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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中国招标》

《中国招标》杂志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国家级招标采购权威专业媒体，曾先后隶属于

国家经贸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主

办，《中国招标》杂志社有限公司负责编辑出版发行。

截至目前，杂志社已经发展成为全媒体平台，拥有一刊、一网、一移动线上培训平台、两

大系列线下培训品牌、两个微信公众号、一个前沿论坛、一个理事朋友圈、两个荣誉称号，全方

位、多角度，用专业知识服务招标采购及公共资源交易专业人士。

◎《中国招标》全媒体平台

关于《中国招标》

●一刊

《中国招标》杂志

●一网

中国招标投标网

●一移动线上培训平台

中招睿达App

●两大系列线下培训品牌

招标采购专题培训

招标采购高端培训

●两个微信公众号

中国招标微信公众号

中国招标投标网微信公众号

●一个前沿论坛

招标采购前沿论坛

●一个理事朋友圈

《中国招标》理事会

●两个荣誉称号

中招智库核心专家

招标采购领域专业驱动型示范单位

 



2 3

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亲切关怀下，1992年6月1日，《中国招标》杂志在北京创

刊，是中国招标采购领域拥有正式出版物号的专业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

刊、《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

字化期刊群》收录期刊、国家图书馆收藏期刊；被中国知网、维普资讯、中邮阅读网等高影响

力数据库收录。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4-2415，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

2868/F。杂志为月刊，面向全国发行，为行业提供最权威的招标采购及公共资源交易专业知识

服务。在我国复关谈判中，《中国招标》作为中英文标讯的指定发布平台，有力佐证了我国在市

场经济体制建设上迈出的坚定步伐，为促进我国入世谈判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创办《中国招
标》的通知

在我国复关谈判中，《中国招标》作为中英文标讯的
指定发布平台，有力佐证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上迈出的坚定步伐，为促进我国入世谈判发挥了重要
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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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中国招标》

◎ 《中国招标》发展大事记

1991年

1992年

2021年

1994年 1995年

2002年

2004年

2012年

2009年

2003年

1991年5月14日，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创办《中国招标》周刊。

1991年11月27日，《中国招标》周刊社正式成立，当时由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管，中国机电设备招

标中心主办。

1995年4月6日，原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办公厅向国家新闻出版署致函

发文：《中国招标》是唯一正式发

表我国招标标讯的专业性刊物。

2002年9月，中国招标投标网正式

上线运营。

2004年10月，《中国招标》周刊社

由事业单位改制为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国有企业单位。

2003年11月，《中国招标》周刊主

管单位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变更

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9年，《中国招标》周刊社被授

权为招标师考前辅导专业机构。

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亲切关怀下，1992年6月1日，《中国招标》杂志在北京正式创刊，由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管。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专门印发文件明确：今后凡进口机电设备招标的标讯

都必须在《中国招标》上发布。

2021年完成公司改制，成立《中国招标》杂志社有限公司。

在我国复关谈判中，《中国招标》作

为中英文标讯的指定发布平台，有力

佐证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迈

出的坚定步伐，为促进我国入世谈判

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2012年4月12日，由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协助起草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工信部规〔2012〕165号）颁布实施，明确《中国招标》周刊及

下属中国招标投标网为部直属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招标公告和中标公示的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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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20年1月，《中国招标》杂志周刊变月刊。

2020年3月，中国招标云课堂在中国招标投标网正式上线。

2020年6月，《中国招标》杂志社学术委员会成立，60余位业内专家成为首批

学术委员。

2020年6月，中国招标投标网全新改版。

2020年7月，《中国招标》周刊社正式更名为《中国招标》杂志社，主管单位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变更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8月，《中国招标》杂志社喜迁新址并正式揭牌。

2020年12月，《中国招标》杂志社党支部正式成立，在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

心（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党委领导下，杂志社党的全面领导稳固，

政治引领作用突显。

2019年
2019年5月，《中国招标》周刊社正式启动市场化改革。

2019年6月，《中国招标》杂志全新改版，黑白变全彩。

2019年9月，《中国招标》周刊社、中国招标投标网联合举办中国招标与政府采购2019年度峰会。

2021年
2021年5月，第一期工程招标与政府采购高端人才研修班成功

举办。

2021年7月，《中国招标》杂志社首届“思想盛宴 理论高

地”公益性招标采购前沿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当天观看图

片直播人次达到30余万。

2022年
2022年4月，《中国招标》杂志社吸纳60余位业内专家，成为第二批学术委员，学术委员会专家人数达120余名。

2022年5月，中招睿达云课堂知识服务App试运行。

2022年8月，《中国招标》30周年座谈会暨2022年度理事年会和第二届招标采购前沿论坛在宁波召开。

2022年12月，《中国招标》学术委员会更名为“中招智库”，成为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中招智库”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19

2020

2021

2022

◎ 《中国招标》改革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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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中国招标》

中国招标投标网（www.cecbid.org.cn）创办于2002年9月，由《中国招标》杂志社有限公

司主办并负责运营管理，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招标信息指定发布媒体。

发挥网络海量信息、秒级传播、超级互联的强大优势和功能，在做好招采领域政策法规、新闻资

讯、项目信息、经典案例等常规资讯栏目的同时，重磅打造的“全国招投标企业信用公示服务

平台”声名鹊起，目前已有400多家信用评级机构进驻，超过20万家招投标企业在平台上进行信

用数据公示；重磅打造的“中国招投标领域碳中和服务平台”“中国招投标领域立信企业服务平

台”紧扣业界产业发展热点，已和20多家专业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社会效益不断显现。

