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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普遍均等、运行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责任。 

当前有必要在我国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街镇建设公共图书馆，是因为社会有需要、政府也有能力将公共图 

书馆覆盖范围从县区下沉到街镇：一是具备在街镇建设公共图书馆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 

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东部沿海开始进入发达国家水平，这为公共图书馆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提出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 

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是随着民众科学文化素养的提升、全民阅读的开展以及公民权利意识 

的觉醒。需要公共图书馆更好地承担起满足公众对知识、信息及相关文化活动需求的责任，这对公共图书馆 

的覆盖程度及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201 2年广州重新启动 的 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侈 

立法，首次在我国地方立法中提出建立中心馆一总分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以广州图书馆为中心馆、区图书 

馆为区域总馆、街镇图书馆为分馆，旨在实现街镇公共图书馆的专业化服务和体系化运作。本专题就街镇一 

级建设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管理模式、实现方式等基本问题，以及街镇图书馆 

(室)专业化改造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期望引起同行的共鸣，参与到讨论中来，共同推进基层公共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 

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路径研究 术 

兼评 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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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察我国街镇图书馆建设情况，结合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相关规定，对街镇公共图书馆 

建设主体、管理模式、建设规模和实现方式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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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4年 1 0月29日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 

例 (以下简称 “《条例 ”)获得广'Jt、I市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全票表决审议通过，报广东省 

人大常委会审查备案。《条例 将是继深圳、内蒙 

古、北京、湖北、四川I等地之后，我国出台的第 

六部地方性图书馆法规。《条例》最大的特点之 
一

， 就是为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普遍均等化 ，明 

确规定在全市街镇一级建设独立运作的公共图书 

馆 ，实现约 8万人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的 目标。 

同时为确保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提升街镇 

公共图书馆保障程度 ，推进街镇公共图书馆的可 

持续发展，《条例》 参考国家图书馆建设标准及其 

他省市图书馆立法经验 ，结合广州市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 ，对街镇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管理模 

式、建设规模等进行明确规定 ，具有先进性、创 

新性和鲜 明的时代性。本文结合 条例 ，就街 

镇公共图书馆 的建设主体、管理模式以及建设规 

模和实现方式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对 《条 

例 贯彻实施及对兄弟省市推进图书馆立法、保 

障街镇公共图书馆发展 ，建设覆盖城乡、普遍均 

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有所裨益。 

1 确立街镇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 

建设主体是指保障公共图书馆建设和运行所 

需要的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确立公共图书馆 

的建设主体及其责任是公共图书馆立法的基本内 

容。确立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 ，也就确定了 

设置经费、人员经费、文献与设备购置经费以及 

其他运行经费的基本来源”]。因此，开展街镇公 

共图书馆建设，首要问题是明确其建设主体。 

1．1 我国地方条例和政府规章对街镇图书馆建设 

主体的规定 

在 《条例》立法过程中，立法小组对已经 

颁布和实施条例或政府规章的 1 1个地区相关情 

况进行调查 ，发现 8个地 区的条例和规章 不同 

程度涉及街镇 图书馆 的设置 ，其 中 6个地区采 

取按行政区域分级设置，仅山东和 四川规定 公 

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为县 以上政府 ，但并未对 

街镇 图书馆建设进行强制性规定 ，具体情况见 

表 1 

表 1 我国地方条例或政府规章对街镇图书馆建设主体的规定 

是否规定 

地方条例 ／政府规章 实施时间 设置街镇 街镇图书馆建 设主体相关规定 

图书馆 

第五条 各级人 民政府和街道办事 处应 当 对辖 区内各级 上海市公共图书馆 管理办 法 1997 1 1 

公 共图书馆 的设置实行统筹规划 。 

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 1 997 1 O 1 第十条 市
、 区、镇人民政府 应当 设立公共图书馆 例(试 行) 

