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 2020 年电子文献数据库二期采购项目单一

来源公示

一、采购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二、项目名称：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 2020 年电子文献数据库二期采购项目

三、采购预算：242.38 万元（第一包：49.95 万元；第二包：15.00 万元；第三

包：15.00 万元；第四包：12.00 万元；第五包：4.00 万元；第六包：12.00 万

元；第七包：12.00 万元；第八包：10.00 万元；第九包：8.20 万元；第十包：

4.50 万元；第十一包：5.00 万元；第十二包：12.20 万元；第十三包：10.00

万元；第十四包：11.00 万元；第十五包：15.00 万元；第十六包：15.00 万元；

第十七包：9.80 万元；第十八包：21.73 万元）

四、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

第一包：兰州交通大学为了满足广大师生科研及教学，从 2000 年至今，陆

续订购了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个刊发行数据库。该数据库具有合

法版权，涵盖的内容和涉及的范围是唯一的，具有不可替代性且为唯一提供商，

加之为保证资源的延续性，必须以单一来源采购。

第二包：万方数据《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文献资源方面对教学、科

研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为学校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论文写作、

科研管理、数据支持上也为学校师生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万方数据《中国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历年利用情况良好，且该数据库属于连续性使用产品，资源内容

每年进行更新，为保证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保障读者的阅读需求，

每年必须连续订购才能继续使用。由于是单一厂家独家生产的数字资源，其涵盖

的数字资源的内容和资源提供商具有唯一性，因此，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第三包：兰州交通大学是地方综合性大学，涵盖工学、理学、经济学、文学、

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艺术学 8 个学科门类。2017 年 5 个学科（群）入选甘

肃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其中包括 2个优势学科、3个 A类特色学科。2019 年 6

个学科入选甘肃省“双一流”特色建设工程。近年来，我校师生对文献信息的需

求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复杂化的特点，尤其是针对数字资源的需求呈现出几



何级的增长。而由于文献经费的短缺，造成文献总量不足、种类不全，凸显出了

图书馆在相关文献信息馆藏匮乏的现状，从而也制约了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升。

为了助力学校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和满足全校师生的综合性、多元化文献信息的

需求，急需一套涵盖多类型资源一站式资源发现与资源保障平台。《中文期刊服

务平台》《经纶知识资源平台》数据库是一站式的检索发现，来源涵盖图书、期

刊、报纸、学位论文、专利、标准、法规、多媒体视频、科技报告等数十种文献

类型，打造 10 亿级文献数据的资源检索发现及资源保障平台。能够很好的满足

我校广大师生多元化文献信息需求。

第四包：《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的运用，可以使图书馆更好的履行教学科

研服务的职能，学生、老师、社会读者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接受新东方优

质的学习培训，更方便更快捷的进行学习，是高校图书馆的教学辅助服务发展到

一个新水平的有力保障！《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历年利用情况良好，且该数据

库属于连续性使用产品，资源内容每年进行更新，为保证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完整

性和统一性，保障读者和老师学习方便的需求，每年必须连续订购才能继续使用。

由于是单一厂家独家生产的数字资源，其涵盖的数字资源的内容和资源提供商具

有唯一性，因此，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第五包：兰州交通大学是地方综合性大学，涵盖工学、理学、经济学、文学、

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艺术学 8 个学科门类。2017 年 5 个学科（群）入选甘

肃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其中包括 2个优势学科、3个 A类特色学科。2019 年 6

个学科入选甘肃省“双一流”特色建设工程。近年来，我校师生对文献信息的需

求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复杂化的特点，尤其是针对数字资源的需求呈现出几

何级的增长。而由于文献经费的短缺，造成文献总量不足、种类不全，而高层次

的多媒体视听资源更是严重不足。尤其是 2020 年学校 11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

