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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图书馆“十三五”规划受到了我 国图书馆界的普遍 

关注和广泛讨论。如何才能科学有效地制订、实施、评价图书馆规划?方家忠认为图书馆规划的效用是 

毋庸置疑的，并结合广州图书馆“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效果，对如何发挥规划的效用提出三点建议：在规 

划制订环节，充分运用SWOT等分析方法；在组织实施阶段 ，规划管理突出系统性、整体性；评估优化贯 

穿整个实施过程。柯平基于系统的理论研究，认为我国图书馆规划的编制已经从经验制订阶段步入科 

学制订阶段，并从规划定位、规划流程及规划文件三个方面阐述 了规划制订的科学性评价。周德明指 

出了图书馆规划编制尚存在的问题：有些规划缺乏思想性、前瞻性。尚未找到现代科学技术与图书馆业 

务的结合点，把五年规划编得如年度计划，缺乏危机感，规划中遗漏馆 内“民生”内容，编制规划成为少 

数人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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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c Plans in Libraries 

Fang Jiazhong Ke Ping Zhou Deming 

Abstract：2016 is the beginning year of the“Thirteenth Five—Year Plan”．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Library 

has received universal attention and wide discussion of the library circle．How to effect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formulate，implement and evaluate the library plan?Mr．Fang points out that，the utility of the library plan is 

indisputable．Combin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of Guangzhou library，thre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how make plan effective：using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in form ulating，high- 

lighting the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management of plan，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throughout the implementa· 

tion process．Based on the systematic theory research，Mr．Ke thinks that，the form ulation of the library plan in 

our country has developed from basing experience to scientific form ulation，and expounds the scientific evalua‘ 

tion of library plan from three respects：location of plan，flow path of plan and plan text．Mr．Zhou indicates 

some problems in the form ulmion of librany plans：lack of thoughtful and forw ard—looking contents，no combina— 

tion of mode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library business．the Five·year plan seemed as annual plan，lack of 

crisis awareness，taking no care of librarians’rights，and a few people working f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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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发展规划的效用问题 

方家忠 

从“十二五”到“十三五”，虽然制订并实施发 

展规划的图书馆越来越多，但仍然有相当强的声 

音质疑规划的效用。广州图书馆制订并组织实施 

了“十二五”规划，又在2015年编制完成了“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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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从我们的立场看规划的效用是毋庸置疑 

的，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利用规划这个管 

理工具。当然，利用的前提是认同。笔者试图结合 

广州图书馆的实践，就规划管理的最基本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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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的效用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

、发展规划有没有用? 

广州图书馆于 2009--2010年，在新馆工程建 

设后期 ，用时 l1个月，制订“十二五”发展规划。 

此后 ，作为管理的主要工具，持续组织实施。2015 

年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总体结论是效用显著。 

评估认为，“十二五”规划成为广州图书馆有效利 

用新馆历史性机遇的重要抓手，与新馆建筑互为 

表里，“重新定义图书馆”，推动图书馆实现服务结 

构调整、服务效益提升和转型发展。广州图书馆 

的案例说明：一，发展规划能发挥显著作用 ；二，在 

面临大的变化、挑战、尤其是机遇时，发展规划是 

一 个有效的管理工具；三，管理者或图书馆希望有 

所作为时，发展规划是一个科学的管理工具。广 

州图书馆“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 

一 是构筑多样化服务新框架。既强化传统文 

献流通借阅服务，又构建多领域、多层面交流服 

务；丰富和拓展传统服务，按大众化、分众化、对象 

化、主题化的逻辑层层细分，形成由基础服务、主 

题服务、对象服务、交流服务等四大部分构成的多 

样化服务体系。 

二是形成多元文化服务新特色。界定传统 

与本土文化、世界多元文化 、现代都市文化三个 

部分 ，搭建主题服务框架。设立广州人文馆、家谱 

查询中心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广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常设展等，展示与传播传统与本土文化；设立多 

元文化馆、语言学习馆等，开展多元文化推广项 目 

与语言培训项 目，丰富世界多元文化；设立创意设 

计馆、休闲生活馆、多媒体鉴赏区、广州国际纪录 

片节展示服务中心等，倡导现代都市文化。 

三是获得突出的服务效益与社会影响，发挥 

新的社会作用。服务传播与阅读推广效应显著， 

重构图书馆与政府 、社会的关系，使图书馆展现出 

城市窗口的新形象 ，成为城市新的文化地标。广 

州图书馆新馆因开展了大量多层面的交流活动， 

传播视角、主题大为拓宽，传播主体从以图书馆为 

主拓展到各参与主体，传播的广度、深度均大大增 

强，在公众个体、多群体中形成良好口碑，在公众、 

大众媒体、政府三个舆论场均获得 良好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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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媒体的宣传 ，参与群体、组织及公众个体利用 自 

媒体的报道，使图书馆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发 

挥了强大的服务传播与阅读推广效应，广大公众 

慕名而来，更多的群体、组织寻求与图书馆合作。 

广州图书馆新馆自2012年底部分开放、2013 

年中全面开放 以来 ，服务效益十分显著 ：截 至 

2015年底，接待访问量、外借文献量、注册用户量 

分别达到 1669万人次、2062万册次、102万人 ， 

2015年 日均接 待用户 19，597人次、外借 文献 

24，014册次、注册用户 990人，创造了我国公共图 

书馆服务的纪录，跻身世界公共 图书馆前列。同 

时，社会影响广泛：2012、2013年连续两年人选“广 

州市入载地方志十件大事”，2014年入选“新型城 

市化”战略实施代表性事件，2015年微信服务号传 

播力在广东省 1772个政务微信中排名第五。 

四是在争取政府保障方面成效显著。突出表 

现在：信息资源购置经费得到有力保障，2012年 

大幅增加 1000万经费，2013年跨上 3000万台阶， 

年新增各类资源达 50万册件 以上 ；2012年起推 

进公共图书馆立法工作，2015年《广州市公共图 

书馆条例》颁布实施，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得到 

立法保障、完成制度设计，在法律层面上正式确立 

了广州图书馆作为区域中心图书馆的地位；图书 

馆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得到强化，2013年广州国际 

纪录片节展示服务中心落户，2014年与市委外宣 

办、市政府新闻中心合作建立“广州之窗”城市形 

象推广厅，2015年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挂牌成立等。 

二、发展规划如何发挥效用? 

