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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区图书招标采购现状和发展态势研究

———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广东省政府采购网招标和中标公告数据的实证分析

□徐月华∗

　　摘要　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图书采购招标和中标公告数据,系统分析了当

前图书招标采购现状及发展态势.研究发现,招标采购已成为各级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采购的主

要方式,并伴随图书采购需求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和普及.馆配市场也形成了由大型知

名图书供应商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市场格局.图书馆图书采购自主权的缺失和弱化导致最低价

中标现象愈演愈烈,图书供应商“良币自我劣化”式竞争导致图书折扣率不断下探,供需两侧都深

陷最低价中标困境.研究认为,走出最低价中标困境,需要在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着手修订招标

法规政策,重在给予图书馆更多采购自主权,同时辅以给予投标人最低报价的必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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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制定与实

施已历十余年,政府招标采购模式已经成为图书馆

文献资源采购的主要方式.图书招标采购实行十多

年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发运作

阶段,时间段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因主管部门没有明

确图书采购必须采取招标方式,图书馆图书采购招

标完全是在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全面推广,招
标采购市场也处于试运行阶段[１].第二阶段是全面

推广阶段,时间段大约为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随着高校

扩招规模的进一步加大,国内各高校新建的图书馆

纷纷落成并投入使用,新图书馆急需集中采购一大

批图书,高校用于图书采购的专项经费陡然猛增.
特别是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如火如荼展开,推动

几乎绝大多数高校连续多年大幅度增加购书经

费[２].大量增加的购书经费增加了防范风险的需

求,加速推动了政府采购法规制度在图书采购领域

的落实,图书招标采购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广.第

三阶段是“理性时代”,时间约为２０１０年后.高校本

科教学评估结束后,馆配市场规模井喷之势结束,图
书招标采购成为常态,招标采购规范化程度不断提

高,馆配市场结构也日益趋稳.
在全面推广的第二阶段,图书政府采购的利弊

充分显现,特别是关于馆配市场的结构不合理、低价

中标问题凸显、图书馆采购自主权匮乏等议题的讨

论,都出现了大量理论和实践操作领域的研究文

章[３].而在图书政府采购成为制度化和常态后的第

三阶段,与社会各界对政府采购领域诸多问题的呼

声日疾的情势不同,近几年图书馆业界对此问题的

探讨却略显沉寂,对这一阶段图书馆图书招标整体

状况的详尽调查研究更是寥寥.当前阶段图书采购

市场呈现的是怎样一副图景? 前一阶段实践凸显的

问题都已内化解决,还是在继续累积深化? 是图书

采购从业者对这些问题已习焉不察,还是自忖制度

刚性难以扭转进而选择集体沉默? 在当下全面深化

改革的背景下,招标采购领域是否也需要针对实践

中呈现出的问题进一步进行深化改革? 这些问题都

需要对现阶段的图书招标采购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和

深入分析才能解答.
广东是改革开放发源地,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先驱省份,在图书文献政府采购领域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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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向为风气之先,是馆配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

一.文章试图通过对颇有代表性的广东地区图书馆

在这一阶段图书招标市场发展的实证调查研究,用
实实在在的数据分析展现现阶段图书招标采购的现

状,以期对图书招标采购问题的深入探讨乃至推动

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１　数据的采集和整理

１．１　数据来源和统计分析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

的信息应当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

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４].广东省政府采购网(htＧ
tp://www．gdgpo．gov．cn/)是广东政府采购的最主

要媒介平台.通过访问该平台,查询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该网站公布的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采购项目的招标

公告及中标结果公告,将每一对查询到并完整匹配

的同一项目的招标公告和中标公告,悉数纳入统计

样本框,并对样本中的所有数据进行全面采集、整
理、编码后,运用 SPSS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录入和

分析.

