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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图书馆界需要准确把握其实质和内

涵。文章对这一思想进行溯源，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维框架对公共图书馆的现状及高质量发展

要求、着力点进行分析，指出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系统变革，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理

念、供需关系、组织管理、宏观管理、动力机制、战略目标及其关键环节、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

提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要处理好高速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数量效益与质量效益，创新驱动

与专业驱动、要素驱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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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y：Nature and Connotations
FANG Jiazhong

Abstract Library community need to understand exactly the nature and connotation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an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 for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principle，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e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requirements and
priorities for their high-quality growth within the thinking framework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points out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essentially a system reform，has the connotations concerning its philosophy，supply
and demand，organization management，macro-management，motivation mechanism，strategic goals and key
processes，and evaluation systems. It proposes libraries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speed development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quantitative benefit and qualitative benefit， as well as the growth driven by
innovation，specialization and input，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growth of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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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实质与内涵
方家忠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指导思想，是国家各层面、各行各业谋划“十四

五”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高频词之一。公共图书

馆界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溯源和系统梳理，以准

确把握其实质和内涵，科学指导新时期事业发展。

1 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系统变革

由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指导思想系由党中央倡

导，故笔者对其概念溯源主要围绕中央文件与习

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进行。经检索发现，

在这一指导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五个重要节点、

五篇重要文献。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首次提出“高

质量发展”这一概念。报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容有较多阐述，体现出系统性的特点。报告第

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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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

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

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

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

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1]

2017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发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讲话。该篇讲话被

收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并与其他几

篇讲话共同组成专题九“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2]。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成为阐述经济

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主要文献。讲话从提出经济高

质量发展论断的必然性、发展理念、供求关系、

生产与分配关系、国民经济整体循环、战略目标

及其关键环节、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等维度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3]。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

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2]。可见，经济领

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系统变革。

2018年9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议指出，推动高

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

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要加

快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协调建立高质量发展的

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

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要抓紧研究制定制造

业、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等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政策，把维护人民群众

利益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带动引领整体高质量发

展[4]。《意见》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

过，重要性可见一斑，同时也可清晰看到，高质

量发展已由经济领域指导思想逐步上升为国家整

体发展的指导思想。

202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

《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

要求充分发挥政绩考核指挥棒作用，引导领导干

部推动高质量发展[5]。落实高质量发展指导思想

的基础工作制度至此已建立起来。

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提出“我国已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经济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更指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包括“制度优势显

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

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

劲，社会大局稳定”；高质量发展被纳入“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之一。《建议》

提出：“……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

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高质量发展在整个《建议》中共提到9

处，包括：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高质量

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

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推动“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等[6]。

由上述梳理可见，“高质量发展”系习近平

总书记于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首次提

出，其内涵源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质是经济发

展的系统变革；2018年9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各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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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为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结合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

全会等历次会议精神，亦可见“系统变革”是党

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发展主题的一脉

相承的基本判断。

2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框架的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系统

阐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

特征，就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将高质量发展

作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包

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各行各业需要自觉贯彻落

实。以下利用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思维框架[3]，对公共图书馆发展现状进行

分析(见表1)。由对照分析看出，其内容涵盖了图

书馆发展理念、服务与组织管理、图书馆个体与

事业整体、战略目标及其关键环节、城乡与区域

协调发展等各个维度，也涵盖体系化、社会化、

信息化、专业化等近年来事业发展主要领域和提升

服务效能、全民阅读、法人治理等重点工作，是一

个符合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实际的分析框架。

3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基于前述对高质量发展指导思想的实质分析

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照分析，根据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要求，结合当前事业发展背景，进一

表1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思维框架对公共图书馆现状的分析

维度

发展理念

供求关系

生产和分配
关系

国民经济
整体循环

战略
目标

农村经济高
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内容

关键
环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
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
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从供给维度看，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
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
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维度看，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
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
的需求。

