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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图书馆“+四五”规划的战略任务及其实现

----兼论广州市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方家忠

广州图书馆广州510623

摘要：［目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颁布施行的大背景下，公共图书 

馆“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制订对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旨在为规划编制提出建议。［方法/过程］以规划 

要素为框架，结合近年来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实践，对“十四五”乃至中长期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战略任务、目 

标、路径、举措、相关问题等进行分析。［结果/结论］公共图书馆在新时代尤其是“十四五”时期应将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战略任务，战略目标是建殳基本覆盖街镇乡的公共图书馆分馆体系，基本路径包括以县区域总分馆体系建设 

为基本模式，通过中心馆总分馆等模式动员公共图书馆全行业参与；城镇化地区先行、人均GDP指标设定区先行。 

关键举措与驱动机制包括推动需求可视化、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推动政府履行主体责任、设殳国家重大专项推 

动等，在推动体系建设的同时，处理好与转型发展、提升效能、社会参与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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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经历40年改革开放以后,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对新时代即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作出了战略安排。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正式施行，这 

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这些重大事件 

的出现，促使图书馆界思考、研究:在新时代,我们需要 

建设什么样的公共图书馆事业？ 2020年将是制订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乃至中长期规划的时间节点，笔者结 

合此前研究和广州近年来的探索实践,从规划视角，提 

出一些思考供参考。

2 战略任 

2.1贯彻落实和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规划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 

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 

阶段的战略安排,明确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其中包括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⑴。 

公共图书馆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业 

界、学界与文化主管部门从21世纪开始的实践、理论 

与政策探索都表明，服务体系建设是实现公共图书馆 

所承担的知识、信息与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路径。 

换言之，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战略任务是服务体 

系建设。文化主管部门和图书馆在制订“十四五”规 

划或中长期规划时，首先要贯彻落实与对接国家这一 

战略安排。

十九大以后颁布施行的《公共图书馆法》明确“国 

家建立覆盖城乡、便捷实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的 

建设主体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要求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 

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 

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⑶。现 

行主要政策还有2015年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6年原文化部等五 

部委《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 

导意见》等。相关国家法规政策的出台，为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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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和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2.2满足公众文化需求、阅读需求

国家战略的背后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包括文化生活需要。公众的文化生活、文化需求受 

到经济、教育、科技、政治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 

是基础，决定了公众的文化需求与文化生活水平;教育 

是条件，决定了公众的文化生活能力，以阅读活动为核 

心的公共图书馆活动更受到公众教育水平的制约;科 

技是手段，不断丰富公众文化生活方式;政治是保障， 

塑造社会环境，决定公共财政投入水平。这些因素中， 

经济与教育的影响是内生的、更为基础性的。

经济发展水平对文化需求、消费具有激发和支撑 

作用。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人均GDP超过5 000 

美元以后，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将出现高涨，文化消费 

将占据主要地位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 

据,2018年我国人均GDP为9 608美元，并预测2022 

年将达到12 900美元⑸。两个数据意味着人民文化 

需求空前高涨、文化消费潜能巨大。另据中国旅游研 

究院2019年最新调查，文化消费已成为提升国民幸福 

感的重要途径,52%的受访者认为文化消费能提高人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比衣食住行更重要;39%的受访 

者认为文化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跟衣食住行一样重 

要⑷。

公众与公共图书馆相关的需求以阅读需求为基 

础，受阅读意愿、能力、行为、习惯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其中阅读能力是前提条件，这又取决于教育水平。 

1982年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全国高 

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82年占 

7.2%，提高到2018年占29.3%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 

度人口从1982年占0.6% ,到2018年占13.0% ；60岁 

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5. 2年增加到 

2018年9.26年⑺。公众教育水平和阅读能力的跃升， 

结合悠久的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和普遍的重视读书的 

态度，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及其体系建设提出了强烈的 

需求。

2.3支持国家文化强国建设目标

首先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发展的 

视角，公共图书馆事业应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 

本同步。然而无论从总量或人均指标看，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建设均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1979 -2018年数据可见，中国GDP总量由4 062. 6亿 