使发展规划发挥效用 的过程就是实施规划 

管理的过程。规划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过程 

管理，需要在规划制订、组织实施、评估优化等环 

节予以认真组织。 

在规划制订环节，需要运用 SWOT分析等方 

法研究图书馆所处环境与 自身实际情况，收集参 

考案例与标杆图书馆信息，研究理论与行业发展 

趋势等不同层面问题。而其中又需要抓住几个核 

心问题，包括：(1)机遇分析，即机遇是什么及如 

何抓住机遇。“组织的重点必须放在机会上”，把 

握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是规划管理最核心的 

固农圄害馆学刊 



目标。广州图书馆“十二五”规划的最大作用，就 

是很好地把握住了新馆建成开放这一历史性机 

遇。(2)规划定位。就一般图书馆而言，发展规 

划是战略规划与系统规划 的结合。对于面临变 

化较多及第一次制订发展规划 的图书馆而言，战 

略规划的成份偏重；而对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的 

图书馆而言，系统规划的比例更重一些。广州图 

书馆“十二五”与“十三五”规划的主要区别即在于 

此。(3)问题导向，即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 

法。(4)图书馆使命或发展领域的界定 ，它们在规 

划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优先研究定位。 

应该说 ，制订发展规划是一项科研性和实践 

性都很强的工作，需要有坚实的科研支撑、对实 

践领域问题 的深入分析和各方面意见的广泛吸 

收。这需要图书馆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或者借 

助外力的方法，并注重程序规范。广州图书馆制 

订“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都采用馆校合作的模 

式，与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团队合作，充分利 

用高校雄厚的科研实力 、丰富的科研项 目管理经 

验以及长期深耕本土的优势。当然，图书馆 自身 

一 定要发挥主体作用，需要对自身实践、经验、问 

题等开展深入的分析研究，形成明确的认知和判 

断。实践证明，馆校合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持续实践中，图书馆也会逐步积累经验，建立 

起相应的研究力量和人才队伍。 

在组织实施阶段，规划管理要体现出系统 

性、整体性的突出特点。由于发展规划界定了一 

段时期内新的愿景、使命 、目标 、行动方案，因此需 

要图书馆进行资源重组，以实现这些新的目标和 

使命。重组工作包括内设组织结构优化、岗位资 

源配置、人力资源配置(聘任 )、具体业务组织实 

施和业务流程调整等 ，并且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形 

成新的制度环境、组织文化与人才队伍。这是一 

个持续的、不断提升 的过程。广州图书馆“十二 

五”规划的实施遵循了这些程序。在组织实施过 

程中，为配合新馆开放我们还在总体规划 的基础 

上制订了新馆实施规划、对外文化交流等专项规 

划。广州图书馆“十三五”规划已于 2015年 11月 

制订完成 ，现在也正按上述步骤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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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优化伴随着规划实施的整个过程，也是 

新一轮规划组织制订的起点。“十二五”时期 ，广 

州图书馆因内外环境 、条件的变化以及 自身认知 

的深化，发展规划的内容在实施过程中经历 了不 

少的调整。因管理经验不足等原因，这些调整主 

要体现在实践领域，并未及时地形成相关文本。 

但在组织制订“十三五”规划时，广州图书馆组织 

了系统的评估，并将评估意见全部吸收到了新的 

规划文本中。 

三、发展规划的普适性 

应该说，情况越复杂，发展规划的价值就越突 

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小型、稳定发展 的图书馆 

就不需要发展规划呢? 

这首先要从发展规划的任务、性质和价值去 

看。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是选择方向、拟定 目标 

并设计如何达成。发展规划是科学思维的结果， 

具有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等多重属性，具有明确 

方向、凝聚共识、社会宣传等多重价值。因此可以 

说，只要有管理活动的存在，发展规划就有其效用。 

管理活动，不论是传统的经验管理还是现代的科 

学管理，在本质上都是系统的思维与实践活动。 

实际上，只要有管理工作，就有规划管理的存在。 

而随着对管理要求的提高，管理工作 日益走 向规 

范化、专业化，发展规划正是这样一个可借以走向 

管理规范化、专业化的工具。发展规划就是 以科 

学系统研究为支撑，应对变化、把握机遇与未来的 

管理工具。可以说，发展规划与图书馆的规模及面 

临的问题无关，只要管理者真正重视管理，并愿意运 

用发展规划这个管理工具，它就一定能发挥效用。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 ，发展规划成为很多国 

家图书馆行业应对挑战、把握未来的工具，并成为 

图书馆管理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重要标志。当前， 

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发展时期， 

图书馆事业发展面临重大机遇 ，同时又面临诸多 

不确定性因素 ，因此发展规划与规划管理总体上 

具有重大和现实的意义。 

(方家忠 研究馆 员 广州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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