１．２　样本类型编码

我国图书馆类型有很多种,如公共图书馆、学校

图书馆、科学和专业图书馆等.其中公共图书馆、高
等院校图书馆及科学和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

业的三大支柱[５].为便于对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图书

招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与说明问题,本文将各类型

图书馆分类编码为“本科院校图书馆”“高职院校图

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其他图书馆”四个类型.
在本科与高职院校图书馆中,由于办学性质、投资方

不同,经费来源与使用方式也有差异,因此调查的本

科与高职院校图书馆均为公办院校图书馆,民办院

校图书馆不在统计之列.“其他”图书馆则是多为政

府集中招标采购的中小学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农家

书屋和政府机构等采购主体的归类合并.

１．３　样本分析策略

共查询到招标和中标公告完整匹配的招标项目

共计６６２个,其中没有确定招标预算金额的招标项

目５９个,占比８．９％.直接明确招标预算金额的招

标项目６０３个,占比９１．１％.为了便于对招标市场

规模进行明确分析,再加上没有确定招标预算金额

的招标项目在“招标金额”及衍生的“最低价是否中

标”“报价折扣”等重要分析变量上的缺失,因此统计

分析策略主要侧重于分析６０３个直接明确了招标预

算金额的招标项目相关数据.

２　招标公告数据统计分析

２．１　广东地区图书采购招标呈显著持续增长趋势

对６０３个图书采购“非资格标”项目样本基础分

布情况的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按招标图书馆类型统计,本科图书馆招标项目

共２０２个,占比３３５％;高职图书馆１４４个,占比

２３９％;公共图书馆１２１个,占比２００％;其他类型

图书馆１３６个,占比２２６％.总体看,高校图书采

购招标在各类型图书馆中占据明显多数.
按年度统计,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各类型图书馆图

书采购招标项目呈现出显著的逐年递增趋势.２０１１
年图书招标项目为６２个,到２０１５年已达到１４５个,
即使２０１６年略降到１２１个,增幅也接近１倍.其

中,增幅最大的是高职院校图书馆,其２０１１年图书

招标 项 目 仅 １１ 项,２０１６ 年 达 到 ２８ 项,增 长 了

１５４％,这与教育部开展本科教学评估后,全面加强

高职高专院校评估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此外,公共

图书馆与其他类型的图书馆图书招标项目增幅也很

大,分别达到１０７％和１１６％;增长最少的本科院校

图书馆,其增幅也达到了５３％.由此可见,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年无论是哪个类型的图书馆,采用政府招标形

式采购图书的数量都明显增长,图书资料政府采购

普及的速度和规模仍在持续扩大.
表１　广东地区各类型图书馆图书招标

采购增长情况(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 合计

本科馆 ２６ ２５ ３２ ３６ ４３ ４０
２０２

３３５％

高职馆 １１ ２１ ２０ ３５ ２９ ２８
１４４

２３９％

公共馆 １３ １６ ２１ １８ ２６ ２７
１２１

２００％

其他馆 １２ １３ ２０ １８ ４７ ２６
１３６

２２６％

总体
６２

１０３％

７５

１２４％

９３

１５４％

１０７

１７７％

１４５

２４０％

１２１

２０１％

６０３

１００％

２２　广东图书招标采购市场规模大、公共图书馆发

展领先全国

对招标项目金额分布情况的统计如表２所示,
显示广东地区图书馆配市场规模可观.根据对样本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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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图书招标项目采购金额分布情况

百分比统计 离散度分析(单位:万元)

１－１００万
１０１－３００

万

３０１－５００
万

５０１－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万

以上
合计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总金额

本科馆 ３２３％ ５５２％ ９５％ ３０％ ０％ １００％ １７ ７００ １８３４８ １３０７５ ３７０２６４１

高职馆 ７２２％ ２４３％ ２８％ ０７％ ０％ １００％ １５ ６６０ １０１２１ ９２０８ １４６７５９３

公共馆 ５４５％ ２４０％ ６６％ ７４％ ７４％ １００％ ２０ ４０５０ ２９５１５ ５２２２１ ３５７１３４０

其他馆 ６６７％ ２３７％ ６７％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７ ７０００ １７２５５ ６１３２５ ２３４６６８６

总体 ５４１％ ３４４％ ６７％ ３０％ １８％ １００％ ７ ７０００ １８３９５ ３８７７５ １１０９１８６０

框内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６０３个图书采购招标项目的不

完全统计,总馆配规模超过 １１０９ 亿 元,年 均 约

１８５亿元,招标项目平均采购额达１８３９５万元.
本科院校图书馆是广东馆配市场的第一大户.