内蒙古 自治 区公共 图书馆管 2000 8 6 pr< 第 三条
： 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 设立公共 图书馆 。 理条例 口 

第五条 ：各级人 民政府应 当根据人 口分布 情况 ， 设立公 湖北省公共 图书馆条例 2001 1 0 1 

共图书馆(室) 。 

河南省公共 图书馆管理办 法 2002．9 1 第 三条 ：县级 以上人 民政府有关部 门按 照各 自职 责，共同做 

口 好公共图书馆 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 

北京市 图书馆条例 2002 1 1 1 第十六条 本市 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 设置公共 图书馆 。 

第十条 ：各级人 民政府应 ·一对辖区内各级 公共图书馆 的设 

广西；l工族自治区公共图书馆 2002 1 1 1 5 置实行统筹规划。 

管理办 法(修订 稿) 口 第三十二条 ：乡镇 图书馆(室)的具体 管理依照行 政区域分级 

设置管理办 法，由区文化厅另行制定l8。 

第八条 公共图书馆按照行政区域分级设置。省、市、县 

浙江省公共 图书馆管理办法 2003 1 0 1 (市、区)应 当设立公共 图书馆 ，乡镇、街道应 当在 文化站 内 

设立图书室 ，有条件 的也 可单设公共图书馆 l9。 

乌鲁木齐市公共图书馆管理 2008 5 1 非强制 第十一条：区I县)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有条件的乡镇i街道) 

办 法 性规定 可 以设立公共图书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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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非强制 山东省公共图书馆 管理 办法 2009
．6．1 性规定 

非强制 四J】I省公共图书馆 条例 2O13
．1O．1 性规定 

1．2 《条1歹 对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的规定 

长期以来，基于财政体制和事权 分配体制 ， 

我国公共图书馆 的建设基本上是一级政府建一级 

公共 图书馆 ，谁建设谁管理 ，经过几十年努力 ， 

形成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地级市图书 

馆—— 区县图书馆—— 乡镇(街道)文化站图书馆 

(室)——村(社区)图书室的六级图书馆设施，基本 

实现全覆盖。然而这是低水平的覆盖，公共图书 

馆(室)没有体系化运作。 由于基层政府特别是街 

镇政府公共服务保障力度弱，造成街镇等基层图书 

馆(室)运行效率低下。公共图书馆作为政府保障 

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民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制 

度，责任无疑在政府，但是各级政府甚至连村委 

会都来建设图书馆(室)，是否有必要?是否科学? 

在充分考察我国街镇图书馆(室)建设及立法 

经验的基础上，《条例》将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主 

体上提，突破现有体制障碍，要求建立紧密型公 

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在地方图书馆 立法中 

首次提出中心馆 与总分馆制相结合 的建设模式， 

明确规定广州图书馆作为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的中心馆 ，区政府作为区图书馆及街镇图书馆 

乃至负有推进村(社区)图书室或服务网点建设 的 

责任主体，负责建设辖区内公共图书馆 ，统一建 

设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条例》第十二条第 

三款规定 ： “区人民政府负责建设区和镇、街道 

公共图书馆 ，建立公共图书馆 总分馆体系，区公 

共图书馆为区域总馆 ，镇、街道公共图书馆为分 

馆。”在确定区政府作为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建设主体的前提下，考虑到镇政府与街道办事 

处作为基层政府或政府派出机构 ，有一定的财政 

能力和保障责任， 《条例》规定街镇等 “有关单 

位应 当根据实际情况为图书室或者服务网点建设 

在场地、配套设施设备等方面提供必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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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条 ：县级 以上人 民政府应 当 ⋯ ··设置公共 图书馆 ，并 可 

以在乡(镇)人 民政府所在地和其他 人 口密集区域设置公共 图 
书室或者公共图书站⋯]。 

第八 条 ：县级 以上地 方人 民政府应 当⋯ 建立覆盖城 乡的公 

共图书馆服务 网络 12]。 

2 确定街镇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模式 

2．1 我国街镇图书馆管理模式分析 

为实现街镇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我国部分地 

方政府和图书馆业界开始尝试在无法突破现阶段 

财权和事权体制的前提下，建立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体系，街镇等基层政府委托上一级公共图书馆 

