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河北廊坊

2017 Chinese library Exhibition
中国图书馆展览会
2017

中国图书馆展览会
Chinese library annual exhibition



通过近年来的探索和培育，中国图书馆年会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

升，已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年度盛会，引领作用和社会效益

也日益凸显。为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充分展示图书馆事业发展成就、社会影响和未来前景，积极推动图书馆业界

交流互动，强化图书馆与企业的交流意识、合作意识，实现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指导、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河北省

廊坊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7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 . 中国图

书馆展览会”，将于9月12日至14日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主题为“图书馆与社

会：共享 效能 法治”。我们诚挚地邀请贵单位参加2017年中国图书馆展览会。

前  言

展览会主题: 图书馆与社会：共享 效能 法治

展览时间: 2017年9月12日至14日

展览地点: 廊坊国际会展中心

展览会执行机构: 北京中图产学研文化发展中心

廊坊国际会展中心
展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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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国际会展中心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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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河北省文化厅



廊坊国际会展中心地处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中段，占地25万平方

米，绿化面积达16万平方米，四周环境整洁、树木林立、草坪葱翠、水波荡

漾，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廊坊这幅新时代笔下美丽、幽雅、怡人的多姿

画卷里。这里的主要建筑有：廊坊会议展览中心、廊坊国际展览馆、华日国际展

览馆和与之配套的相关设施，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建有9万平方米的希望广

场和全长200米的音乐艺术水景，是全国大型展馆之一。廊坊国际会展中心是河

北省第一座国际标准展览馆，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可容纳600个国际标准

展位，是举办国际国内大型展览会的理想场馆。

廊坊国际会展中心
场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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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参观人员构成

参展范围

参展规模

文化部、全国省市级文化部门负责人；全国各省、市、县、乡镇公共图书馆及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中小学等各类型图书馆负责人；政府采购人员；各大商业机构图书室负责人；河北

省、廊坊市读书爱好者以及社会公众。

规划面积为：15000平方米，有效布展面积10000平方米。

展区规划：国际展区、公共展区、文化事业展示展区、各省市、乡镇文化、图书

馆阅读事业相关成果展示区、图书馆相关企业展示区等。

1. 图书档案专用家具：密集架、文件柜、地图柜、书架等。

2. 图书馆办公自动化设备，计算机硬件、外围设备等。

3. 各类图书馆应用软件和数学化技术产品及试听设备。

4. 图书馆类图书档案安防系统及监控设备等。

5. 各类应用设备与技术：缩微、照相、扫描技术等影像设备和用品、计算机数据采集文字处 

     理设备及保护装置、信息管理系统、多媒体、光盘以及网络技术。

6. 文档一体化管理及科技、人事、财会、后勤等档案管理软件。

7. 文件印制整理设备:复印机、印刷一体机、打印机、数码速印机、晒图机、条码机、文字处

     理机、装订机、折纸机、标签机、胶装机、塑封机、打卡机等。

8. 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等各出版物机构。

9. 新闻传媒及网络单位、图书文化公司、图书发行和物流公司等。

各省、市图书馆，河北省、廊坊市特色文化、图书馆、阅读事业发展成果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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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单位

（二）图书馆事业单位



1. 单面开国际标准展位：
3M*3M人民币8000元/个。

每个展位面积为3M*3M、配置铝型材、三面2.5米高的展板、一张中英文门楣、

一张咨询台、两张折椅、两盏射灯/两支日光灯、一个约500W的插座、一个保洁

纸篓。

2. 正侧面开国际标准展位：
3M*3M人民币9000元/个。

每个展位面积为3M*3M、配置铝型材、两面2.5米高的展板、两张中英文门楣、

一张咨询台、两张折椅、两盏射灯/两支日光灯、一个约500W的插座、一个保洁

纸篓。

3. 特装展位：
人民币800元/平方米。

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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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位收费标准



（二）广告位标准：

1. 道旗广告
    A、场馆周围道路道旗。

    B、廊坊市中心至国际会展中心道路道旗。

注：中国图书馆学会2017年单位会员9折

2. 展览中心外墙广告竖幅：
3000/条 (大概20组)

3. 市展览广场LED大屏广告：
20000/30秒 (大概12条)

4. 空飘广告单面LOGO广告：80000元/个 (2个) 5. 签到大厅吊挂广告：5000元/条 (12组)