总采购金额超过３７亿元,占广东馆配市场总额的

３３４％.２０２个本科院校图书馆招标项目,采购金

额最 低 为 １７ 万 元,最 高 ７００ 万 元,项 均 采 购 额

１８３４８万元,５５％的项目采购金额集中在１０１－３００
万元区间,５００万以上采购金额的项目占比仅３％.

公共图书馆图书采购规模已与高校图书馆总体

相当.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图书馆之城”建设的引

领带动下,广东公共图书馆成蓬勃发展之势.总采

购额超过３５７亿元,占比３２２％,远超１７％的全国

平均水平[６].１２１个公共图书馆招标项目,采购金

额最低２０万元,最高达到４０５０万元,平均招标金额

２９５１５万元.５４５％的项目采购金额小于等于１００
万元,接近１５％的项目采购金额高于５００万元.在

各类型图书馆中,采购金额分布离散度最高.直接

反映了公共图书馆因其所属的行政地域和行政层

级,获得的财政投入和支持力度的差异.
高职院校图书馆采购规模最小.总采购金额约

１４６亿元,占广东馆配市场总额的１３２％.１４４个

高职图书馆招标项目,采购金额最低为１５万元,最
高６６０万元,项均采购额１０１２１万元,７２２％的项

目采购金额小于等于１００万元,５００万以上采购金

额的项目仅０７％.可见,大部分高职院校图书馆

由于受其学校规模与资金投入的限制,其中文图书

购置经费都不太理想.
“其他”类型(中小学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农家

书屋和政府机构采购)图书馆,因精神文明和公共文

化建设需要,采购需求也非常大.１３６个采购项目,
项均采购额１７２５５万元,总采购金额约２３５亿元,
占广东馆配市场总额的２１２％.６６７％的项目采

购金额小于等于１００万元,金额最低仅７万元.５００
万以上采购金额的项目占比３％,最高７０００万元,
这些大额采购基本都是政府机构统一采购的农家书

屋工程图书配送项目.

２３　招取多个供应商是图书馆控制图书采购风险

的重要策略

图书采购实际招取的供应商数量与交易成本的

控制以及供货和服务质量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供应

商数量太少,不利于分散风险,太多则徒增交易成

本.招取适宜数量的供应商,既有利于控制交易成

本,还可以最大程度地分摊风险,有利于防止因部分

供应商服务和供货质量不高导致完不成年度购书计

划,减少图书馆蒙受损失的风险.对实招图书供应

商数量分布情况的统计(表３)显示,６０３项招标公告

中,招１家供应商的比例最高,达到２４７项,占比

４１％;招２家、３家供应商的分别为１８２项、１０８项,
分别占３０．２％、１７．９％.招４家及以上供应商的共

６６项,占比１１％.
表３　实招图书供应商数量分布情况

图书馆类型 １家 ２家 ３家 ４家 ５家及以上 合计

本科馆 １９．８％ ３５．６％ ３１．７％ １１．４％ １．５％ １００％

高职馆 ３５．４％ ４５．８％ １３．２％ ４．９％ ０．７％ １００％

公共馆 ３４．７％ ２６．４％ １４．０％ １１．６％ １３．２％ １００％

其他馆 ８３．８％ ８．８％ ５．９％ ０．７％ ０．７％ １００％

总体 ４１．０％ ３０．２％ １７．９％ ７．５％ ３．５％ １００％

通过将招标金额与招标供应商数量进行交互分

析(表４),发现两者具有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皮尔逊

相关系数r＝０．５９５).说明招标金额越大,招标方更

倾向于招取更多供应商.招标金额低于１００万元的

５９．１％选择招取１家供应商,招标金额１０１－３００万元

的６７．１％选择招取２－３家供应商,招标金额超过５００
万元的则有７２．２％选择招取４家以上供应商.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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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招标金额与招标供应商数量交互分析表