在业务上管理和指导本级图书馆 ，形成 “深圳图 

书馆之城”“嘉兴模式”“苏州模式”“佛山联合图 

书馆” “东莞图书馆集群”等公共图书馆体系化 

运作 ，在提升公共图书馆运行绩效、实现普遍均 

等服务方面进行 了探索，取得非常好 的效益，是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在没有改变图书馆分级设置的、未实现 

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法定化和理顺不同建设主体 

的责任关系的前提下 ，无法突破一级政府建～级 

图书馆的既有模式，仅是一种业务上、通过签订合 

作协议建成的总分馆模式，无法实现人财物的统一 

管理，并非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地的紧密型的总分 

馆体系，一旦协议期满或基层政府支持力度改变， 

发展前景就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各地图书馆建设 

主体各异，政府支持力度也不尽相同，虽然部分 

地区对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探索，并取得 

良好的效益，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不顺利。 

2．2 《条例》对街镇公共图书馆管理模式的规定 

现阶段大部分地区的基层图书馆实行层级管 

理和属地管理 ，基层政府作为建设主体 ，对基层 

图书馆进行管理。然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建设 

区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是提高公共图书馆服 

务能力和运行效能行之有效的方式，基层图书馆 

现行运行机制低效且不可持续。相较于广州公共 

图书馆事业 ，香港公共图书馆实行总分馆体系， 

实现体系化运作 ，发挥出巨大的效益，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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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 3年香港、广州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对比表㈣ 

服务 公其 馆舍 千人 总藏量 人均 购书 人均 注册 市 民 总外 市 民人均 

人 口 图书馆 总面积 藏书 经费 购书经费 读者 注册率 借量 外借量 
(万) (座) {万 m0) 平 方米 (万册) (册) (万元) (元) (万人) (％) (万册) (册) 

香港 713 6 77 12．435 1 7 4 131 1 1．83 6943 9-7 410．9 57 6 551 5 7 7 

广州 1292．7 16 23 558 18-2 1 263．4 0．97 6356 4．9 126．5 9 8 996 O．77 

注：资料来自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站及广州图书馆学会；香港购书经费折合为人民币计算 