专业，更是凸显出了图书馆在相关文献信息馆藏匮乏的现状，从而也制约了图书

馆服务水平的提升。为了助力学校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和满足全校师生的综合

性、多元化文献信息的需求，急需一款集特色资源共建系统、学习与管理功能为

一体的在线学习平台。《网上报告厅》数据库是集专业学习和素质培养教育视频

资源、多功能学习中心、多层次互动空间、个性化系统管理、特色资源共建系统

等全面的学习与管理在线学习平台，是国内高校目前使用最普遍的综合素质培养



视频资源库。在提升馆藏文献信息综合多样化以及教学辅助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能够很好的满足我校广大师生对多媒体视听文献资源的需求。

第六包：为了建立一流大学，结合目前国内教学要求及国内各高校的发展趋

势，完成《世界名校精品课资源服务平台》的续订工作，提高我校文献信息资源

对教学、科研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图书馆本科教学资源型建设需求。平台汇聚

世界顶级名师名校的精品课程，学术价值高，是教学、学校录制课程的选题参考

资源，老师可根据教学需求选择性截取下载课程资源，为备课选取素材；课程资

源以英文原音发音，中英文双字幕显示，学生在收获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提升英

语水平，感受世界高等院校的学习氛围。平台具备独有的知识产权，包含全学科

内容，视频质量清晰度高，厂家的资质、信誉及业绩良好，国内各高校都普遍订

购且使用率高。

第七包：“书香校园”阅读平台内容涉及到兰州交通大学学科建设和水平提

升，“书香校园”阅读平台数据库收录图书数据质量高，涵盖范围广泛，与传统

的书目相比，“书香校园”阅读平台数据库是将文献的各种特征信息用特定的代

码形式和结构存储在有关媒体上，并能通过检索，具有较高的查全与查准率。

“书香校园”阅读平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供应商为湖北中文在线数字出版

有限公司在甘肃、青海的独家代理，供应商具有唯一性，所以必须以单一来源方

式采购。

第八包：《悦听有声数字图书馆》是唯一一个以“阅读和收听”同步为特色

的有声阅读学习平台，也是唯一一个配备“专业主播”的学习平台，打破图书馆

传统服务模式，带给师生区别于传统阅读的全新阅读体验和创新的学习方式。整

个平台资源内容丰富，包含今日主播、美文欣赏、好书推荐、中华国学、现代文

学、游记散文、音乐赏析、美术鉴赏、人文旅游等，涉及内容广泛多样，资源具

有不可替代性，是数据量最大的有声资源学习平台。本产品由西安卓诺电子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唯一提供。

第九包：兰州交通大学目前使用的金盘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是图书馆的自动

化管理系统，升级维护是为了优化系统及更好的提供服务，软件每年都需要升级

维护。金智智慧校园与金盘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对接，获取图书及人员数据等，

数据内容是从金盘系统获取，也具有特定唯一性，甘肃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



金盘系统的甘肃唯一总代理，服务提供商也是唯一的，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十包：兰州交通大学是地方综合性大学，涵盖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

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和教育学等 8 个学科门类。2017 年 5 个学科（群）入

选甘肃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其中包括 2个优势学科、3个 A类特色学科。2019

年 6 个学科入选甘肃省“双一流”特色建设工程项。兰州交通大学师生对文献信

息的需求呈现出综合化、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而由于经费短缺，造成文献总

量不足、种类不全，近年来，尤其是 2020 年学校 11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

而图书馆馆藏在相关文献信息比较匮乏；制约了图书馆的服务水平的提升。为了

适应学校的快速发展和满足广大师生的文献检索和管理需求，急需一款文献管理

与检索系统。NoteExpress 参考文献管理与检索系统是一款专业级别的文献管理

软件，它中文支持较完善，且提供相当多人性化功能，使用方便，可大幅提高论

文写作效率，能够很好地满足我校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需求，兰州交通大学作为

综合性的教学科研型高等学校，该文献管理与检索系统是必备的科研工具。

第十一包：《外文学科科技报告全文数据库》是美国最著名的四大报告，其

中 PB 报告和 NASA 报告，专业内容覆盖科学技术各个领域，涉及 39 个学科，能

够反映最新的学科进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是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使用率