招标供应商数量

１家 ２家 ３家 ４家 ５家及以上
合计

招

标

金

额

１－１００万
１９２

５９．１％

１１１

３４．２％

２０

６．２％

２

．６％

０

．０％

３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３００万
４０

１９．３％

６３

３０．４％

７６

３６．７％

２３

１１．１％

５

２．４％

２０７

１００．０％

３０１－５００万
１０

２５．０％

６

１５．０％

１０

２５．０％

１２

３０．０％

２

５．０％

４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１－１０００万
２

１１．１％

０

．０％

３

１６．７％

８

４４．４％

５

２７．８％

１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万以上
２

１８．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８１．８％

１１

１００．０％

总　体
２４６

４０．９％

１８０

３０．０％

１０９

１８．１％

４５

７．５％

２１

３．５％

６０１

１００．０％

　　对比表２、表３、表４数据,可见不同类型图书馆

招标项目招取供应商的数量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本科图书馆因采购经费多数集中在１０１－３００

万元,且因面临更高的图书利用率以及读者反馈压

力的实际需求,具有较强的分散风险意识,有６７．３％
的项目招取了２－３家图书供应商.

高职图书馆因７２．２％的项目采购经费在１００万

元以下,选择１家供应商的比例高于本科图书馆,但
因同样面临高图书利用率和读者反馈压力,也更加

注重分散风险,图书采购招标相对更多倾向于选择

招取２家供应商(占４５．８％).
公共图书馆由于规模差异大,图书采购经费差

异也大.因多数公共图书馆采购经费在１００万以

下,招取１家供应商的比例也占多数.同时,５００万

元以上采购经费的项目多数来自公共图书馆,招取

５家及以上供应商的也相应主要是公共图书馆.
“其他”类型图书馆,因为图书利用率低,同时几

乎不存在读者反馈压力,并且多数没有专职专业图

书管理者的专业“经营”和“守护”,即使经费数量显

著好于高职图书馆,且不时有５００万元以上超大额

采购项目出现,但选择１家供应商的比例却高达

８３８％,实招２家及以上供应商的仅占１６．２％.
继续结合后文图６数据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可以发现招取的供应商数量和最低价中标之间存在

明显的一致性,本科图书馆多数招取１家供应商的

比例最低,最低价中标率也最低,公共图书馆和高职

图书馆招取１家供应商的比例都较高,最低价中标

率也更高,“其他”类型图书馆招取１家供应商的占

到８３．８％,最低价中标率也相应高达５６．２％.

３　中标公告数据统计分析

３．１　广东图书馆配市场形成本地、国营、大型供应

商居于主体地位的市场格局

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广东地区６０３项图书招标项

目中标公告的统计结果显示,累计共有１２５６个图书

供应商①中标.从供应商注册地域分布看(图１),中
标的供应商中广东省内供应商９１２个,占比７２．６％;
其次是北京的供应商２３７个,占比１８．９％;再次是湖

北省的供应商６３个,占比５％,其他省份供应商占

比仅３．５％.

图１　不同地域供应商中标情况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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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１２５６个图书供应商并不意味着１２５６家供应商,很多供应

商同时中标多家图书馆,每中标一家图书馆,计一个.



2
0

1
9

年
第3

期

从供应商企业性质看(图２),中标供应商中,国
有性 质 供 应 商 ５５７ 个 (占 比 ４４．３％),中 标 金 额

５６１６７．５万元(占比５０．６４％);民营性质供应商６９９
个(占比 ５５．７％),中标金额 ５４７５１．１ 万 元 (占 比

４９４６％).民营供应商在中标项目数量上比国营供

应商要多出１１．４个百分点,但在中标总金额上却略

少于国营供应商.

图２　国、民营供应商中标情况

具体到各家主要供应商的市场占有情况(图

３),以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广州购书中心、浙江省新

华书店集团等为代表的几家国营供应商取得了接近

４０％的中标量,尤以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为最,占据广

东市场３０％的份额,市场龙头地位凸显.全国市场

占有率最高的民营馆配商北京人天书店、湖北三新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本地的广东大音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广东才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世纪光华书

业有限公司等几家主要民营供应商也取得了接近

４０％的中标量.由此,可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鉴于图

书馆对图书现采的实际需求,拥有大型现采产地的

本地图书供应商在招标市场格局形成中占据先天优

图３　各主要供应商中标情况

势;二是馆配市场由大型知名图书供应商(无论是国

营或民营)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市场格局已经形成

并不断巩固.