元增加到90. 030 9万亿元，四十年间增加了 220. 61 

倍，人均GDP从419元增加到64 664元，增长153倍。 

而同期全国公共图书馆（机构）总量仅由1 651个增加 

到2017年的3 166个⑻，仅仅增长0. 92倍，公共图书 

馆（机构）馆均服务人口数从59万人减少到44万人， 

体系覆盖率仅增长34%；即便加上《中国图书馆年鉴》 

尚无服务数字配套的2017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分馆 

19 239个、流动图书车2 135辆等数字，相应服务设施 

总量和覆盖率亦仅增长13. 86倍和9. 35倍⑼。这些 

数字足以反映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远滞后于国家经济 

发展的基本事实。其次从文化强国建设的角度，需要 

研究确定与总体目标相称的服务体系建设目标。我国 

目前尚未明确这一目标。但公共图书馆作为一项全球 

化事业，可以发达国家的服务与建设水平作为参照。 

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无论服务 

产出还是投入保障,都差距甚远。表1是以中美两国 

进行的比较情况。由表1可知，设施覆盖率水平，中国 

约是美国的1/3,人均访问图书馆数量、万人参加读者 

活动量指标，中国分别是美国的1/8 J/6,人均外借量 

指标，则中国仅为美国的1/18。以美国为参照，中国 

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实可谓任重道远。

表1中美公共图书馆数据比较脚）

公共图书馆 

服务项目

图书馆机构

（个）

图书馆设施

（个）

设施平均服务

人口（万人）

访问量

（亿人次）

人均访问量

（次）

外借量 

（亿册次）

人均外借量

（册次）

举办活动数

（万场次）

万人年均参加 

读者活动数

（次）

中国2017 3 166 24 540 5.664 5 7.445 0 0.536 5.509 1 0.396 3 15.559 0 637. 14

美国2016 9 057 17 227 1.876 2 13.5 4.36 22.3 7. 19 518 3 639.9

注：中国公共图书馆数据来源：由（2017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和《中国图书馆年鉴2018》可知,2017年中国共有公共图 

书馆或服务点24 540个，其中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3 166个，分馆19 239个，流动图书车2 135辆;美国公共图书馆数据来源：IMLS. Public Li- 

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Y2016

2.4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政 

策，需要国家大量的资源投入，因此其推进需要机遇或 

时机。新时代，无论是十九大战略安排，还是国家立 

法，都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类似的机遇，笔者以为，一是1982年国家“六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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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出并实施“县县有图书馆”建设目标，在当时改革开 

放的大背景下，“六五”目标的提出，对我国公共图书馆 

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二是2011年起原文化部在全 

国推行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进入了公众权益保障的时代。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机遇可能也只有 

两次。第一次是《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施行以后， 

但截至目前，就总体而言，制度设计并没有转换为治理 

行为。第二次即当前最重要的机遇是将体系建设纳入 

“十四五”规划及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从近年来各 

级政府公共财政收支的情况看，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 

此后再要推动体系建设恐怕越来越难，而贯彻落实《公 

共图书馆法》的窗口期也将逐步远去。

3战略目标：建立基本覆盖街、镇、乡的 

公共图书馆分馆体系 

确立战略目标，即要在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任务 

表2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需求、保障、服务“三支柱”分析框架

支柱 主体 属性与行为

需求 个体 人11数駅、分布、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等

阅读意愿、能力、行为、习惯，学习，交流，社会参与等

群体（含组织、政府） 群体内外交流、表达、社会参与等 

区域内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社会 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转型，需要新文化建设、社会交流机制等

保障 政府 政策保障:法律、法规、政府规章、规划、计划等

耍索保障:土地、馆舍与空间、经费、人员编制与具他人力资源投入等 

饯理保障:以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为主

社会力量 支持公共服务的历史文化传统、意愿和能力，公共政策的引导、鼓励等

作为社会主体、市场主体直接参与部分要素保障，如民间图书馆、社会化运营、承接购买服务等

服务 图书馆 公共服务体系化:服务规范标准化、均等化,文献通借通还•送书上门与网络服务等新服务业态全覆盖，阅读推广活 

动等体系联动

技术服务体系化:统一业务与技术标准•文献信息资源统采统编、统一物流配送,统一信息化管理系统、数字图书馆 

等技术平台

鹫理体系化:明确管理主体，形成管理体制机制，统一管理体系内人财物等资源与业务活动，统一人员培训,统一业 

务统计等

运营&业化:管理主体利用政府等投入的要索资源为整个服务体系建立空间、文献信息、馆员等专业资源支撑；分 

馆作为服务主体，有独立开放的馆舍，专业馆员或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面向公众需求，利用专门配备的资源，提供 

11常化、专业化服务，取得良好服务效能

社会力量 礼:会主体、资源参与公共图书馆服务

3.2宏观层面的SWOT分析

基于前述分析框架，从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四个维度进行宏观层面的分 

析。

优势:公众需求的旺盛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不断 

强化;长期以来图书馆人的职业自觉，尤其进入21世 

纪以来全国各地为推动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种 

种探索努力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形成了总分馆制、中 

与方向上，明确所要达到的发展水平，或在实现公共图 

书馆服务体系全覆盖的一般表述上，明确覆盖的程度 

与水平，实现任务或目标定位的精准化。

需要强调的是，对应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质任务，首先是要建设 

更多、从现行覆盖县一级到进一步覆盖城乡基层的图 

书馆设施，其次是这些设施要实现体系化、高效率运 

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一个专业化体系，包括设 

施、能力、效率、效益、价值等五层次内涵⑴打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点，在于第一层次任务，笔者以为,其目标 