极高的外文数据库。

第十二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艺术之美无处不在。传艺术之美，让艺术之

美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是艺术教育出发点和根本所在。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事

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专业的艺术教育还

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艺术教育是其他学科无可取代的，她一方面使艺术创作

生生不息，另一方面运用艺术之美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着受教育者正确的审美观以

及创造美的能力。雅昌文化集团的艺术文化服务遍及海内外。其艺术方面的数字

资源能够很好地满足兰州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教学和科研的文献的专业需

求，雅昌艺术书城数据库和艺术作品数据库收录的艺术专业电子图书/艺术作品

与学院专业学科设置相符，这些都是学院图书馆的艺术教学与科研所需求的比较

重要的专业资源。数据库收录的内容涵盖中外知名的艺术大家，从当代的靳尚谊、

沂东旺、何家英，到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再到唐寅（唐伯虎）、文徽明、

王羲之等等，大家耳熟能详，这些资源也是广大非艺术专业师生培养艺术兴趣，



提高艺术修养，启迪创作灵感的首选资源。所以，无论是对专业学生还是非专业

学生，选择雅昌艺术资源都是极有其意义的。

第十三包：兰州交通大学作为一个学科特色鲜明的地方综合性大学，近年来

在经管类学科的发展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校现开设会计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经济学 6个经管类本科专业；产业经

济学和企业管理 2 个经管类硕士学位授权点；工商管理硕士（MBA)和会计硕士

(MPAcc）2 个经营类专业学位授权点，并成功申报了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博士点

下自设的“经济管理与决策”二级博士点。随着经管学科建设的稳步发展，我校

对经济数据需求日益迫切，因此急需采购一套专业统计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

库数据权威、数据覆盖面广、数据更新及时。可以满足我校经管类学科发展建设

及相关科学研究的需求。

第十四包：该数据库内容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管理学、艺术

学门类下所涉及的全部 13 个一级学科、28 个二级学科。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创

新价值、社会价值，含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反映

学科研究的最新发展，内容汇集人文社科各学科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使

用者直接有效利用相关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并迅速把握相关学科研究发展脉络

及发展趋势。因精选而权威，是学术文献学习与利用、指导实践工作的首选人文

社科信息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献内容以其公正性、全面性、学术性，在

多年的发展中成为公认的优质学术资源。

第十五包：新知学术发现系统是高校、政府、科研院所、医院等机构广泛使

用的优质数字资源，可配合图书馆提供优势学科个性化定制。由于该数据库产品

具有学术质量高、学科领域覆盖完整、数据来源广泛、全文数据量大、平台多功

能等特点，服务上能够配合图书馆提供嵌入式参考咨询服务。产品资源以及产品

平台功能特点具有唯一性，产品服务具有定制性，由北京盈科千信科技有限公司

独家提供。

第十六包：1、RESSET 数据库同时包含宏观经济、非上市公司、海关进出口

全口岸三大系列数据，指标覆盖面广且历史数据完整，均为图书馆目前缺少且师

生反馈需求较高的数据资源，为教师的教学、科研及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数据支

持。2、RESSET 数据库数据均来自权威发布机构发布的第一手实时数据，并且对



所收录的原始数据都经过分类、合并、计算等深加工处理，提供大量独家的衍生

指标数据。3、RESSET 数据库是北京聚源锐思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并独家销售

的数据产品。

第十七包：为了满足我校艺术学院相关专业教学资源的知识获取、推进美育

教学改革和创新、提升师生综合素质水平,做好美育教学资源的储备工作,拟采购

《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库》。资源库内容是收录于中国各大博物馆历代著

名书画书法的1:1高清数字化作品,均为无水印TIF格式,300DPI以上分辨率,学

术价值高,平台具备独有的知识产权,厂家的资质、信誉及业绩良好,国内各高校

都普遍订购且使用率高。

第十八包： Engineering Source 数据库、EBSCO 共建共享数据库均是高校

广泛使用的优质数字资源,其中的 EBSCO 共建共享数据库体现了地区高校紧密合

作,共同参与区域共建,促进学科优势互补,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联盟的作用,且

资源内容具有特定唯一性,由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独家提供。

五、拟定的唯一供货商名称及地址：

第一包：供货商名称：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 号东升科技园北领地 A区第 2号楼

