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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学字〔2018〕82号 

 

 
关于举办 2018 全国少儿阅读峰会的通知 

 
各图书馆（绘本馆）、出版机构、相关单位：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书馆分会、图书馆报主办，福

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的 2018全国少儿阅读峰会，将于 2018

年 10 月 25日至 28 日在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2018全国

少儿阅读峰会（以下简称峰会）旨在为少儿图书馆（绘本馆）、

少儿出版机构、少儿阅读推广人等搭建交流平台，已成为业界“点

灯人”的聚会。 

峰会设置“主旨论坛”“展览展示”两个部分。“主旨论坛”

包括颁奖仪式、主旨报告、现场互动等丰富多样的内容与形式。

将邀请知名少儿出版机构、少儿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少儿阅读推

广人，学者和著名作家，围绕业界关心的话题进行深度讨论，为

少儿阅读推广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展览展示”内容涵盖评选展

示、行业会展、观摩交流等内容，将邀请出版社、绘本馆、图书

馆、设备服务商等相关单位进行展览交流。具体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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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书馆分会 

           图书馆报 

承办单位：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支持单位： 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二、峰会主题 

书香童行 筑梦未来：馆社共促少儿阅读 

三、举办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8日 

地点：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会议日程： 

10 月 25日下午：代表报到 

10 月 26日：开幕式、颁奖仪式、主旨报告、展览展示 

10 月 27日：馆际交流 

10 月 28日上午：代表离会 

四、参会人员 

国内致力于少儿出版与阅读推广的出版人、图书馆人、阅读

推广人、教育界代表均可参加。拟邀请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出

版协会等行业协会领导、著名作家、阅读推广人、少儿图书馆及

公共馆馆长、知名少儿出版社社长等。 

五、主要活动 

（一）峰会前期活动 

1.十佳绘本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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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佳绘本馆征集活动 

（二）峰会期间活动 

1.领导致辞 

2.主旨报告 

3.颁奖仪式：为“十佳绘本”“十佳绘本馆”获奖代表颁发

奖牌和证书 

4.图书捐赠 

5.展览展示：优秀绘本读物展览、少儿图书馆设备展示等。 

六、峰会报名 

（一）会务费用 

本次峰会会务费：850 元/人（含会议培训、资料、用餐等

费用），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用自理。 

（二）付费方式 

1.会议费用由代表所在单位统一缴纳； 

2.缴费方式：10月 12 日前将会议费汇至中国图书馆学会账

户，汇款时请注明“少儿阅读峰会”+单位名称+姓名，电子发票

将汇至代表注册时填写的邮箱；现场缴费，研讨结束后两周内，

在注册时填写的邮箱内领取发票。 

户    名：中国图书馆学会 

帐    号：01090303200120105049050 

开户行：北京银行魏公村支行 

3.电子发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

发票系统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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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4 号），本次峰会采用电子发票。请务必

在注册时准确填写电子邮箱地址，电子发票将以邮件附件形式

（PDF格式）发送。与会代表可以自行打印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的版式文件，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

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同 

（三）报名方式 

会议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请登陆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从网

站右上角“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管理与服务平台”入口注册（如

已有账户，则不必注册），以“个人用户”注册成功并登录后，

在“我的首页”会议板块找到本次会议名称，点击“参加”提交

报名申请。报名截止日期 2018年 10 月 12日。 

报名联系人 

图书馆报： 

胡欣芸  010-88366682  13717982605 

李  晓  010-88366682  15210106672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连  超  0591-88208170 18695706161  

七、报到地点 

福建山水大酒店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 13号 

八、住宿信息 

福建山水大酒店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 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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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用：单间 380 元/间 (含早） 标间 428元/间 (含早） 