从投入产出看，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
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
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看，应实现投资有回
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
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
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国民经济重大
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
出现大起大落。
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创新引领、协
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
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
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把握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把握工作主线，
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基本路径，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把握着力点，加快建设实
体经济；把握制度保障，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
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充分认识创新是第
一动力；要发挥制度优势，使企业成为创新中的主力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优势互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图书馆现状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提升服
务效能作为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的直接体现；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主要体现在服务层面，总体上为卖方市场，表现为需求旺盛、供
给不足。部分处于引领地位的图书馆产品与服务内容齐全，网络
化、数字化方式发展迅猛，智能化探索逐步推进，社会功能逐步
拓展，创新服务能力突出，全民阅读推广效益显著提升，社会影
响显著扩大，但总体上核心竞争力、专业化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
明确和提升；相当部分图书馆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方式传统，服
务能力偏低。公众共性需求能得到一定程度满足，但多样化、个
性化需求满足程度偏低。需求与服务良性互动机制需要强化。

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层面，近年来服务效能提升明显，但总体水
平偏低，评价机制尚未健全。需要大力强化以专业化管理运营为
基础的绩效管理。

主要体现在事业整体层面。当前外部生态较复杂，与知识生产主
体(如数字资源供应商等)的关系需要系统重构；公共图书馆系统
内各层级分工相对明确，但空间布局尚未达到充分、合理水平。

建设和完善现代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7]；但创新引领、协同发
展的产品与服务内容体系尚不健全，供需对接、充分保障的要素
投入体系尚未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设施及其服务体系尚
不健全，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还比较大，社会参与程度有待提
高，治理结构还偏于传统。

发展导向总体上仍处在目标粗放型、数量效益型阶段；工作重点
为提升服务效能；基本路径为服务管理运营的创新与专业化；着
力点为服务的社会化、对象化、主题化；建立了法律保障，但稳
定、可持续的经费预算、人力资源投入、职业化队伍建设等保障
机制尚未建立，法人治理等现代事业管理体制尚未形成，事业管
理偏于微观具体，图书馆及其从业人员主体活力有待激发。

处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

处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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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梳理出新时期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及其要求和相应的着力点(见表2)。

4 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在对公共图书馆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上，要处理好高速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要

充分肯定，近10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服

务体系建设、阅读推广活动、新馆设施建设等方

面高速发展，部分区域、部分图书馆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但总体上公共图书馆滞后于经济发

展，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任务

尚未完成。以公共图书馆分馆设施为例，2018

年全国为25，430个[8]，与全国近4万个乡镇和街

道行政区划这一数字相比，可以大体判断分馆设

施在乡镇、街道层面的覆盖率不超过64%，还有

约36%的乡镇和街道并未实现公共图书馆分馆服

务、专业化服务的覆盖，更不要说村、社区层级

的服务了。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我国还有

大量的区域需要首先解决公共图书馆服务“有没

有”的问题，其次才是“好不好”的问题。

维度

理念

供需
关系

组织管理

宏观管理

动力机制

战略
目标

考核评价机制

内容

主线

内容

关键
环节

高质量发展要求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

(个体服务层面)完善服务内
容，提高服务质量，实现供
需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能调整
与服务优化

(组织管理层面)全面实施专业
化管理和绩效管理

(事业层面)外部生态良好，内
部体系合理

创新为第一动力，专业化为
第二动力，要素驱动不可或
缺

完善城乡一体、区域协调的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均衡适度的设施布局；高效
的体系化管理，尤其是要素
集中管理；要素投入保障，
尤其是经费、人力投入保障
机制；扩大社会参与；适应
需求的服务结构；人才、文
献信息、空间等资源支撑；
效能导向、绩效评价与信息
公开等