第二包：供货商名称：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5 号

第三包：供货商名称：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洪湖西路 18 号附 11 号 2-6

第四包：供货商名称：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 2号 18 层 1801-08 室

第五包：供货商名称：北京爱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号（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 1-1，

1-2 号）1-1 幢 1 层 A 栋 1001 室

第六包:供货商名称：西安数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丈八四路 12 号高科尚都摩卡 1栋 25 层

第七包:供货商名称：甘肃嘉英数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彭家坪镇东坪街 770 号第九层 009 室



第八包:供货商名称：西安卓诺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凤城六路 389 号 1-11005 室

第九包:供货商名称：甘肃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 1683 号海鸿国际中心 6号楼 2409

第十包:供货商名称：北京爱琴海乐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 10 号 3 号楼 15 层 17 层 1730

第十一包:供货商名称：北京中联博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佳园 1号楼裙房 2段二层 2051 室

第十二包:供货商名称：兰州博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和政东街 189 号 A10 座 2304 室

第十三包:供货商名称：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8 号

第十四包:供货商名称：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45 号兴发大厦 301 室

第十五包:供货商名称：北京盈科千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8 号 1 幢四层 C4008

第十六包：供货商名称：北京聚源锐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8 号财智国际大厦 B-1009 室

第十七包：供货商名称：西安博图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朱雀大街明德门小区 41 幢 5 单元 50402 室

第十八包：供货商名称：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

地址：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六、专家论证意见：

第一包：专家一 史兆国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同方知网系列数据库，是相关领域的核心数据库，学

术文献全面准确、更新及时，是支撑科研服务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之一，且该单

位已连续使用多年，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是本项目的唯一供应商，具

有完整知识产权。

因此，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专家二 孙建仁 甘肃工业学院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均为该校多年续订使用的

数字资源，符合本校教学科研实际应用需求。该系列数据库内容特定唯一，资源

供应商也是唯一的，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该项目必须采用单一来源

方式采购。

专家三 张亚莉 兰州市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中国知网数据库资料准确全面、功能新颖，具有独特的

学术研究和利用价值，数据库为独家开发，版权清晰，内容唯一，资料来源单一，

须采用单一来源的方式进行采购，由自行开发及独家销售的同方知网（北京）技

术有限公司承担。

第二包：专家一 黄晓霞 甘肃农业大学 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万方数据《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学校教学资源

建设的需要，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发展都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完全符合学校

的教学、科研和学习需求。该数据库收录资源数据质量高，资源内容丰富，学科

涵盖面广，是对学校各学科教学文献资源的有效补充，符合学校学科发展目标，

该数据库中的资源内容和技术平台均拥有知识产权，由唯一数据库商独家制作或

发行，故本项目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专家二 孙建仁 甘肃工业学院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万方数据《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学校教学资

源建设的需要，符合本校教学科研实际需求。该数据库内容特定唯一，资源供应

商也是唯一的，该数据库为该公司独有，无其他订购渠道。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该项目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李志刚 西北师范大学 副研究员

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拟续订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该库文献资

源符合学校教学，科研工作需求，能很好地解决读者文献资源需求，北京万方数

据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库具有完全知识产权，为保障项目建设，该项目须采用单一

来源方式采购。

第三包：专家一 李志刚 西北师范大学 副研究员；

兰州交通大学通过调研论证，拟购买《中文期刊服务平台》《经论知识资源



平台》上述两个平台通过提供知识服务方式为该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提供资源保

障，该数据库产品知识产权为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独家所有，该项目必须采用

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二 李雲岗 兰州城市学院 研究员

《中文期刊服务平台》《经纶知识资源平台》是学校教学、科研主要的文献

保障条件，对该校学科建设影响力大，学术性高，使用广泛。为保障文献资源建

设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只能通过唯一供应商，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专家三 史兆国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