在总结我国总分馆服务体系管理经验的基础 

上，广州从实际出发，并借鉴新加坡、我国香港 

等地公共图书馆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条例》在 

规定区政府作为区和街镇公共图书馆 的建设主体 

之后，要求建立起以区级图书馆为区域总馆 ，街 

镇公共图书馆为分馆的总分馆体系。 《条例》第 

二十六条规定 ，区域总馆在中心馆的业务指导下， 

履行的职责包括 ：(1)负责所属 分馆 的统一管理 ： 

(2)按照全市统一的业务标准，负责本馆和所属分 

馆文献信息资源的采购、编 目和物流配送 ；(3)按 

照全市统一 的服务规范 ，制定本 区公共图书馆 

(室)和服务 网点的服务规范 ；(4)负责本馆和所属 

分馆工作人员的统筹调配。 

2．3 关于 ((条例》对街镇公共图书馆管理模式 

规定的讨论 

根据 条例》 的规定，广'it1各区范围内将 

实行我 国香 港式的紧密型总分馆体 系 ，区域总 

馆作 为街镇公共 图书馆 的管理主体 ，在 中心馆 

的业务指导下 ，按照全市统一 的业务标准 ，统 

一 管理所属分馆 。作为建设主体 ，区政府 负责 

保障总 分馆体 系运行所 需的经费 ，包括设施 、 

设备、人员、文献信息资源、图书馆 运行与维 

护等方面 的费用。区域总馆作 为街镇公共图书 

馆 的管理主体 ，在 区文化行政部 门的管理和 中 

心馆 的业务指导下 ，承担 区域内公共 图书馆 总 

分馆体系的管理工作 ，对街镇公共图书馆 的人 

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作 为分馆 ，街镇公 

共 图书馆 可以走 出运行经费、人力 资源和文献 

资源的困境 ，将重心转移到为读者提供专业服 

务 ，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实现服务 的标；隹 

化和专业化 ，这有利于街镇公共图书馆 的可持 

续发展。 

1 2 

3 明确街镇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规模和建设 

方式 

3．1 我国部分地区街镇图书馆建设标准 

街镇图书馆服务能力必须从建筑面积、文献 

保有量及新增藏量方面加以保障。在调研的我国 

1 1部地方条例或政府规章中，仅有 《上海市公共 

图书馆管理办渤 和 匕京市图书馆条例》对街镇 

图书馆 的最低面积进行规定 ，且均规定 “街道 、 

乡镇公共图书馆(室)的建筑面积应 当达到 100平 

方米以上”：其他条例或规章对街镇图书馆 的布 

局要求、馆舍面积、阅览座位和藏书量均笼统地 

表述为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随着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部分地区对街镇 图书馆的建筑标准 

进行规定，馆舍面积、藏书要求有较大幅度提 

升，见表 3。 

3-2 《条1歹 对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规模的规定 

2008年颁布的 《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第 

二十条规定，大型公共图书馆每千人建筑面积应 

达到 6—9．5平 方米 ：中型公共图书馆每干人建筑 

面积应达到 13．3—13．5平方米：／J、型公共图书馆 

每千人建筑面积应达到 23—27平 方米 ，总建筑 

面积应达到 800—2300平方米。广州市各区平均 

人 口约 1 00万 ，各街镇平均人 口约 7．7万，参考 

松 共图书馆建设标准》，《条例≯将区域总分馆体 

系对馆舍面积、馆藏量及年新增藏量作 为整体 

进行规定。《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区域总馆和 

镇、街道分馆合计达到 37-5平 方米以上，但省、 

市公共图书馆 所在地 的区可以适 当低于 上述标 

；隹，市、区公共图书馆和镇、街道分馆 的建筑面 

积不得低于国家最低标准。第十七条规定 ：馆藏 

纸质信息资源人均拥有量到 2020年应 当达到下 

列要求：“区域总馆和镇、街道分馆合计达到二册 

固专馆揄 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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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地区对街镇图书馆建设规模的规定 

地区 面积 藏书标准 备注 

北京‘Ⅷ 10O平方米以上 年入藏文献不得少于 1 000册(件) 北京市图书馆条例(2002年) 

上海市街道(乡镇)图书馆等级评定标准 上海[． 馆舍面积 200平方米以上 1万册以上 

(201 1)；三级镇街 图书馆 必备标准 

总藏量不少于 1．5万册 ，图书年更新 
深圳|| 馆舍面积不少于 300平方米 数量不少于 400种 ，报刊年订购数 深圳市基层图书馆{室)达标定级评估标 

准(2009)；三级镇街 图书馆 必备标准 量不 少于 15O种 

镇 级图书馆 分馆 建筑面积 不 纸质 图书不少于 7000册、报刊 1O0 苏州市公共 图书馆 总分馆 体系建设实施 苏 州 

小于 800平方米 种、音像资料 2000张以上 方案(201 1) 

乡镇分馆 建筑面积 不少于 藏 书不少于 3万册 ，报 纸不 少于 嘉兴市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 嘉兴【 

500平方米 300种 体系的实施意见(2008) 

东莞 ’ 建筑面积不低于 500平方米 藏书 2万册或户籍人口人均 1册以上 东莞市建设图书馆之城实施方案(2005) 

藏书应有 2万册(件)，每年至少增加 台湾‘到 乡镇图书馆宜有 700平方米 公共图书馆设立及营运基；~(2002) 