需要精准定位，并建议，到2035年，从原文化部2011 

年推动公共文化示范区算起，共用25年时间，实现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本覆盖到街、镇、乡。

3.1需求、保障、服务“三支柱”分析框架

笔者曾就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出需求、保障、服 

务“三支柱”认识框架3 ,现进一步引申以分析公共图 

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具体如表2所示：

心馆总分馆制、联盟制等主要模式;从2005年国家首 

次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1年原文化部开始 

在全国试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以来，各级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已形成共识;长期努力形成了一定 

的体系基础,少部分地区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服务体系； 

国家已形成主要政策保障,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实施，以及部分地区实现立 

法或行政层级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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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作为公共图书馆主管部门的文化部门在政 

府部门序列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较难争取更多的公 

共财政、人力资源等公共资源投入保障与支持;公共图 

书馆服务效能和社会影响普遍偏低，不能充分彰显公 

共图书馆及其服务体系的社会价值，尚难获得政府与 

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图书馆行业专业管理支撑不 

足，其中表现之一,是我国图书馆界尚未建立起反映服 

务体系建设需要与实际、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社 

会需求与期待相适应、与国际图书馆发展接轨的业务 

统计指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至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建设家底不清，投入、产出不明，无法得到学术研究支 

撑，没有形成行业整体声音，无法与政府、与社会各界 

进行有效互动，争取各方支持。

机遇：党的十九大宣示的新时代、“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及相应战略安排，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 

一个战略机遇期;2018年正式施行的《公共图书馆法》 

为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窗口期，一段时期内，政府各部 

门、社会各界将广泛关注，较易争取理解与支持;党的 

十八大以来国家推进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进 

一步增强了整个国家的组织执行能力，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有利于全国 

性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挑战: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覆盖面广，层级 

多，存在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战略任务复杂；近年来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与财政收入增幅 

下降，而公共财政开支未出现结构性变化且其中公共 

文化支出占比偏低，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对经济发展的 

影响可能长期存在;经济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政 

府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和要素投入的增加，面向 

政府的依法行政、“图书馆意识”等宣传还相对薄弱， 

政府公共财政的保障往往缺位；国家对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的引导鼓励政策供给不足；国家对人员 

编制实行严格控制且持续改革，而相关购买服务政策 

尚未配套完善，对正需大发展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建设难以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国家近年来有关职业资 

格制度的改革处在深化探索阶段，与之相关的人力资 

源结构等研究匮乏，专业化服务队伍建设面临诸多困 

难;科技发展对公众阅读方式及相应图书馆服务方式、 

路径影响巨大，手机娱乐对公众闲暇时间的利用形成 

强力竞争等。

3.3微观层面的需求、保障、服务分析

需求分析:侧重考察公众个体需求、人口集中度。 

笔者以为，就全国整体而言，目标定位到街镇乡层次大 

体适度。2018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9 538万人； 

平均每个县区（2 851个县级行政区划）4& 94万人;平 

均每个街镇乡（39 945个乡级行政区划）3.49万人;平 

均每个村居（行政村、社区60.5万个）2 306人;城镇常 

住人口 83 137万人，城镇化率为59.58%®；。根据前 

述全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统计数字，我们粗略推算，在 

街镇乡层面，即3.49万人口规模层面，高中及以上受 

教育程度人口约达1万人,大专及以上人口约达4 500 

人，总体而言，可以集中相当程度的阅读需求。

保障分析:侧重考察政府公共财力保障。笔者以 

为，覆盖到街镇乡层次，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及地方财力大体适应，大体可行。我国共有省级行政 