《中文期刊服务平台》《经纶知识资源平台》平台所涵盖的内容及涉及的范

围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是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使用率和普及率极高的数据

库资源平台，内容涵盖各学科，应用技术和增值服务强大，后期维护有保障。

拟采购的上述两个平台只能通过唯一供应商，必须通过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四包：专家一 黄晓霞 甘肃农业大学 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符合本校教学科研和学习实

际需求，该数据库收录涵盖英语四级、六级及考研辅导等课程内容，能够保障读

者英语学习的实际需求。该数据库涵盖的数字资源的内容和资源提供商具有独一

性，故本项目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专家二 李志刚 西北师范大学 副研究员

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拟续订《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该库涵盖英语四六级

及考研辅导等课程内容，保障读者英语学习需求。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对该库拥有完全知识产权，为保证项目建设，须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专家三 孙建仁 兰州工业学院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符合本校教学科研实际需求。

该数据库内容特定唯一，资源供应商也是唯一的。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规

定，该项目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五包：专家一 李志刚 西北师范大学 副研究员

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拟购置《网上报告厅》视频数据库，该库为国内最大的

学术视频数据库，能为该校教学科研提供很好的文献保障，该库知识产权为北京

爱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所有，须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购买。



专家二 史兆国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

《网上报告厅》是学校教学、科研重要的文献保障条件，对学校各学科建

设影响力大，学术价值高。兰州交通大学自 2009 年以来一直连续使用，为保障

文献资源建设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必须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续订。

专家三 李雲岗 兰州城市学院 研究员

《网上报告厅》数据库，采用了以“资源+平台应用”的模式，整合众多

具有权威性、学术性的视频资源。该视频数据涵盖的内容和涉及的范围具有不可

替代性和唯一性，只能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第六包：专家一 陈军 甘肃省图书馆 研究馆员

拟采购的《世界名校精品课资源服务平台》内容丰富，数据量大，涵盖面广，

具有不可替代性。资源质量水平业内领先，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具有多种资

源类型聚合的唯一性，并符合学校的教学，科研实际及教学资源建设的需求，只

能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二 宇戈 兰州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世界名校精品课资源服务平台》，由于平台的研

发使用，资源授权受到知识产权等因素的严格限制，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具有不

可替代性和唯一性，对教学科研有促进和保障作用，兰州交通大学一直连续使用。

为保障文献资源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只能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

专家三 杨保平 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 教授

拟采购《世界名校精品课资源服务平台》，为图书馆续订的定制服务，功

能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资源供应商也是唯一的，符合政府采购关于单一来

源的规定，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七包：专家一 孙建仁 兰州工业学院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书香校园”阅读平台数据库是学校教学资源建设

的需要，符合本校教学科研实际需求。该数据库内容特定唯一，资源供应商也是

唯一的。该数据库为该公司独有，无其他订购渠道。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

规定，该项目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二 李演军 兰州理工大学 副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书香校园”阅读平台包括电子图书阅读平台及电



子图书。图书数据质量高，涵盖内容广泛，是学校师生阅读所需重要资源及平台，

因平台软件和电子图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提供方为湖北中文在线数字出版有限

公司在本地的独家代理商，具有唯一性，为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连续性，必须采用

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黄晓霞 甘肃农业大学 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书香校园”阅读平台数据库，是学校资源建设的

需要，它能满足学校教学，科研和学习需求，该数据库收录图书数据质量高，资

源内容丰富，学科涵盖面广，是对学校各学科教学文献资源的有效补充，符合学

校学科发展目标。该数据库在资源内容和知识属性方面为该公司独有，无其他订

购渠道，故本项目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第八包：专家一 李演军 兰州理工大学 副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悦听有声数字图书馆”是由西安卓诺电子信息有限

公司研发、销售的有声阅读学习平台，其平台和内容具有唯一性，资源不可替代，

适合读者使用，平台和内容受知识产权保护，供应商也是唯一的，必须采用单一

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二 宇戈 兰州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悦听有声数字图书馆”符合该校师生教学科研文献保