３．２　最低价中标问题成为供应商和图书馆面临的

共同困境

最低价中标问题是图书纳入政府招标采购以

来,一直存在的问题.统计显示,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最
低价中标现象正愈演愈烈,发生率呈现明显的波动

上升趋势,并且增幅颇大.从２０１１年的３７．７％到

２０１６年的５２．１％,增长了１４．４个百分点(图４).

图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最低价中标发生率的变化趋势

统计还发现,与我们通常认为最低价中标的都

是那些规模较小、服务水平较低的“劣币”供应商的

“刻板印象”或者“想象”完全不同,最低价中标现象

在那些优质或者说“良币”供应商身上具有同比例甚

至更高的发生率.对“优秀馆配商”①最低价中标发

生率的统计(图５)与图４全部样本总体的最低价中

标发生率统计有着基本一致的增长曲线和相近的增

长数据,特别是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甚至高出总

体发生率(３９．６％、３９．８％、４２．６％比４１．７％、４０．８％、

４２．７％).烈火蔓延之势下,不仅仅是最低价中标发

生率的攀升,同时也必然伴以激烈竞争下供应商不

断压低的报价,北京人天书店２０１８年公布的数据可

资互证:近三年该书店馆配市场图书平均折扣在逐

年持续下降,从２０１５年的６９．９３％降到２０１６年的

６９．８３％,２０１７年大幅降低到６７．３８％[７].与预期中

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最低价中标市场后果相反,已

９３

广东地区图书招标采购现状和发展态势研究/徐月华

ResearchontheStatusQuoandDevelopmentTrendofBookBiddingandPurchaseinGuangdongArea/XuYuehua

① 本文统计的“优秀供应商”,主要参考«图书馆报»自２００６年起每

年评选出的“全国优秀馆配商”“省级优秀馆配商”名录.统计结

果是,“全国优秀馆配商”有３１１个,占比２４．８％;“省级优秀馆配

商”有４８５个,占比３８．６％,其他供应商４６０个,占比３６．６％.可

见,中标的供应商中“优秀馆配商”占据了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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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划分且颇为稳定的馆配市场格局中,数据反映

的结果是“良币”并未被挤出,而是通过不断降低报

价这种 “自我劣化”的手段在竞争中“巩固”和“拓
展”自己的市场份额,并已成为普遍形态.无论大

小、优劣,越来越多的供应商陷入了被低折扣报价深

深“灼痛”同时又自己“火上浇油”的困境.

图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优秀馆配商”最低价中标发生率变化趋势

作为招标主体的图书馆也同样被最低价中标深

深“灼痛”.对不同类型图书馆最低价中标发生率的

统计(图６)显示,痛的最深的是“其他”(中小学图书

馆、社区图书馆、农家书屋和政府机构采购)图书馆,

６年间,最低价中标率平均高达５６．２％.高职院校

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最低价中标率也达到了

４３２％和４２％.本科高校图书馆最低价中标发生

率虽然整体最低(３６．９％),但呈现出了更明显的上

升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最低价中标发生率分别为

２６．９％、３４．８％、３７．５％、３５．３％、３２．６％、５０％).

图６　不同类型图书馆最低价中标发生率

最低价中标带来不断压低的报价,早已挤干了

早年馆 配 市 场 价 格 的 水 分,并 走 到 了 另 一 个 极

端———保障优质馆藏的“７折”中标价警戒线①被持

续突破[８－９],图书馆的馆藏质量正在被不断侵蚀和

伤害.“谁将‘垃圾’塞进了图书馆?”之问②正在持

续向各个类型图书馆回荡并扩散.统计显示,最低

价中标中,除公共图书馆稍好外,本科院校、高职院

校图书馆中标价低于７折的比例分别达到２３．６％和

１８．９％,“其他”类型图书馆中标价低于７折的更是

高达５３．５％的(图７).即使是非最低价中标,也有

相当比例的中标价低于７折.这表明,馆藏质量降

低的事实已经在高校图书馆中大量蔓延生发.