1000册(件)；期刊 30种以上 

(件)以上。”第十八条规定 ： “区域总馆和镇、街 

道分馆合计不少于0．1 4册(件)。” 

3．3 关于 《条例》对街镇公共图书馆馆舍面积 

规定的讨论 

将区域总分馆体系作为整体，参考 《公共图 

书馆建设标准》，采用人均指标的概念，将区和 

街镇两级公共图书馆的馆舍面积、文献保有量和 

年增藏量进行累计量化规定 ，突出街镇公共图书 

馆作为区域总分馆体系的--~i]分，强调区政府作 

为建设主体的责任，有利于调动区政府作为总分 

馆体系建设主体 的积极性 ，推动其加大对街镇公 

共图书馆的保障力度，也有利于区政府对区域总 

分馆体系建设进行统筹，有一定的科学性。 

然而 《条例》对区和街镇公共图书馆建筑面 

积合并计算，没有对街镇公共图书馆馆舍面积最 

低标准进行单独规定 ，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影Ⅱ向 

立法 目的实现。考虑到广州区级图书馆的建设情 

况(见表 4)，只要建成区图书馆新馆 ，在不进行任 

何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条件下，已经有南沙、 

从化、增城、黄埔等区已达到或超过 《条例》规 

定的标准，而越秀、天河等区因是省市图书馆所 

在地，人均指标可以适当降低。如果不对街镇公 

共图书馆最低面积进行规定，在执行第十八条规 

定时，有可能因为区域内区域总馆、街镇公共图 

书馆总建筑面积已达到 《条例》要求，而忽视提 

02015年第 3期 ◎ 

升街镇图书馆分馆的保障水平：或片面强调并规 

划建设大型区域总馆 ，而忽视甚至有意规避难度 

相对较 大的街镇图书馆分馆建设；或以规模小、 

数量多的社区(村)图书馆(室)取代街镇图书馆分馆 

建设。无论上述何种情况发生，均将导致街镇图 

表4 广州市区级公共图书馆情况一览表 

常住 建筑 千人平均 

区 人 口 面积 建筑面积 备注 

{万人) (万 M ) (Mz／干人) 

增城 1O5．18 3．28 31．18 

原萝 岗区正在建 新 

黄埔 86．28 1．61 18．66 馆 ，1．6万 m ，2015 

年开放 

新馆 2．5万 m ，已 南沙 62 51 O
．63 10 O8 立项 

从化 61．02 1．1 18．03 二期1．6万 m ，在建 

接 收原市少 儿馆沿 

越 秀 114．09 1 l2 10．52 江路分馆 ，可 以适 

当降低标准 

花都 96．48 O．86 8．91 

荔湾 88．92 O．6 6．75 拟建新馆 ，选址中 

天河 148．43 0．52 3．5O 可 以适当降低标准 

接收原市少儿馆 海珠 158
．34 0．5 3．16 海珠分馆 

白石 226．57 0．61 2．69 

番禺 144-86 0．42 2．9O 拟建新馆，选址中 

注：资料来自广州市统计局网站及广州图书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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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分馆维持现状，进而因规模过小而无法开展 

专业服务。 

一 定规模 的建筑面积是 图书馆承 载基本功 

能、容纳基本藏书、提供基本服务 的物质基础。 

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镇 

公共图书馆向上连接区域总馆，向下是进一步辐 

射社区服务的基础支撑 ，强化街镇公共图书馆建 

设是 条例 立法的重点，也是立法的目的之一。 

只有通过大力发展街镇公共图书馆 ，才能构建真 

正覆盖全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实现服务的 

普遍、均等、便利，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3．4 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方式 