九、交通路线 

1.福州长乐机场——福建山水大酒店 

（1）公交车：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候机楼高架桥下）乘坐

福建空港快线到三坊七巷光禄坊公交站下车，步行十分钟左右，

即可到达福建山水大酒店，行程约 70 分钟，费用约 30 元。 

（2）出租车：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乘坐出租车到福建山水大

酒店单程约 1小时，费用约 230元。 

2.福州火车南站——福建山水大酒店 

（1）公交车：火车南站出站乘 k2路公交车至桥南站下车。

转乘 k1路公交车至鼓楼站下车，步行 440米到福建山水大酒店，

全程约 1 小时 30分钟。 

（2）出租车：火车站南站出站后乘坐出租车直达福建山水

大酒店，全程约 50 分钟，费用约 70 元。 

（3）地铁：火车南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到达东街口，从 B 口

出地铁站，步行 1 分钟到达福建山水大酒店。 

3.福州火车站——福建山水大酒店 

（1）公交车：火车站北广场东侧上车，乘 k1 路公交车至鼓

楼站下车后，步行 440米，到福建山水大酒店，全程约 40分钟。 

（2）出租车：火车站南广场，乘坐出租车直达福建山水大

酒店，全程约 18分钟，费用约 18元。 

（3）地铁：福州火车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到达东街口站，

从 B 口出地铁站，步行 1 分钟到达福建山水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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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十佳绘本征集通知 

       2. 十佳绘本馆征集通知 

     

 

                   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书馆分会 

                               （代  章） 

                            2018 年 9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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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十佳绘本”征集通知 

 
绘本是由高品位的文学和艺术交织出的一种新型图书样式，

在少儿阅读推广过程中，对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观察能力、沟

通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等等，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少儿

阅读推广活动的推进，绘本成为出版社的选题优选对象、图书馆

的重点采访对象，读者借阅量也相当可观。为了让更多的优秀绘

本作品被孩子们接受，实现其阅读价值，本届全国少儿阅读峰会

将举办 2018 年“十佳绘本征集活动”。 

本次活动面向 2017年 6月至 2018年 6月全国范围内正规出

版的绘本出版物进行，将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绘本进行遴选，为

荣获“十佳绘本”称号的绘本出版机构代表授奖。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书馆分会 

           图书馆报 

承办单位：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活动宗旨 

发掘优秀作品  推广绘本阅读  

三、征集标准 

1.中国大陆地区正规出版物，出版时间：2017年 6月至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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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品格调高雅、导向正确、内容精良、品质出众；  

3.题材符合少儿阅读特点，能激发其阅读兴趣；  

4.画面优美，印制精良，能激活少儿想象力；  

5.有较好的销售成绩或借阅效果。 

四、活动流程  

1.9 月 15日至 9月 30 日，候选书目提名  

由出版机构初步提名候选书目，每个出版机构限报 5 种候选

书目，提名方式详见“十佳绘本”参选表。  

2.9 月 30日至 10 月 10 日，初评 

对候选书目进行初选，选出入围书目，由《图书馆报》刊登

“十佳绘本征集活动”公告及入选书目，由出版机构提供绘本样

书，向全国图书馆、书店和读者广泛宣传。  

3.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9 日，终评  

组委会最终遴选好书，形成《2018 年全国十佳绘本推荐书

目》，向全国图书馆、绘本馆、书店和读者广泛推荐。  

4.10 月 26 日，颁奖  

发布《2018年全国十佳绘本推荐书目》，并为荣获“十佳绘

本”称号的出版机构代表授奖。  

五、征集截止日期 

征集表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9月 30 日，候选绘本样书提

交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30日。 

六、征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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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十佳绘本”征集表 

绘本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ISBN 
 

 
定价  

内容 

简介 

提供封面（简介 100 字以内） 

 

 

 

 

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  

地址、邮编  邮箱  

填报要求： 

1. 电子版征集表可在图书馆报官网点击相关链接进行下

载，网址为 www.cpin.com.cn。 

2. 报送资料一律要求以电子稿件形式提供。 

3. 参加征集的绘本封面以绘本名命名，图片存为 jpg 格式，

图片大小不低于 500K。 

http://www.cp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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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征集表的提交，请以此为文件名称：“单位名称+征集表+