图７　最低价中标和非最低价中标供应商报价比较

３．３　采购人自主权缺失依旧是最低价中标的主要

成因

早些年笔者对高校图书采购最低价中标的研究

中就已发现,导致最低价中标的成因在操作层面主

要是“低价至上”“评标方法不合理(价格成为最为实

质性的区分指标)”“专家不专”等.在制度层面的根

本原因是委托代理架构下的“非自主”和“半自主”招
标机制导致高校图书馆采购主体地位缺失[１０].

当前,图书采购采用委托代理招标形式已成为

绝对主流,不少图书馆甚至都不是直接采购人,图书

馆本身作为图书采购的组织者和承办人从而实现

“自主”招标愈发成为“理想型”.在«招标投标法»等
系列法规政策都没有排除采购人代表参与评审的情

形下,采购人代表参与评标打分是代理招标中体现

采购人自主权利的仅余的要素.统计显示(表５),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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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京人天书店测算馆配运营成本占码洋的１１．５％,馆配商盈亏

平衡点在７．１５折;业内研究者赵玉泽分析出馆配商能维持正常

运营的投标折扣率必须保持在７．２折以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南方周末»发表«谁将“垃圾”塞进了图书

馆?»的报道,对当时很多垃圾书进入中小学图书馆的情况进行

了揭露,引一时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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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评标委员会人员构成情况

本科 高职 公共 其他 总体

评标委员会

专家占比

(N＝５３６)

≧２/３
６１．２％

１１５

５８．９％

７６

５１．９％

５５

２５．７％

２９

５１．３％

２７５

﹤２/３
３８．８％

７３

４１．１％

５３

４８．１％

５１

７４．３％

８４

４８．７％

２６１

评标委员会

是否有本馆人员

(N＝５０６)

有
９６．３％

１８１

８９．８％

１１５

９１．４％

９６

７４．１％

６３

８９．９％

４５５

没有
３．７％

７

１０．２％

１３

８．６％

９

２５．９％

２２

１０．１％

５１

仍有１０．１％的图书招标项目没有本馆人员参与.无

采购人代表比例最高的是“其他”类型图书馆和高职

图书馆,分别是２５．９％和１０．２％.进一步的相关分

析发现,评标委员会中有本馆人员的最低价中标率

为３９．２％,而没有本馆人员的最低价中标率高达

６４７％.也就是说是否有本馆人员参与评审与最低

价中标结果呈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tau－y＝－
０２０４).

再来看评标委员会专家组成与最低价中标的关

系.统计显示,评标委员会中专家占比大于等于２/３
和小于２/３的项目几乎对半,专家占比小于２/３的

情况还 是 “其 他”类 型 图 书 馆 为 最 多,比 例 达 到

７４３％,这说明了“其他”类型(中小学图书馆、社区

图书馆、农家书屋和政府机构采购)招标采购的规范

性还亟待提高.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评
标委员会中专家占比大于等于２/３的最低价中标率

为４０．４％,小于２/３的最低价中标率为４４．６％,几无

差异.专家占比是否大于等于２/３与最低价中标结

果基本没有相关性(相关系数tau－y＝－０．００８).
本次调查统计结果也再次验证了笔者此前研究

的结论.在图书代理招标采购机制不变,且不考虑前

文论证的采购金额对供应商数量进而对最低价中标

影响的情况下,采购人代表参与评审这项仅剩的采购

人自主权利,已成为最显著的能制约最低价中标的因

素.而所谓评标“专家”,且不论“专”还是“不专”,其
作用更多体现在程序的合规而不是结果的合理上.