区划34个、地级333个（大陆地区，以下同）、县级 

2 851个，乡级39 945个（其中街镇29 690个），行政 

村、社区60. 5万个（其中社区10. 8万个），村民小组、居 

民小组605.4万个（其中居民小组156.3万个）。我国 

20世纪90年代实行分税制改革，使75%的财力集中在 

中央，地方财力相对较弱，且越到基层政府财力越弱，当 

然随着财税体制的持续改革，地方财力应会逐步增强。 

因此,政府公共财政在目前保障到县区一级图书馆建设 

的基础上,往下延伸一级,存在可行性,但如要实现到村 

居层次的全覆盖，至少在全国层面没有可行性。

服务分析：主要针对基层图书馆服务体系运营主 

体的专业能力进行分析。根据《公共图书馆法》的制 

度设计，基层体系的枢纽是作为县域总馆的县级公共 

图书馆，从其专业能力考察，往下支撑一级到街镇乡层 

级大体可行。2017年全国县级公共图书馆共2 753 

个,馆均建筑面积0.31万平方米，藏量17. 10万册件， 

财政拨款251.31万元，新增藏量购置费32.34万元， 

流通人次15.42万人,书刊文献外借11.76万册次，举 

办活动35个，活动参与1. 41万人次，网站访问量 

10.24万页次，从业人员12.02人;年新增藏量购置费 

少于1万元的县级图书馆占比16.09%，馆舍面积少于 

800平方米的县级图书馆占比16. 24%；列。服务体系 

如果覆盖到街镇乡层级，即一个县域总馆平均需运营 

或支持15个分馆。分析可见，我国县级图书馆自身能 

力总体上偏弱，如支持15个左右分馆，从管理幅度上看 

存在一定可行性,如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则恐难以承担。

从上述需求、保障、服务“三支柱”综合分析可知， 

建立覆盖到街、镇、乡的公共图书馆分馆体系的目标存 

在可行性。当然，新时代不应再以行政化“一刀切”的 

方式推行服务体系建设，如果排除发展不平衡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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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低、经济特别困难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 

形成街、镇、乡层次为主的公共图书馆分馆体系，其规 

模大体上是适度的，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共 

图书馆体系也具有可比性。如果我们以此框架分析此 

前我国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多次、多地进行公共图 

书馆服务全覆盖的不成功的尝试，以及分析当前各地 

体系建设中不太成功的实践，我们大体可以明白必是 

其中有一个或以上“支柱”存在问题。同样，挪威公共 

图书馆体系也存在“过度分布”的问题,值得我国研究 

借鉴。据2002年统计，挪威244个人口不足5 000的 

城市共拥有490个总馆和分馆，即平均每个城市有2 

座图书馆，以致很多城市的图书馆规模很小，无法保证 

全面的、高质量的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 

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全覆盖更为精准化的表述和目标定 

位实为“适度覆盖”。唯其如此,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建设才能走出邱冠华等所谓“建设一垮掉一再建设一 

再垮掉”的循环“）。

3.4与己有工作安排的关系

对应《公共图书馆法》的制度设计，我们可以理解 

为，最终目标将分两步实现，第一步将率先在街镇乡层 

次实现专业化服务。更基层的服务可以通过服务点、 

甚至分馆等形式实现，但不作硬性规定。对应2016年原 

文化部等五部委《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 

建设的指导意见》确定的目标，我们可以理解为,实施范 

围从“具备条件的地区”走向街道、镇、乡层面基本覆盖, 

时间要求则从2020年拉伸到2035年，发展水平则从技 

术体系走向设施体系、产品与服务体系、效能体系。

如果从2011年原文化部在全国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示范区算起，中国将用25年时间实现公平而有效率 

的基本覆盖到街道、镇、乡的公共图书馆分馆体系建设 

的战略目标，实现服务的全覆盖和普遍均等。与我国 

推进“县县有图书馆”建设相比,新时代体系建设目标 

更为宏大与艰巨，实施周期大体适度，新目标的实现也 

必将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巨大进步。

3.5广州实践

广州市从2015年开始施行《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 

例》，全面推动“图书馆之城”建设，几年来，进展顺利， 

成效显著。笔者以为，广州实践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 

原因之一，即是目标定位的科学合理性。广州市提出 

的体系建设目标为：在全市11个区的170个街道、镇 

以上层次实现专业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保障。我们试 

运用“三支柱”框架进行分析。人口需求（人口集中 

度）分析:2018年全市常住人口 1 490.44万人,城镇化 

率为86.38% ；11个区平均人口为135.49万人；170个 

街镇平均人口为& 77万人;2 638个社区、行政村平均 

人口为5 650人。保障分析（经济基础分析）:2018年 

人均GDP为15.549 1万元（23 497美元），达到发达经 

济体水平，有条件保障街镇层次的体系建设需要。服 

务分析：11个区域总馆平均支持14个分馆。几年来体 

系建设成效显著，从2015年到2018年，公共图书馆 

（分馆）数量从87个稳步增加到122J56J91个，街镇 

覆盖率从 46.47% 增加到 57.65% ,72.35% ,80. 59% , 

按计划2020年将实现170个街镇全覆盖;期间实现政 

府保障投入、图书馆服务效能同步提升W广州实践 

证明，公共图书馆分馆体系覆盖到街镇的目标总体可 

行，具有可持续性。考虑到广州市的人口规模、素质、 

经济实力等因素，再综合考虑全国的情况，笔者认为， 

全国范围在2035年基本实现类似目标应是可行的。

匕選 

4.1县区域总分馆体系建设作为基本模式

县域总分馆制是法定模式。《公共图书馆法》第 

十三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建立符合当 

地特点的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 

文化站、村（社区）图书室等为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的 

总分馆制力。此种模式下，县区级人民政府承担建设 

主体责任，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行政管理职责，县区 

级图书馆承担统一管理或业务管理职责。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分省、地市、县区、乡镇街道等四 