◎ 中国招标投标网

海量信息 秒级传播 专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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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社精心打造“中国招标”“中国招标投标网”两大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行业政策信

息和深度解读文章，聚焦行业发展、分析行业痛点，让招采人士可以随时随地知晓行业大事

要情。

●  中国招标微信公众号 ●  中国招标投标网微信公众号

中国招标微信公众订阅号创办于

2016年10月，截至2023年4月关注人数

26000余人。一年365天每天不间断为您

推送招标采购领域热点、难点、痛点，

第一时间提供专业知识和信息服务。

中国招标投标网微信公众服务号由

《中国招标》杂志社于2019年6月创办，

截至2023年4月关注人数12000余人。每周

一向广大用户及时推送最新招投标行业专

业知识和信息。

◎ 两大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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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中国招标》

锚定“招标采购领域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定位，自2019年5月起，着手构建由理

论专家和实务专家组成的中招智库。汇集业内专家学者、行家里手，致力于打造学术沟通与交

流平台，更好地为招标采购行业提供专业知识服务。截至2022年年底，中招智库共有专家120

多名。

◎ 中招智库

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于安

《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
张松伟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成协中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勇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产业学者    平庆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王丛虎

天津理工大学教授、博导
尹贻林

南开大学教授、博导
何红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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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社依托强大的师资力量，开启了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经营模式，向建设工程、国企

采购、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咨询等热点领域不断扩延，形成了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 高端培训

●  工程招标与政府采购

●  全过程咨询

●  国企采购

线下、线上专业培训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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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中国招标》

◎ 专题培训

◎ 内训课程

●  国企采购

●  政府采购

杂志社顺应公共资源交易机构、招标代理机构、国有企业、招标人（采购人）、投标人

（供应商）等行业单位的业务发展需求，打造量体裁衣式内训课程方案，为行业单位的发展提供

知识服务支撑。

张松伟社长受邀为北京市海淀区政务服务中
心业务骨干授课

张松伟社长受邀为陕西榆能集团讲解国企采
购法律适用与内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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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手机时代招采人随时随地获取专业音视频课程的迫切需求，2022年上半年，《中

国招标》携手一流师资，正式推出移动端线上App“中招睿达”。在这个App上，我们将为业

界奉上最具系统化的“国企采购”“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全过程咨询”“公共资源交

易”“工程招标评标专家”“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七大系列精品网课，是小白变身行家的利器。

◎ 中招睿达App线上系列网课

一流名师  7 X 24小时自助式服务

提供课程包打包教学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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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中国招标》

◎ 《中国招标》理事会

为了向业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专业媒体服务，杂志社把自身发展嵌入行业产业链，很早就

成立了杂志社理事会，让理事会为杂志社的发展方向把脉、纠偏。

理事会现有常务理事单位47家，理事单位33家，主要由从事招标采购业务的相关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组成。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了高质量的理事“朋友圈”。近年来，这个“朋

友圈”不断扩大，每年一度的理事年会，已成为我国招标采购领域领军企业老总们交流经验和心

得的重要平台。

《中国招标》30周年座谈会暨2022年度理事年会于8月20日在浙江宁波成功召

开。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主任刘爱民出席会议并

致辞，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张远刚主持会

议。《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张松伟在会上作了2021—2022年度理事会工作报告。

部分理事单位代表分享了代理机构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做法。

理事朋友圈

《中国招标》30 周年座谈会暨 2022 年度理事年会
2022 年 8 月·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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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在《中国招标》创刊30周年之际，向秉承

“专业驱动、价值为王”理念、为推动招标采购行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理事单位授予“招标采

购领域专业驱动型示范单位”称号，向理事单位钻研专业业务、为杂志社和招标采购行业奉献理

论研究成果的领导或技术骨干授予“《中国招标》杂志社核心专家”荣誉称号。

◎ 专业驱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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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中国招标》

《中国招标》理事单位绝大多数都是招标采购领域领军企业，这些领军企业十分注重专业

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拥有相当数量的既熟悉招标采购操作实务又兼具理论底蕴的专业人才。

《中国招标》学术委员会首批核心专家78位，有60位来自理事单位，占比76.9％。

招标采购领域专业驱动型示范单位承诺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中国招标》学术委员会核心专家授予仪式现场

●  招标采购领域专业驱动型示范单位

●  《中国招标》学术委员会核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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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盛宴  理论高地·首届招标采购前沿论坛

经济效益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同时，《中国招标》杂志社坚定地扛起了作为专业媒体的社

会责任，2021年7月召开了招标采购领域第一个大型公益高端论坛，定位于招标采购行业的年度

“思想盛宴  理论高地”。论坛聚焦招标投标与公共采购领域的年度前沿问题，邀请一流专家学

者发表专题演讲，提出对现实具有引领性、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形成可以滋养行业的专业高端知

识产品，赢得业界喝彩。

2021年7月，首届招标采购前沿论坛在京举办。本次论坛是面向全国的公益高层论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中央部委单位，北京、上海、广东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招标采购监管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代理机构及高校等业界代表参加了论坛。

招标采购前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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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中国招标》

◎ 思想盛宴  创新高地·第二届招标采购前沿论坛

2022年8月，第二届招标采购前沿论坛在宁波举办。来自北京、四川、重庆、广东等

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80多名招标采购专业人士参加论坛。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主任刘爱民、副主任张远刚出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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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2月，杂志社共有员工25名，平均年龄36.13岁，党员6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学历人员占比4%，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占比12%，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72%。

员工风采

2023年1月，《中国招标》杂志社领导班子合影。社
长张松伟（左二），党支部书记、总编辑张衍（右
二），副社长王惠英（左一），副总编辑戎素梅（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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