障需求，具有独特的“阅读和收听”同步特色，服务模式先进，资源质量优质且

不可替代，该数据库提供商西安卓诺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是唯一的，综上，

该数据库符合单一来源采购条件，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史兆国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拟采购的“悦听有声数字图书馆”是由西安卓诺电子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唯一为图书馆服务而推出的同步有声阅读学习平台，该平台以

“阅读和收听”的方式服务师生，资源量大，信息丰富，独具特色，是非常适合

的高等教育资源，符合学校需求。

该资源其内容特定，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资源供应商也是唯一的，必须采

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九包：专家一 史兆国 甘肃农业大学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拟采购《智慧图书馆接口及金盘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维护费》项目，获取图书及人员数据，其数据内容从金盘系统获取，具有特定唯

一性，软件升级维护才能更好地做好管理与服务工作。甘肃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是金盘系统的甘肃唯一总代理，服务提供商也是唯一的，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

式采购。

专家二 陆双祖 甘肃政法大学图书馆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智慧图书馆接口及金盘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维护项目，在获

取图书及人员数据等方面具有特定唯一性，升级维护后将极大地提升服务功能。

甘肃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金盘系统的甘肃唯一总代理，服务提供商也是唯一

的，因此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李雲岗 兰州城市学院 研究员

兰州交通大学智慧图书馆接口及金盘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维护项目，在数据

内容、图书及人员数据等获取方面，具有特定唯一性，升级维护后将优化系统并

提供更好服务。甘肃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代理金盘系统，必须采用单一来源

方式采购。

第十包：专家一 郑益光 兰州工业学院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本检索系统符合兰州交通大学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对

高校发展和“双一流”专业的建设起着重要的文献支撑作用，是师生进行教学科

研和论文发表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本系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系统的功能具有不

可替代性，来源单一，只能通过唯一的供应商提供。因此，必须通过单一来源方

式采购。

专家二 乔冬敏 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NoteExpress 是目前流行的参考文献管理工具系统，其核心的功能是帮助

读者在整个科研流程中高效利用电子资源，检索并管理得到的文献摘要、全文。

该检索系统符合高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是师生进行教学科

研和论文发表不可缺少的工具。本系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系统的功能具有不可

替代性，来源单一，只能通过唯一的供应商提供。因此，必须通过单一来源方式

采购。

专家三 于兰生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NoteExpress 参考文献管理软件的功能强大，得到了大部分高校科研工作者



的高度认识，它可以提高高校师生的信息利用和知识创造的效率。该系统自主知

识产权，功能独特，具有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来源单一，只能通过唯一的供应

商提供，因此，必须通过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十一包：专家一 赵国忠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拟采购的 PB 报告和 NASA 报告全文数据库是美国《外

文学科科技报告全文数据库》中代表性的两个报告，内容覆盖理工科各个专业领

域，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具有较大的支持力度。

该数据库由美国唯一公司制作，内容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供应商也是

唯一的，必须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二 柳春 甘肃中医药大学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PB、NASA 外文学科科技报告全文数据库》能满足学

校学科发展、科研教学及知识创新的需要，满足科技文献资源开放获取趋势的发

展。

该数据库内容特定统一，资源供应商也是唯一的，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该项目只能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史兆国 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PB、NASA 外文学科科技报告全文数据库》，内容

覆盖该校多学科领域，能够反映最新的学科进展情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

该校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所必须的文献资源，符合学校需求。

该数据库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资源供应商也是唯一的，无其它订

购渠道，必须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十二包;专家一 白广思 郑州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雅昌艺术图书数据库”是雅昌集团 2014 年推出的国内首个专业的艺术阅