级行政区划，上一级行政区划、政府管辖范围与下一级重 

叠设置（见表3）。通过县域总分馆体系建设可以实现公 

共图书馆设施和服务在全国城乡基层的全覆盖“。

表3 2018年中国行政区划
数量单位:个

省级行政区划34 地级行政区划333 县级行政区划2 851 乡级行政区划39 945

直辖市4 地级市293 市辖区970 县级市375 街道办事处8 393

省23 地区7 县 I 335 自治县117 镇 21 297

自治区5 自治州30 旗49 自治旗3 乡 10 253

特别行政区2 盟3 林区1 特区1 区公所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la. stats. gov. cn/search, htm? •5 = 2018%20中国行政区划数

36



方家忠.中国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战略任务及其实现——兼论广州市近年来的探索实践[J ].图书情报工作,2020,
64（1）:32 -42.

4.2通过中心馆总分馆等体系模式动员全行业参与

以中心馆为主体构建区域图书馆体系，对县域总 

分馆制基础模式的实现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其中地级、 

副省级、省级图书馆都可以承担中心馆职责。此种模 

式的优势，是利用了地市级以上图书馆较为丰富的资 

源优势，尽可能承担区域业务总馆的作用，分担相对较 

弱的县区级图书馆在体系建设方面的责任。嘉兴、广 

州、上海等地的成功实践证明此种模式具有较强的可 

行性。地级以上图书馆作为主要主体的中心馆总分馆 

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据统计,2018年，中 

国有地级以上城市298个，覆盖965个市辖区，占县级 

行政区划约34%,即中心馆总分馆体系可以覆盖全国 

1/3的地区口。

笔者进一步建议，可以中心馆总分馆等模式，整合 

行业力量,全面动员国家、省级、地市级图书馆等各层 

级图书馆参与，形成行业合力，共同完成服务体系建设 

战略任务。换言之，既然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也理应 

动员全行业的资源参与完成，各层级图书馆都应参与 

其中。地市级以上图书馆相应调整自身职责任务，将 

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个时期内的战略任务，调整、配置 

较为充分的人财物资源共同致力于完成该任务。其 

中，地市级图书馆、副省级、省级图书馆作为县域总分 

馆体系的重要参建主体，可以直接承担区域体系建设 

中除行政管理以外的业务管理职责（规划、监督、标准 

规范、资助、支持等）和部分业务建设职责（网络服务、 

技术平台、服务平台建设等）。省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县 

域总分馆体系的参建主体，还可争取设立并负责管理 

运营省域体系建设资助项目等。国家图书馆承担全国 

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统筹协调职责，包括:配合制订 

全国体系建设规划,组织制订国家体系建设业务标准， 

争取设立并负责管理运营全国性体系建设资助项目， 

组织编制全国体系建设年度报告并推进信息公开 

等[11]

4.3城镇化地区先行

在大中城市的区或县级市，即城市化为主的地区， 

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各种资源富集、人口密度 

大、受教育水平高、公共图书馆基础条件较好等多种因 

素，可以要求率先实现总分馆体系建设。这一路径如 

得以推行,将使服务体系覆盖到大部分区域和人口。 

2018年，中国有各级城市672个，县级城市区划1 345 

个，街道办事处8 393个，镇21 297个；中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为59.58%,据预测,2030 -2035年，中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城镇化地区先行， 

意味着公共图书馆服务可先行覆盖74. 33%的乡级行 

政区划、覆盖约70%人口。

城镇化地区先行还具有另一个优势。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修正）规定，中国282个 