6.  开闭幕式会展巨幅吊广告：50000元/条 (4组) 7. 展馆外立面广告：
正面10米*7米：20000元/个(6组)

侧面（面向场馆方向）10米*7米：10000元/个(12组)

8.  参观券广告（二选一）参观券：
4000元/5000张；9000元   /15000张

9. 散发资料入参会代表资料袋5000元/页，
正反彩色，A4纸大小（正反面彩色一张，A4纸尺寸），

展商制作好直接运往现场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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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级支持单位（1-2家）人民币：40万元

权益如下：
大会主视觉显著位置放置公司LOGO及名称（包含市内30块LED宣传视觉、会刊等）。

主体育馆外墙面广告竖幅1条。

空飘广告单面LOGO广告1个。

市展览中心广场LED大屏广告1条/30秒。

签到大厅吊挂广告1条。

开闭幕式会展巨幅悬吊广告1条。

展馆外立面广告：正面10米*7米：1个。

同期活动专题讲座。

市展览中心周边道路道旗20组、市区道路道旗50组。

特装展位216平方米。

2.二级支持单位（10家）人民币15万元

权益如下：
大会签到背景板显著位置放置公司LOGO及名称。

主体育馆外墙面广告竖幅1条。

市展览中心广场LED大屏广告1条/30秒。

签到大厅吊挂广告1条。

开闭幕式会展巨幅悬吊广告1条

展馆外立面广告：侧面10米*7米：1个。

市展览中心周边道路道旗10组、市区道路道旗20组。

特装展位144平方米。

注：如有其它类型广告建议可与展会主办方直接联系。

单位支持

中国图书馆展览会
Chinese library annual exhibition

07／



1. 接到《参展邀请函》的单位，请详细阅读邀请函内容后，参展需填写申请表加

    盖单位公章后扫描发至主办单位联系邮箱，同时交纳足额费用。

2. 主办单位将按照收到展位费的先后顺序，依次安排展位(先到先选)，申请得到 

    确定后向参展单位寄发参展通知书和展位示意图。报名后未交参展费者，暂不 

    预留展位及广告宣传项目。

3.参展费用已交齐，且确定展位及广告宣传项目的单位，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 

   参展者，应向主办单位提出书面申请退展。凡在7月15日以前的申请者，需要 

   扣除25%展位费；7月15日以后至8月30日以前的申请者，需要扣除50%展位

   费；8月30日（含30日）以后提出申请的，恕不退费。

4.参展报名截至日期：2017年8月30日。本次展览会展位设置数量有限，先报

   先定，定完为止。

5. 中国图书馆学会保留因自然灾害、战争或其他不可抗力而更改展览时间或取

   消展览的权利。

参展程序

汇款账号

收款单位: 北京中图产学研文化发展中心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右安门支行

账号：20000033970700015399480

付款说明：

1. 请汇款时备注发票开头，以免无法报销。

2. 请将汇款凭证扫描件发送至：27318440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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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颐

电话：010-53325187  

邮箱：2734731144@qq.com   

陈 磊

电话：010-57105015  

邮箱：273184407@qq.com    

咨询QQ: 273473114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邮编：100081

真诚欢迎贵单位参加本届展览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7年5月3日

联系方式

傅嗣鹏

电话：010-88544433

邮箱：fusp@nlc.cn

卢小戎

电话： 010-88545829  

邮箱：luxr@nlc.cn

（二）主办方联系人:

（一）展览会招展组联系人:



       说明：请完整清楚填写或打印此份申请表，无完整填写的申请表不予受理，
并在申请表上签字及盖章

展位申请表

附 件

展览地点：廊坊国际会展中心

优先预定截止日期：

参

展

商

基

本

资

料

宣  

传  

推  

广  

方  

案

付  

款  

方  

式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网址

联系人 职务 邮箱

是否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制企业  口是   口否

参展展品

参展

光地展位

（36平方米起租）

光地展位： 元/m²平方米，展位号：

费用： 元

标准展位

（9平方米）

标准展位： 元/m²个，展位号：

费用： 元

现场广告 明细：

印刷广告 参观券： 张 费用： 元

合计费用 以上费用合计人民币： 元

付款信息

汇款账户 说明：汇款时

请 注 明

“2017xxx公司

展位费”。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申请单位（盖章） 展览会主办方单位（盖章）

签约代表

（签字）
日期

签约代表

（签字）
日期

2017年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展位申请表

申请截止时间：2017年8月30日

展览日期：2017年9月12日至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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