４　结论与讨论

文章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１)政府采购(主要是代理招标采购)已成为各

级各类型图书馆图书资料采购的主要方式,并且伴

随着日益增长的采购需求和庞大的市场规模还在持

续增长普及,馆配市场也形成了大型知名图书供应

商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市场格局.实践表明,图书

招标采购在防止腐败风险、增强资金使用透明度、落
实预算制度,以及显性降低采购价格、增强附加服

务、加强市场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发挥了制度设计内

“硬币的正面”作用.
(２)图书招标采购虽然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腐败

风险,但“硬币的反面”却是于无形中节节提升了质

量风险.需求侧的图书馆作为采购主体只能被动地

保有最低限度参与,导致最低价中标发生率持续蔓

延上升.供给侧的图书供应商则通过不断降低折扣

报价这种“良币自我劣化”式的竞争来巩固和扩展市

场份额,导致图书折扣率不断下探突破警戒线.供

给和需求双方一起沦陷在悖论式的最低价中标困境

中难以自拔,馆藏质量降低事实上已在各类型图书

馆持续生发蔓延.
(３)赋予图书馆更多自主权并合理运用风险分

散策略,是制约最低价中标的重要手段.当前招标

机制下,采购人代表参与招标评审以及招取多个供

应商分散采购风险这是制约最低价中标的仅有的两

个显著因素,但如果采购人自主权不能得到进一步

保障,悖论式的最低价中标的循环困境势必会进一

步持续恶化.
基于此实证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在肯定图书

招标采购有力促进图书文化事业繁荣的同时,更需

直面“最低价中标”这一棘手问题.要使图书招标采

１４

广东地区图书招标采购现状和发展态势研究/徐月华

ResearchontheStatusQuoandDevelopmentTrendofBookBiddingandPurchaseinGuangdongArea/XuYuehua



2
0

1
9

年
第3

期

购走出最低价中标困境,步入良性循环,要从需求和

供给两端同时着手,且重在需求侧.在需求侧给予

招标人图书馆更多的采购主体的自主权(比如明确

采购人代表参与招标评审、根据测算可以设定最低

限价、根据评标情况可以自行确定中标人等),在“程
序合规”的同时保障“结果合理”.在供给侧给予投

标人图书供应商最低报价的必要限制,阻断突破底

线“自我劣化”式的低报价趋势.
在各界各行业针对招标采购最低价中标问题的

多方呼吁下①,国家有关部门对部分法规政策做出

了有限的修订.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８日财政部８７号令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１１]关于

“最低报价投标人需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新规定,
在供给侧对供应商最低报价进行了限制,在各种资

质证明文件之外,进一步进行自己能够实现最低报

价且能提供优质服务的“良币自证”.但在需求侧却

在“最低限价”问题上持续收紧,规定“采购人根据测

算情况,可以在采购预算内合理设定最高限价,但不

得设定最低限价”.而事实上,与工程类采购不同,
货物类采购目录下的图书采购是完全可以避开“测
不准原理”进行相对准确的成本测算的.２０１７年８
月２９日国家发改委«关于修改‹招标投标法›和‹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１２],曾提

出将«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修改为“招
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修
改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

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自行确定中标人”并“应当在向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的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中,说明其确定中标人的理由”的修改建议,试图在

需求侧给予采购人非常必要且有决定性的自主选择

权,消息一出即在招投标领域产生一时轰动.但殊

为遗憾的是国务院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９日正式修订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１３]对此

条款只字未动,国家发改委此条可能对最低价中标

现象及其问题产生最根本的制约效果的修改建议未

被采纳,举到半空的实锤最终没能落下.
可以预期,仅从供给侧对投标人最低报价进行

“最低报价合理性证明”的软限制,而未能在需求侧

保障招标人的采购主体权利,“最低价中标”的痼疾

势必难以得到根治,包括图书采购在内的政府采购

市场和公共服务受众还将继续被“最低价中标”困
扰.愿借此文抛砖引玉,激发更多的图书招标采购

从业者打破集体沉默,共同呼吁并推动新时代招投

标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尽早落下实锤,推动图书文化

事业实现真正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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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民日报»在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和６月２６日连续发表«质量应

是企业立身之本»和«最低价中标,该改改了»两篇文章,引领了

社会各界对“最低价中标”问题的炮轰讨伐.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就“低价中标问题”询问了国家发改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