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切，这使体系建设最强有力 

的政策保障——地方立法保障成为可能。

城镇化地区先行的思路，也是前述体系建设目标 

为覆盖到全国乡级行政区划而具体表述为“建立基本 

覆盖街、镇、乡的公共图书馆分馆体系”，以及前述路径 

之一为县域总分馆制而具体表述为“县区域总分馆体 

系建设作为基本模式”的内在原因。

4.4以县域或城市为单元，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或1万美元的地区先行

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东中西地区差距和 

城乡差距，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行政主导发展的国家。 

因此，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准，以经济基础为支 

撑，提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更高要求更具合理性，相 

对容易纳入地方决策者视野、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同时因技术上有通用指标、规范 

年度统计数据可以对接，因此具有可行性。这也是我 

国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持续动 

态提升的内在逻辑,但公共图书馆服务尚未与其对接0 

可以此标准界定原文化部等2016年《关于推进县级文 

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的“有条 

件的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层级、类别差别大，同时经 

济条件、人口规模差别亦大;据现实经验，经济条件比 

人口规模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也更大。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建设可考虑以政府层级、类别加人均GDP水 

平作为分类标准提出要求，即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 

之上即要求建立覆盖到街镇乡层级的公共图书馆分馆 

体系。

4.5广州实践：中心馆总分馆制

广州建设“图书馆之城”采用的体系模式是中心 

馆总分馆制。《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规定，市人民 

政府设立的广州图书馆为全市公共图书馆的中心馆， 

区级图书馆为区域总馆，镇、街道公共图书馆为分馆。 

其特点包括：中心馆、区域总馆、分馆地位、各方关系由 

地方立法确定，具有权威性；中心馆发挥资源优势，最 

大限度承担全市业务总馆职责，承担数字图书馆、送书 

上门等摆脱传统路径依赖的事权；区域总分馆制由建 

设体制创新驱动，即地方立法创设区级政府为区域总 

分馆体系建设主体，区域总馆对分馆的管理权具有建 

设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撑，法理基础坚实;实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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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图书馆功能分工和宣传推广体系化等运营机制创 

新。具体如下：

中心馆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具 

体包括六项法定职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全市公共图 

书馆统一的业务标准和服务规范；统筹全市公共图 

书馆通借通还服务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和数字图 

书馆建设；组织全市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专业化培 

训工作；开展图书馆领域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建立 

全市统一的通用数字信息资源库，实现广州市数字 

图书馆共建共享和全市范围内数字图书馆服务的普 

遍、均等。

区域总馆负责对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的统一管理; 

镇街分馆主要负责提供基本服务。区域总馆在中心馆 

的业务指导下，履行下列职责：负责所属分馆的统一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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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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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本馆和所属分馆工作人员的统筹调配;开 

展图书馆领域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曲。

2015年以来，广州市“图书馆之城”体系化管理框 

架基本形成。市、区两级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积极 

履行法定职责。中心馆充分发挥作为业务管理与服务 

体系核心的作用，推进体系化管理与服务效能提升两 

方面重点工作: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包括协助制订和推 

行配套制度，推进全市数字图书馆资源共享与服务全 

覆盖,推进全市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业务统计分 

析与信息公开制度作为实施体系化管理的基础性制 

度，参与组织推进体系化宣传推广;指导和支持区域总 

分馆体系建设;引领全市服务效能实现跨越式增长，包 

括推动制订效能指标、在全市推进阅读推广活动等;建 

设示范性服务体系,2018年有分馆14个、流动图书馆 

服务点20个、自助图书馆7台，逐步积累分馆建设、管 

理与服务的经验，进而推进全市分馆建设的标准化、专 

业化;推进服务创新，包括拓展送书上门、“广佛同城” 

化服务等。11个区馆稳步推进区域总馆职能,全部实 

现纸质信息资源的统采统编、统一物流、通借通还和标 

准化服务,6个区部分实现统一配备人员，7个区设置 

职能部门、工作团队,8个区设置专项经费；体系运行 

效率提升明显，除大量增加交流活动外,2015年以来 

外借文献服务效率提升23. 19% ,接待读者服务效率 

提升 14.77%。

5关键举措:建立驱动机制

基于前述需求、保障、服务“三支柱”分析框架，要 

实现体系建设目标，就要推动“三支柱”实现“三轮驱 

动”机制，以实现体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5.1推动需求可视化

需求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需 

求引导是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因此需求 

被感知往往成为驱动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让公众尤 

其是大众媒体感受需求，以形成社会支持的环境;让各 

层级领导尤其是决策者感受需求，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推动需求可视化，包括激发需求，如建设好的新图书 

