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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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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2022 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时强

调，“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

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少儿图书馆（绘本馆）、少儿出版发行机构、少儿阅读推

广人等是落实和开展少儿阅读推广的主要阵地和重要力量。 

由韬奋基金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指导，《图书馆报》主

办的全国少儿阅读峰会（以下简称峰会）自创办以来已在北京、

深圳、厦门、郑州、宁波、福州、成都、中山等地连续举办 11 届，

旨在为少儿图书馆（绘本馆）、少儿出版发行机构、少儿阅读推

广人等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文化强国建设。“2022全国少儿

阅读峰会”拟于 2022年 11月 27日-29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 

本届峰会以“阅启童年 快乐成长”为主题，持续邀请知名

少儿出版机构、少儿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少儿阅读推广人、阅读

专家、相关科技企业负责人，围绕少儿阅读、馆社合作、社会力

量助力少儿阅读事业发展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为少儿阅读推广

和少儿教育提供新的典型案例和理论支撑，为馆社店和全社会共

促少儿阅读搭建融合发展平台。峰会期间，将举行主旨报告、案

例分享、图书捐赠等多种交流活动，推动少儿阅读推广事业向纵

深发展。 

具体事宜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韬奋基金会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图书馆报 

四川省图书馆  

承办单位：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协办单位：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四川童熙萌悦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二、峰会主题 

阅启童年 快乐成长 

三、举办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2 年 11月 28 日 

地点：四川省图书馆 

日程： 

11 月 27 日-28 日上午：代表报到 

11 月 28 日下午：领导致辞、主旨报告、图书捐赠等 

11 月 29 日：代表离会 

四、主要活动 

（一）峰会前期活动 

1. 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征集活动 

2. 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馆征集活动 

（二）峰会期间活动 

1. 嘉宾致辞 

2. 主旨报告 

3. 图书捐赠 

4. 颁奖仪式：为“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2022 年度影响

力绘本馆”获奖代表颁发证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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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人以及相关科技企业负责人。峰会拟邀请韬奋基金会、中国

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出版集团、新华书店总



 

 

店、知名图书馆（绘本馆）以及少儿出版机构等单位领导出席。 

六、峰会报名 

（一）会务费用 

本次峰会会议费：800 元/人（含会议资料费等），往返交通

费及食宿费用自理。 

（二）付费方式 

1.会议费用由参会代表所在单位统一缴纳； 

2.11月 18日前将会议费汇至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账户，汇款时请注明“少儿阅读峰会”+单位名称+姓名。 

户名：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135 号 39 号楼二层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账号： 0200 0492 0920 0109 992 

财务电话： 010-8836209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 0102 MA00 E7ER 22 

（三）报名方式 

方式一：邮箱报名。登录《图书馆报》官方网站

（www.cpin.com.cn）下载会议通知和参会回执（附件 3），将参

会回执填写完成后发送至邮箱 tsgb@vip.163.com。 

方式二：微信报名。关注“图书馆报”微信公众号，查询峰

会通知，点击“阅读原文”进行线上报名。 

（四）报名联系人 

图书馆报： 

沈老师  010-88362160  13426396962 

李老师  010-88361919  15210106672 

七、报到和住宿 

报到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成都达州宾馆一层大堂 

入住酒店： 成都达州宾馆（天府广场店） 

酒店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将军街 1 号 

住宿标准： 单间 400 元/间，标间 400 元/间 



 

 

八、交通路线    

    （一）机场 

    双流机场 2 号航站楼上车，乘坐地铁 10 号线，至太平园站

换乘 3 号线，至省体育馆站换乘 1 号线，至天府广场站出，步行

800 米。 

（二）火车站 

火车北站：乘坐地铁 1 号线，至天府广场站出，步行 800 米； 

火车南站:乘坐地铁 1 号线，至天府广场站出，步行 800 米； 

火车东站：乘坐地铁 2 号线，至人民公园站 D 口出，步行 570

米。 

 

 

附件：1.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征集活动的通知 

2.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馆征集活动通知 

          3.2022 全国少儿阅读峰会参会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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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图书馆（绘本馆）、出版机构、相关单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2022 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时强