相较于大中型公共图书馆要求独立建设，街 

镇公共图书馆作为小型公共图书馆 ，无论是国家 

标；隹、地方条例还是政府规章，建设条件较为宽 

松 ，可以和其他文化设施合建 ，但不是随意合建 ， 

而是有法可依。公共图书馆对功能和环境有严格 

要求 ，开放时间与其他文化设施存在较大差异， 

在与其他文化设施合建时应当满足其使用功能和 

环境要求 ，自成一区 ，设置单独的出入 口。 比 

如 ， 公共图书馆建设标j 第十九条规定 ：小型 

公共图书馆宜与文化馆等其他文化设施合建 ：公 

共图书馆与其他文化设施合建时，必须满足其使 

用功能和环境要求，并 自成一区，单独设置出入 

口[22]0因此， 条例 第十五条规定，“镇、街道分 

馆或者村、社 区图书室可以与其他 文化设施合 

建，或者利用其他现有建筑建设”；公共图书馆 

与其他文化设施合建的，应满足图书馆 的使用功 

能和环境要求，自成一区，设置单独出入 口。 

相较而言，《公共图书馆建设标； 鼓励小型 

公共图书馆与其他文化设施合建，而 《条例 的 

措辞是 “可以”“或者利用其他现有建筑”，这表 

明 ≮条例 认为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方式有多 

种。结合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 1—2020)}关 

于一个都会区、两个新城区、三个副中心的发展 

规划以及广州基层图书馆(室)建设实际 ，街镇公 

共图书馆建设可通过以下路径实现 ：一是有条件 

的街镇 ，尤其是新城 区的街镇 ，依据立法规定 ， 

新建规模较大的街镇公共图书馆 ：二是土地和空 

1 4 

间资源 比较紧张 的街镇 ，尤其是中心城 区的街 

道，可通过对文化站进行内部功能和分区调整， 

将与图书馆职能相关的如公共电子阅览室(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图书阅览室、展览区和青少年 

活动室等功能加以整合 ，强化公共图书馆功能 ， 

突显街镇综合文化站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三是 

在城市 “三旧”改造时， “利用其他现有建筑建 

设”进行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四是市政府还可 

以通过立法设计的基金会等形式，对条件特别困 

难的街镇公共图书馆 的建设予以扶持。 

4 提高街镇公共图书馆人力资源保障程度 

4．1 保障街镇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配备 

没有稳定而专业的馆员队伍，就没有街镇公 

共图书馆建设、管理和服务的专业化。 条例 立 

法调研时发现，大部分街镇图书馆(室)工作人员 

存在兼职化、专业化水平低等问题，导致服务时 

间和服务质量长期无法保障。因此 《条例 在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标准的基础上，强化了 

工作人员数量的保障力度。《条例 第二十三第一 

款专门对图书馆的从业人员数量进行规定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服务的常住人 口每一万人至 

一 万五千人配备一名工作人员的标准⋯⋯配备工 

作人员”：区政府统一按 《条例》规定配备区域内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工作人员后，区域总 