馆,如广州、长沙、太原、浦东新区、佛山等城市新馆的 

建立，大大激发了公众的阅读、学习与文化交流等需 

求;体现需求，如开展社会需求调查并发布调查报告、 

编制年度发展报告、制订宣传资料等，让需求得到量 

化、可视化、持续的展示；感受需求，如引导利益相关 

者、决策者参观公众需求旺盛的图书馆。广州图书馆 

新馆自2013年全面开放以来，接待访问量持续增长， 

年接待公众分别为427、620、615、740、795、839万 

人，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城市文化地标”，成为满 

足公众阅读、学习需求和公共图书馆发挥社会价值与 

作用的最好广告，对地方立法和全市“图书馆之城”建 

设的顺利推进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新馆自开放以来 

接待国内外约千批次人员参观访问，尤其在让各地领 

导感知公众需求、推动公共图书馆新馆或体系建设方 

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5.2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

主要是图书馆行业的主体责任。提升效能既是各 

级政府越来越严格的绩效管理要求,同时也是发挥 

图书馆社会作用、争取社会支持、尤其争取政府加大投 

入的必由之路。在“三轮驱动”机制中，因其可为图书 

馆行业自主，而往往成为第一动力。效能提升过程也 

必然是服务与管理专业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需界定服 

务公众范围与优先群体、服务资源需求与优先保障、多 

元服务手段与优先选择，并推动绩效指标体系建设、业 

务统计分析、年度报告与信息公开等系列工作。

广州实践之一，是提炼出效能提升“七步法”并在 

全市宣传推广。要点包括:理念层次——明确理念、责 

任；原则层次一贯彻公共图书馆服务基本原则；功能 

层次 准确定位，适度定位;服务层次 服务的细 

化就是专业化;管理层次——效能的提升不是必然的， 

效能需要管理;支撑层次——核心是调动人的积极性； 

保障层次——争取各方支持。

广州实践之二，是制订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效能目标（见表4）,并持续推进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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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广州“图书馆之城”建设效能目标 表6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四大要素投入保障指标

效能指标 2020年目标值

注册读者率 30%

人均外借纸质信息资源 2.3册（件）

人均访问图书馆 1.8次

图书馆活动公众参与率 50%

人均利用数字信息资源 4.5篇/册次

市级公共图书馆
区、镇（街）公共 

图书馆（分馆）
全市合计

馆舍建筑面积 10 M2/千人 37.5 M?/千人 47.5 M2/千人

馆藏纸质信息资源 1册（件）/人 2册（件）/人 3册（件）/人

馆藏纸质信息资源 0.06册（件）/人 0.14册（件）/人 0.2册（件）/人

年新增长量

工作人员配备 1人/1 -1.5万服务人口

2015年以来，随着体系建设的推进，实现服务效

能显著提升，如表5所示：

表5 2015 -2018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读者人均到馆次数/次 0.95 1.15 1.44 1.63

人均外借文献量/册次 】.02 1.56 1.82 1.92

注册读者率/% 13.82 16.02 18.71 21.30

每万人参加读者活动人次/人次 1 308 2 549 3 481 4 064

人均利用数字信息资源/篇（册）次 - — 3.74 582

5.3推动政府履行投入保障责任

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权利,保障基本公共 

服务是政府的职责。《公共图书馆法》明确了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的保障机制。当前阶段，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建设的主要工作是新建大量的城乡基层图书馆设 

施及配置相应的资源，因此需要巨额的财政经费、人 

员、馆舍建筑等要素投入。应该说，当前是以建设为主 

的阶段，因此，政府履行投入保障责任、加大要素投入 

实际上是体系建设最重要的推动力。我国图书馆体系 

建设实践也能证明，政府投入与服务产出呈现正相关 

关系，有体系建设的大投入才有体系的形成和服务效 

能的大产出。推动政府履行投入保障责任的路径，包 

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带动、文化自觉、需求引领、依法 

行政、榜样带动、立法推动等。如深圳、东莞是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带动的城市案例，嘉兴是文化自觉的代表 

案例，广州是文化自觉亦是立法推动的典范，苏州、佛 

山等是需求引领推动政府投入的代表。

广州以地方立法形式，实现体系建设最高层次的 

制度保障。其特点是四大要素投入保障标准量化（见 

表6）,其中三项标准与国际接轨。其优势是可以动员 

地方全部相关主体参与体系建设,包括人大、各级政府、 

政府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图书馆、社会主体等;同时因 

地方立法具有长期有效性,故其保障具有可持续性。

广州市在通过立法进行制度设计时进行了成本测 

算，预计2015 -2020年完成体系建设任务，全市约需 

投入21亿元，其中市级约需投入6亿元，各区投入约 

15亿元。

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具有立法（包括制度创 

设）和监督执法、预算审批、高层政府官员任免等权力， 

对体系建设主体依法履职、依法行政可以进行有效监 

督。条例实施以来,2017年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市政府 

专题报告条例实施情况,2019年市人大常委会对条例 

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体系建 

设。表7反映了近几年来政府在保障投入方面大幅增 

加。通过广州市投入产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亦可 

看到政府保障投入与体系效能的强烈正相关关系（见 

表8）。

表7 2015 -2018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政府保障投入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千人均建筑面积/平方米 20.41 22.35 23.89 27.23