联系人姓名”。 

5. 征集表请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以*.doc 附件形式提交

给组委会。 

6. 候选绘本样书一式三本（套）请快递至组委会联系人。 

7.主办方联系人 

胡欣芸：010-88366682  13717982605              

电子邮箱：tsgb@vip.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礼士路 135 号院 7号楼 2层

《图书馆报》 

邮编：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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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十佳绘本馆”征集通知 
 

作为少儿阅读推广的重要阵地，绘本馆近几年随着绘本的普

及在一些大中城市日渐兴起。随着绘本阅读的日益推广，绘本馆

受到了广大家长、小朋友的欢迎。全国优秀绘本馆评选作为全国

少儿阅读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为

了宣传绘本馆的少儿阅读推广效果，扩大活动的品牌影响力，实

现文化传播功能，本届全国少儿阅读峰会将继续举办“2018 年

十佳绘本馆征集活动”。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书馆分会 

           图书馆报 

承办单位：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活动宗旨 

发掘优秀机构  推广绘本阅读   

三、活动原则 

服务真诚 品位卓越 影响广泛 

四、征集标准 

1. 成立时间在 3年以上（含 3年），有独立的经营空间（面

积在 100 平方米以上）。 

2. 藏书品种 1000 种（含）以上，能够向读者提供良好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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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借阅、亲子阅读、有声图书、导读等服务。 

3. 具有一定知名度，具备品牌性的阅读推广活动。 

五、活动内容 

评选活动侧重公益性、普及性。特邀请中国大陆地区独立绘

本馆，以及设在图书馆内的绘本室作为参评单位。 

经初步遴选后，将邀请业界知名专家组成终评评委，最终确

定 2018年“十佳绘本馆”奖项名单。 

六、结果发布 

本次征集活动结果将在“2018 年全国少儿阅读峰会”上发

布，并为获奖绘本馆代表授奖。 

七、活动流程 

1. 9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参加征集的绘本馆报名 

由绘本馆、图书馆初步报名参选，参选方式详见“2018 年

十佳绘本馆”参选表。 

2.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0 日，初评 

对候选绘本馆进行初选，由《图书馆报》刊登“2018 年十

佳绘本馆征集活动”公告及参选名单，向全国图书馆、书店和读

者广泛宣传。 

3. 10月 11日至 10 月 19日，终评 

通过专家评选，最终遴选出“十佳绘本馆”获奖名单。 

4. 10月 26日峰会期间，举行颁奖仪式。 

八、征集表（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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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十佳绘本馆”征集表 

绘本馆名称  成立时间  

所在省市  营业面积  

读者年龄层  员工数量  

连锁情况 □独创 

□公立 

□直营 

□加盟 

□其他 

特色活动 □图书借阅 

□亲子阅读 

□有声图书 

□导读活动 

其他（请写出） 

 

绘本馆简介 （200字以内，请从绘本馆硬件建设、绘本馆特

色阅读推广活动、馆员培训、未来规划等方面阐

述,并附上 5 张照片） 

 

 

馆长姓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箱  

填报要求： 

1. 电子版征集表可在图书馆报网点击相关链接进行下载，

网址为 www.cpin.com.cn。 

http://www.cp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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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征集资料一律要求以电子稿件形式提供。 

3. 参加征集的绘本馆需提供 5张照片。照片文件名为：“单

位名称+图片描述”，图片存为 jpg格式，图片大小不低于 500K。 

4. 征集表的提交，请以此为文件名称：“单位名称+征集表+

联系人姓名”。 

5. 征集表请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以*.doc 附件形式提交

给组委会。 

6. 主办方联系人 

孙殿习：010-88366682  13810677351          

电子邮箱：tsgb@vip.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礼士路 135号院 7 号楼 2层《图

书馆报》邮编：100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