质量效益型

着力点
推动事业发展系统变革；大力提升服务效能，以此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
根本目的，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的着力点。
服务内容方面，主动对接并服务国家战略：大力强化阅读推广活动，发挥引领全民阅读主体作
用；强化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作为知识信息、科教兴国基础设施作用，提供创新资源、
创新服务、创新环境；强化服务社会文明进步，推动公众全面素养教育。服务质量方面，通过
分众(对象化)、主题化不断细分服务，推进服务专业化和质量提升。服务方式方面，积极探索创
新，利用新技术，提供各种应用场景，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服务能力方面，引入并提升志愿
服务、与社会主体合作、推进文旅融合等跨界发展能力，提升以人员队伍素质和信息资源保障
能力为核心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强化知识服务作为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供需对接方面，与社会、
公众及其需求建立良性互动机制。
推动转型发展，即推动由传统以文献为中心的服务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知识、信息、文化和交流
服务，在面向个体服务的基础上，强化面向社群、组织和社会的服务，建立传统服务与交流活
动并重的功能格局，强化场馆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推动创新服务，创新服务内容、形式、手
段。推动服务专业化，推动社会化服务的内化和传统服务及其管理不断精细化。
全面提升专业化管理运营水平，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机制，提
高服务绩效、经费预算管理绩效、用人绩效；提高工作效率；强化科技赋能应用，提升科技进
步贡献率等。
与数字资源供应商、出版商、书店、技术服务商、购买服务承接方、公益阅读组织、各种文化
艺术团体、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共生的伙伴关系；行业内各层级图书馆分工明确，
定位与功能合理；区域内服务体系设施普遍均衡、城乡一体、布局合理；完善区域服务体系，
强化设施体系的资源与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设施体系。
创新服务功能，实现转型发展；创新服务内容，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方式，强化
科技支撑与赋能；建设鼓励创新的外部、内部环境，参考经济领域“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
营商环境优化、负面清单制度等做法，减少条条框框，提高图书馆主体活力。推动服务专业化，
即从大众化走向分众化，从分类组织走向与分主题组织相结合，从分层次组织到立体组织；提
升馆员队伍素质、专业化水平；优化专业化用人导向，建立人员绩效考核等激励机制。通过创
新驱动、专业化驱化，提升服务效能，引领政府强化投入保障、实现要素驱动。
完善服务体系，重点强化县区、镇街等基层体系资源与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完善
基层设施体系；以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各级图书馆资源与服务下沉为抓手，推进城乡服务体
系一体建设；通过城乡与区域一体化、标准化实现服务的均等化。

科学制订并实施“十四五”发展规划，重点提升乡镇和街道层次的设施覆盖率水平；发挥中心
馆、总馆的主导作用；建立投入保障机制，将公共图书馆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相应将
经费预算纳入公共财政刚性支出范围，补齐人力资源投入保障短板，将购买服务作为基础性
保障制度并完善相应工作机制；建立引导社会参与机制，开放、引导公众与社会主体参与设施
建设、服务、阅读推广活动与法人治理；广泛推动建立开放、新型、基础性的服务结构，服务
内容上强调三位一体(传统服务、阅读活动与网络服务)，服务对象上强调一主体两重点(一般公众
主体和未成年人、老年人两个重点群体)，服务资源上强调三类配置(经典文献、普通文献与特色
文献)。

建立科学评价机制，实现宏观看服务布局(区域、城乡)、保障水平；中观看服务体系、运营效率；
微观看服务结构、服务品牌、服务质量与效益。

表2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内涵

44



◎ 2021 年第 2期◎

专题：“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二是在发展要求上，要处理好质量效益与数

量效益的关系。高质量发展固然要求提高质量效

益，如读者满意度、活跃读者量、文献流通率等

质量指标，但一个显著的现实是我国公共图书馆

服务效能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如人均外借量指

标中国(2018)[8]是美国(2016)[9]约十七分之一。基

于这样的现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没有数量效益

就没有质量效益。

三是在发展动力上，要处理好创新驱动与专

业驱动、要素驱动的关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政府公共财政开支紧张的状况可能会持续数

年。在此背景下，创新驱动尤其需要扮演第一驱

动力的作用，其中要特别发挥图书馆主体、馆员

主体的作用，也要特别注意发挥社会主体、购买

服务承接方即市场主体的作用。另外，要特别注

意发挥专业化驱动作为第二驱动力的作用，即通

过服务与管理运营的细分服务群体、细分服务领

域，实现服务覆盖率、服务效能与质量的提升。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创新驱动、专业驱动机制

能够解决的主要是个体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问

题，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在总体上还是要依靠政

府主导、要素驱动，以政府投入人财物等要素保

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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