读综合体验，在库内容包括电子图书、艺术讲堂视频、艺术年表三类资源，突破

了业内电子阅读的单一资源的服务模式。

雅昌先后与多家知名的美术馆、画廊、拍卖公司等签署了战略合作，从而保

证了数据库资源的特色。艺术课堂和艺术年表，则是雅昌独有的自有的知识产权，

利用了雅昌成立至今 20 余年的艺术资源和人脉，旨在践行艺术教育，提升美学

素养。



数据库产品设计和资源的特色决定了本数据库必须必须通过单一来源的方

式采购。

专家二 片春媛 新乡学院图书馆 教授

1. 雅昌平台和资源的唯一性：

雅昌是目前国内权威，国际知名的专业艺术服务机构，研发的艺术书城数

据库由电子图书+艺术讲堂+艺术年表组成。来源权威，版权合法，名家汇集，

服务稳定。符合学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2. 综合服务的独特性

雅昌 20 多年来深耕于艺术服务，在艺术纸书、高清复制画、流动美术馆、

产学研合作方面独具优势，还可为学校提供实习就业机会。系统资源和衍生

服务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多数资源都是独家合作。

综上：只能通过单一来源的方式采购。

专家三 张礼清 安阳工学院图书馆 馆员

（1）数据库收录的艺术专业电子书内容涵盖中外知名的艺术大家，与学院专

业学科设置相符，也是学校艺术教学与科研所需要的比较重要的专业资源。它

弥补了图书馆在高端艺术图书副本的不足，很好地补充和丰富了图书馆美术类

资源的馆藏。

（2）拍卖图录：雅昌独有的非正式出版的图录是艺术专业师生非常需求的资

源，也是资源采购建设的难点。

（3）雅昌自有的艺术讲堂收录了艺术理论、创作实践等专家讲座视频，补充

了校外艺术教育方面的不足。雅昌自有的艺术年表对于专业研究及教学也非常

有帮助。

本数据库系统的架构独具特色，来源单一，为此必须予以单一资源采购。

第十三包：专家一 贾彧 西安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该项目采购的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是经过专业化处理、组织形成的综合经济

数据库群。内容全面、数据更新及时，该数据库符合支撑经管类学科发展的需求，

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符合单一来源采购的单一性、专属性特点，只能采用单一来

源方式采购。

专家二 李丽 长安大学经管学院 教授



中经网具有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指标涵盖国民经济各

个领域，统计数据来源官方权威统计数据发布机构，满足高校经管学科科研需求，

且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内容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只能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郑勇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来源权威，经过了专业化处理，指标口径统一，且

功能多样化。能够满足高校科研需求，且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符合唯一性特点，

只能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十四包：专家一 张艳华 西安邮电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是全校师生科研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数据

保障来源。数据库的功能具有不可代替性，产品来源及供应商具有唯一性。必须

采用单一来源方式组织采购。

专家二 王慧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信息系统隶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是国内最早从事收集整理、精选编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出版单位。出版的

学术期刊集萃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新成果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

最权威、最精华的信息，在人文社科学术信息出版领域中学术推动广泛。符合单

一来源采购需求，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陈宏东 兰州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该数据库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教学参考价值，是兰州交通大学师生开

展教学研究和学习不可替代的文献信息资源。该数据库具有独有的知识产权和专

有的技术特点，目前国内市场上无可替代产品，产品来源及供应商具有唯一性，

认为该数据库的采购符合政府采购第三十一条“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规

定，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组织采购。

第十五包：专家一 王勇 兰州大学 副馆长

该数据库产品资源涵盖全球重点期刊，以及国际主流出版商，行业学会高质

量学术内容和近百万个国内外学术站点，资源数量大、类型全面、学科覆盖完整、

更新时效快，全文量大、学术品质高。该数据库涵盖的数字资源的内容是特定和

唯一性的，资源提供商唯一。鉴于以上原因，建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二 朱尤 陇东学院 馆长