调，“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

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少儿图书馆（绘本馆）、少儿出版发行机构、少儿阅读推

广人等是落实和开展少儿阅读推广的主要阵地和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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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让更多

的优秀绘本作品被孩子们阅读，特举办“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征

集活动”。 

本次活动面向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9 月全国范围内正规

出版的绘本出版物进行，将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并将在 2022

全国少儿阅读峰会上为进入“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名单的绘本

出版机构颁发证书。 

一、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韬奋基金会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图书馆报 

          四川省图书馆 

承办单位：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协办单位：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四川童熙萌悦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二、活动宗旨 

立德树人 阅读铸魂 



 

 

三、征集标准 

1.中国大陆地区正规出版物，出版时间：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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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1 日至 11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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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征集表”。 

2.11 月 14 日至 11 月 18 日，初选入围 

对候选书目进行初选，选出入围书目，由《图书馆报》“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征集活动”公告入选书目。 

3.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4 日，专家评审 

由专家组研究入围绘本名单，遴选出推荐绘本，形成《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名单》，向全国图书馆、绘本馆、书店和读者广

泛推荐。 

4. 11 月 28 日，在 2022 全国少儿阅读峰会上公布《2022 年

度影响力绘本名单》。  

五、征集截止日期 

征集表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3 日，候选绘本样书

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4 日。 

六、征集表（见后） 

 

 

 

 

 

 



 

 

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征集表 

 

填报要求： 

1.征集资料建议以电子稿件形式提供，提交到指定邮箱。 

2.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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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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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征集表请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前以*.doc 附件形式提交

给组委会。 

5.候选绘本样书一式三本（套）请快递至组委会联系人。 

6.主办方联系人：   

沈世婧—010-88362160  1342639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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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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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馆征集活动通知 

 

近来，随着绘本阅读的普及，绘本馆也在一些大中城市日渐

兴起，受到了广大家长、小朋友的欢迎。为了宣传绘本馆在少儿

阅读推广中的重大贡献，提升优秀绘本馆的品牌影响力，助力少

儿阅读推广事业，《图书馆报》特举办“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馆

征集活动”。 

一、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韬奋基金会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图书馆报 

          四川省图书馆 

承办单位：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协办单位：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四川童熙萌悦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二、活动原则 

服务真诚 品位卓越 影响广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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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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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动流程 

1.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3 日，绘本馆报名 

由绘本馆、图书馆初步报名参选，参选方式详见“2022年度

影响力绘本馆”征集表。 

2.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18 日，初评 



 

 

对候选绘本馆进行初选，由《图书馆报》刊登“2022 年度影

响力绘本馆征集活动名单”公告及参选名单，向全国图书馆、书

店和读者广泛宣传。 

3.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4 日，终评 

通过专家评选，最终遴选出“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馆”获奖

名单。 

4. 在 11 月 28 日 2022 全国少儿阅读峰会上公布《2022 年度

影响力绘本馆名单》。 

五、征集表（附后） 

 

 

 

 

 

 

 

 

 

 

 

 

 

 

 

 

 

 

 

 

 



 

 

2022 年度影响力绘本馆征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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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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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点击相关链接进行下载，

网址为 www.cp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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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pin.com.cn/


 

 

5. 征集表请于 2022年 11月 14日前以*.doc附件形式提交

给组委会。 

6. 主办方联系人： 

沈世婧—010-88362160  1342639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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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2022 全国少儿阅读峰会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手机  

单位  职务  

地址  邮编  

电话  E-mail  

住宿时间 

年   月   日 至  月   日 

（会议时间 11 月 27 日至 11 月 29 日） 

住宿费单间元/间（含早）标间元/间（含早） 

报到及离

会时间 
报到时间： 月  日  时  离会时间：  月   日  时 

现场报到 会议费 800 元/人，请提前汇款至指定账户。 

开票信息  

备   注：参会回执请于 11 月 18 日前发至组委会邮箱

tsgb@vip.163.com，以便我们为您提供更加周到细致的服务。 

报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成都达州宾馆一层大堂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将军街 1 号 

咨询电话：图书馆报 沈世婧 13426396962 

mailto:参会回执请于11月18日前发至组委会邮箱tsgb@vip.163.com
mailto:参会回执请于11月18日前发至组委会邮箱tsgb@vi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