馆作为街镇公共图书馆 的管理主体 ，统筹和调配 

工作人员。 

4_2 提升街镇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 

街镇图书馆(室)长期被排除于公共图书馆服 

务体系之外，工作人员也不被视为图书资料专业 

人员，缺乏保障，造成人才队伍培养 出现一系列 

问题：一是不被政府纳入公共图书馆系统，人员 

的工资福利等缺乏保障机制，机构管理人员不稳 

定 ；二是街镇 图书馆(室)从业人员进入 门槛低 ， 

人员基本素质无法保障 三是无法参与行业的继 

续教育和专业交流，人员专业技能无法提升 四 

是从业人员无法参与图书资料专业人员的职称评 

聘 ，缺乏职业发展空间导致员工流失。因此，在 

保障街镇公共图书馆人员配备的基础上 ，《条例 

固专害 毫命埴 



第二十三第二款对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提出明确 

要求，规定公共图书馆新进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 

人员 “应当具备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并按照相关规 

定 实行公开招聘”。为提升公共图书馆人员的专 

业素质 ，该条第三款还规定 ：公共图书馆应当根 

据图书馆事业发展和业务要求，建立和健全工作 

人员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 

区域总分馆体系建立后 ，街镇公共图书馆由 

区政府负责设立、区域总馆进行管理 ，其工作人 

员作为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由区域总馆进行统 

筹管理和调配，并参与职称评聘 ，人员的数量和 

质量都会得到较好的保障。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 

制度的建立也将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 ，进而 

保障街镇公共图书馆的专业化服务。 

5 加强街镇公共图书馆的考核评估 

我国县 以上公共图书馆 的评估 由文化部组 

织，截止 2013年已进行五次全国性公共图书馆 

评估，评估对加强图书馆管理、促进图书馆实现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文化部并未对区县 

以下公共图书馆制定全国性评估标准并开展评估 

工作 。为通过考核评估督促和指导街镇公共 图 

书馆发展，《条例》第三十二条对考核评估作了规 

定 ： “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制定公共图书馆 

考核标；隹，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市、区文化行 

政主管部门应 当定期对公共图书馆的设立、管理 

与服务情况进行考核。”根据 《条例》，市级文化 

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制定考核标准并建立第三方评 

估机制 ，定期 对街镇公共图书馆进行评估和 考 

核 ，并向社会公 众公布 ，确保考核结果反映民 

意，公平公正。 

6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按照公益性 、 

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 的要求，完善覆盖城 

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是我国公共文 

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发展 方向。广州通过地 方立 

法，将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向基层延伸，由区政 

专题：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模式研究l l 

府负责在街镇建设公共图书馆 ，并将其纳入 区域 

总分馆体系进行管理 的做法，既能促进广州街镇 

公共图书馆良性发展，又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和借鉴，在全国范围内提升街镇公共图书馆 的服 

务能力和服务效能，实现公共图书馆普遍均等化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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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程焕文之问”专题研讨 

附录 十问数据商!!! 

程焕文 

上周全国高校图书馆的超级大佬们齐聚中山 

大学图书馆议事，大家对数据商的定价策略、销 

售策略和涨价行为极其愤怒，一致认为图书馆界 

必须发出强烈的声音，以矫正数据商的不端行 

为 斋主现在先提出如下质问，请同仁们提供更 

多的质问，为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展开行动提供 

“佐料”： 

一 问：数据库的定价依据是什 么? 

二问：凭什么在购买期刊全文数据库时数据 

商要强行捆绑纸质期刊? 

三问：在全文数据库的使用上基本符合二八 

率，即一个数据库的资源通常只有 20％被用户使 

用，另外 80％未被使用的情况下，凭什么还要图 

书馆为未被使用的8( ，的资源买单? 

四问：数据库不是不可以涨价，可是涨价总 

得有个规矩，每年的涨价幅度控制在通货膨胀率 

之下，一般不会超过图书馆的心理承受能力。凭什 

么有的数据商动不动就每年涨价2 ，甚至更多? 

五问：凭什么在数字图书的使用中要采用与 

图书馆纸质图书借阅相同的办法，每次只能一个 

用户借阅? 

六问：凭什么数字图书的销售价格有时甚至 

要高过纸本图书? 

七问：凭什么图书馆在购买数据库的使用权 

后。因无力继续购买而不能拥有已经购买使用权 

年限的数据库的永久使用权? 

八问：凭什 么数据商要将高影响因子的期 

刊，或者某个主题的期刊，从综合性的期刊全文 

数据库中抽出来，单独建库暴利销售? 

九问：凭什么数据商在签订购买合同时要强 

行规定不允许 图书馆作任何元数据的关联?这与 

图书馆购买图书后出版商不允许图书馆编目有什 

么 区别? 

十问：凭什么数据商不向图书馆提供详细的 

用户使用报告? 

(原载于新浪微博 《程焕文如是说》2014一 

O1～03。 网址 ：http：／／blog．sina．con1．cn／s／blo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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