该数据库产品可与图书馆数字资源有机整合。结合学者教学需求及其个性化

特征，针对课题研究、资源查找、选题投稿、学术推广等方面推出个性化学术服

务模块，为学者打造便捷、全面、精准、高校、通俗易用的学术知识服务体系。

该数据库涵盖的数字资源平台是特定和唯一的，资源提供商也是唯一的，鉴于上

述原因，这些数据库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乔冬敏 西北师范大学 副研究官员

该数据库可配合图书馆提供特色服务，可通过平台自动获取文献认领功能，

同时根据学者检索信息及其所浏览、关注、收藏、评论等内容，精选高质量相关

内容，定期为学者推送该主题的最新研究前沿、行业报告及会议动态等主题推送

功能，各模块功能具有唯一性。

同时，该数据库涵盖数字资源的服务是特定和唯一的，资源提供商也是唯一

的，鉴于以上原因，该数据库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十六包：专家一 张顺明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RESSET 数据库所收录的海关进出口全口岸系列数据是市面上唯一经过专业

化处理，按照商品类别、国家、地区、企业性质等不同分类方式收录中国海关进

出口值与进出口数量的数据库，对海关进出口贸易领域的实论研究有很大的应用

价值。该数据库由北京聚源锐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独家发行提供，符合单一来源

采购的唯一性特征，只能通过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二 毛二万 北京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RESSET 数据库是一个专注实证研究和模型检验的数据平台，支持 Txt、Excel、

SAS、SPSS、Matlab 等二十余种格式的数据下载，并且是市面上唯一支持 SAS 软

件远程使用并提供整库 SAS 软件平台的数据库，在数据批量计量处理方面有独家

优势，符合单一来源采购条件，只能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

专家三 邱小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图书馆馆长

RESSET 数据库同时包括宏观和微观角度，全面收录国家宏观层面、规模上工业

企业层面以及国家进出口交易层面指标。数据量庞大，数据指标丰富且包含大量

独家指标特色，具有唯一性，只能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

第十七包：专家一 杨保平 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 教授

拟采购的《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库》包含了中国历代画家，书法家



顶级艺术水平的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其资源质量水平业内领先，在国内

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其功能服务平台具有唯一性，只能由唯一的供应商西安博图

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符合单一来源采购要求，本项目必须采用单一来源

方式采购。

专家二 宋戈 兰州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库》其数据库有很大的

使用价值，数据库点播平台是国内高新图书使用率和普及率较高的，加之平台为

定制服务，应用技术和增值服务强大，专业化水平高，需要大量的后期维护工作，

为了更方便的服务于读者，只能由唯一的供应商西安博图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符合单一来源采购要求，必须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陈军 甘肃省图书馆 研究馆员

拟采购的《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库》所收书画作品均为无水印 TIF

格式，分辨率高，收录年代上起晋代，下至当代，为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和价

值的艺术原图资源。西安博图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平台的研发和使用，资源

授权等方面均具有完整的知识产权，所涉及内容和范围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

性，只能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十八包：专家一 杨保平 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此次拟采购的 Engineering Source 数据库、EBSCO 共建共享

数据库是兰州交通大学师生获取权威外交资源的重要数据库，且资源提供商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Inc.是图书馆资源提供商的领导者，提供的

Engineering Source 数据库、EBSCO 共建共享数据库符合在校师生教学科研及学

习的需求，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须通过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二 宋戈 兰州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 Engineering Source 数据库、EBSCO 共建共享数据

库符合本校教学科研需求，资源质量优良，能够有效提升本校的文献资源保障水

平。这些数据库拥有自已知识产权，内容独特且唯一，资源供应商中国图书进出

口上海公司也是唯一的。综上这两个数据库的采购符合单一来源采购条件，应该

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三 孙建仁 兰州工业学院图书馆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拟采购的 Engineering Source 数据库、EBSCO 共建共享数据库

是学校教学资源建设的需要，符合本校教学科研实际需求。这些数据库具有独立

知识产权，数据库资源内容特定唯一，资源供应商也是唯一的。根据政府采购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该项目只能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七、公式期限：自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八、项目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联 系 人：刘秉昊

联系电话：0931-4955687

地 址：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 88 号

九、监督部门：

监督部门：甘肃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

联 系 人：张瑜

电 话：0931-8899962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96 号

十、任何供应商、单位或者个人对该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有异议的，可以

在公示期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意见反馈给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办公室并同

时抄送采购人。

2020 年 0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