的装帧、纸张质量及印刷数量等不尽

会根据自身情况对全年图书采购的规模、数量做出

相同，而这些都体现在价格的不同折扣上。因此，

具体安排，并制定全年图书的采购计划和预算。制

如果以价格作为招标的主要衡量手段，就很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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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质量，严重影响图书馆馆藏的品质。例如

可以有效地避免招标与采购以及结算之间等待时间

2014 年天津图书馆的一次竞争性谈判招标，某书店

长的问题，可以使三者紧密结合并有序进行。关于

以 0.688 折中了社科类图书的标，但是该店无法满

提前联系供应商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供应商的履

[5]

足采购需求，到货率极低，影响了采购进度 。

约信誉程度、公司业绩情况、书源渠道、价格水

3.4 缺乏连续性，供应不稳定

平、配送情况、书目数据质量和售后服务等综合实

图书采购的招标工作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竞标

力的数据库，对供书商家的综合实力进行系统分

工作每年都重新开始，这就导致每一年的中标商家

析，然后制定系统的、科学合理的评定标准，以完

有可能不同。由于图书采购计划制定和图书生产的

善供书商资格考察制度。通过对招标机制的调整，

滞后性，没有稳定的供货商就容易带来合同到期而

可以打破片面追求最低购买价位而损伤图书馆和读

图书到不全的问题，使图书馆的预订工作陷入两难

者根本利益的问题。科学制定的评标制度必须做到

境地。一般情况下，图书馆招标经费是专款专用，

公平公正，并充分与图书馆所需相结合。充分利用

且当年结算，不能延续到第二年使用。因此，经常

市场竞争的优势，实现图书馆利益最大化，让供应

出现上半年有书没钱、下半年有钱没书的状况。采

商之间在供书品种、编目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展

访人员往往为了完成当年的采购计划，购买供货商

开竞争，相互制约，从而提高政府采购效率[7]。

往年的库存，而热门的畅销书却变得紧俏，难免使

4.2 保持采购连贯，节约采购时间

馆藏资源的系统性、完整性受到影响。
3.5 资料不全面，影响馆藏结构

提高采访工作效率是改进政府采购工作的关
键，可以及时为图书馆提供其所需馆藏资料。在招

图书馆的馆藏应该考虑到各行各业读者的需

标工作顺利进行之后，图书馆需与供书商家确定长

求，馆藏结构也应该适宜不同年龄层的人群，然而

期的采购关系，并以书面合同的方式呈现，以保证

由于供书商家本身的书源有限，无法提供冷门书或

图书采购工作的连贯性。由于图书馆招标采购与供

者能够满足特殊人群需要的书，以及出版量较少、

书商提供图书以年为单位计算，因而合同制也能起

价格和折扣都高的科技书，这就使得图书馆采购的

到顺畅财政年度周期与供货商合同期的衔接问题，

图书品种受到制约，图书结构有所失衡。图书采访

避免发生经济纠纷。从确定中标供应商到开始采

不能切实做到按需采购，不仅图书采访的渠道被缩

购，要实现无缝对接，以缩短采购周期，使得图书

小，一些难以买到的书仍旧无法购买，同时也直接

馆所需馆藏书目尽快到齐，为读者提供便利，保证

影响了图书馆的馆藏资料结构。此外，一些供应商

图书馆采购资料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家为了充数，故意浑水摸鱼，夹带并非图书馆选购

4.3 监督供应商家，确保图书质量

的图书，或自行增加复印本。表面上看图书馆的馆

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难免出现商家竞标与具体

藏数量较多，然而类型少、资料少的问题没有解

供货行为不符的情况，因此，加强图书验收制度是

决，馆藏结构的失衡只会随着易购图书增多、冷门

确保图书质量的关键，是把好采购工作的最后一

[6]

图书缺少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

关。首先，不健康的书籍和盗版书刊是重点打击对

4 完善政府采购模式的建议及对策

象，图书是读者的心灵食粮，必须保证图书馆的馆

4.1 做好前期工作，健全招标机制

藏是正版的且积极向上的，避免给读者带来负面影

做好政府采购的前期工作，完善招标机制。政

响。其次，供货商要严格按照采购计划进行交货，

府采购模式下的图书采访经费是在每年的人大会议

坚决杜绝以次充好、以旧当新的情况出现，确保图

审议之后进行制定和下发，属于财政拨款的一项。

书馆的馆藏结构。并防止贪污腐败的出现，这也是

而招标工作若与财政拨款同时进行，势必造成招标

加强廉政建设的需要，一旦出现问题，必须及时沟

工作滞后，采购进度慢。所以要想做好前期工作，

通，以保证图书质量为最终目的。

就需要提前招标，一方面可以减少因招标滞后对采

4.4 组织专家团队，科学分析馆藏

购业务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工作效

目前图书馆采访工作缺少相关专家，是政府采

率，避免计划与采购脱节。由图书采访团队先行确

购模式下比较突出的问题所在。鉴于图书的汇编已

定供书商家，之后再开始采购，等到图书采购专款

经有其一套完整的体系，因此非图书馆专家无法科

到位，再将款项付给商家。上述的提前招标程序，

学地分析馆藏，采访工作必然会遇到较大阻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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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61-64.

组成一个专家库，由这些专家对图书馆馆藏进行科

[2] 朱建军.高校图书馆实行图书政府采购的利弊分析及对策[C]//安徽

学分析，并根据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参与采购计划的

省高校图工委文献信息委员会.安徽省高校图工委文献信息委员会

制定，这些专家对图书的印刷、发行流程比较熟

2009 学术年会论文集,2009:4.

悉，同时也对不同图书馆的服务类型有全面的了

[3] 孟繁华.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招标采购评标指标研究——以天津图书

解，在为图书馆选择和确定适宜的供书商家和相应

馆中文普通图书招标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6):45-48.

的增值服务方面更具优势。
5 结语
政府采购模式下的图书馆图书采访制度既存在
着独有的优势，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在未来的
发展中，图书馆采访工作需要将该模式下的优势最
大化，而将其不足最小化，以满足图书馆和读者的

[4] 李雪梅,厚继承.高校图书馆图书招标采购问题探析[J].现代情报,
2009,29(10):45-48.
[5] 李 红 娟. 图书 馆 图 书 类政 府采 购 工 作 优缺 点分 析 [J]. 青 春岁月 ,
2013(19):471.
[6] 伍玲.高校图书馆图书招标采购的利弊及对策探讨[J].农业图书情报
学刊,2014,26(8):86-87.

利益。从前期的招标机制到具体的采访过程，以及

[7] 唐琼,张泸月.高校图书馆在政府采购模式下对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

最后的验收制度，皆层层把关，是未来政府采购模

体系的构建——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纸质图书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

式图书馆图书采访制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报,2015(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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