人均纸质信息资源藏量/册（件） 1.24 1.33 1.49 1.64

年人均入藏纸质信息资源/册（件） 0.096 0. 135 0. 182 0. 198

每名工作人员服务常住人口数/万人 1.32 1. 13 1. 16 1.08

人均公共图书馆常规经费/元 20.81 27.97 31.88 30.26

人均文献购置费/元 3.84 6. 19 8.39 6.28

表8 2017年广州市与全国公共图书馆

投入保障与服务效能比较

指标 广州 全国 广州:全国

馆舍建筑面积（平方米/千人） 23.89 10.90 219%

馆藏纸质信息资源（册件/人） 1.49 0.70 213%

年新增纸质信息资源（册件/人） 0. 182 0.051 357%

工作人员配备（每名工作人员服务 1. 16 2.41 208%
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经费投入（元/人） 31.88 12.35 258%

购书经费投入（元/人） 8.39 1.70 494%

公众访问量（次/人） 1.44 0.54 267%

公众外借文献量（册次/人） 1.82 0.40 455%

注册读者率（％） 18.71 4.85 386%

公众对公共图书馆活动参与率（％ ） 34.81 6.37 546%

公众对数字图书馆资源下载 3.74 1.40（图书馆 267%
浏览量（篇册次/人） 网页访问量）

注: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数据来源于《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2017年 

度报告》；全国公共图书馆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8 

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2017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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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设立国家重大专项推动发展

发展城乡基层图书馆服务，需要遵循从设施体系、 

资源体系、产品与服务体系、效能体系的基础逻辑。形 

成具有专业化服务能力、能产生服务效能、发挥社会作 

用的服务体系需要大量的经费、人力、馆舍等要素投 

入。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但是基层政府财力较弱，因此，可考虑建立相应制 

度，由国家财政补助、扶持地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 

设。省级或以下地方政府也可设立专项经费资助基层 

图书馆体系建设。如可设计：中央补助、地方配套，统 

一标准、达标申请，央地共同解决馆舍、文献、人员等三 

个要素保障问题。假如中央财政5年投入100亿，地 

方配套100亿，每个馆申请资助50万元，则可以资助 

约4万个基层图书馆建设，基本可以覆盖现有街镇乡 

一级行政区划。我国由中央资助地方公共文化事业的 

案例很多，如古籍保护、民国文献保护、共享工程、农家 

书屋等。国外也有很多案例可供参考。如加拿大文化 

部和魁北克通讯对魁北克省服务人口小于5 000人的 

小型图书馆提供资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0 

世纪80年代为地方政府提供1:1的图书馆补贴；美 

国IMLS 一直以资助方式在全国图书馆中发挥领导和 

协调作用。

广州实践是,2015 -2016年，市财政投入1亿元专 

项资金用于资助各区新馆建设与文献资源购置;2017 

-2019年，市财政投入1670万元作为体系建设专项经 

费；现正推动设立立法规定的公共图书馆发展社会基 

金，使其具备资助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功能。

6处理好几个关系

新时代，在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 

从国家的角度，还要推动图书馆服务效能提升、法人治 

理结构改革、基层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提升、社会力量 

参与等重点改革任务;从公共图书馆自身发展的角度， 

还要推动图书馆功能社会化与转型发展、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服务、服务与管理专业化等工作。因此，新时 

代公共图书馆发展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体系建设的 

同时必须提升效能;必须同步发展数字图书馆服务；必 

须推动图书馆功能社会化，此亦为提升效能的必要条 

件之一;体系建设要创造条件引入社会参与。体系建 

设作为战略任务，必须统领提升效能、数字图书馆服 

务、转型发展和社会参与等工作。

6.1处理好与社会化转型发展的关系

转型发展的动因是公众阅读方式的变化及由此带 

来传统图书馆功能的弱化和图书馆“人气”的下降;其 

目标是要实现实体图书馆“人气”畅旺,利用新媒体新 

技术回避制度障碍、摆脱传统路径依赖、推进更大区域 

更高水平的服务普遍化均等化;其路径是公共图书馆 

作为社会“第三空间”理论和交流功能的引入;其结果 

是阅读推广活动、文化活动、公共交流活动大量引入图 

书馆，图书馆服务结构发生变化，交流活动、网络服务 

成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基本组成部分，图书馆的社会 

角色相应转变为社会的知识中心、学习中心、文化中 

心、交流中心;而图书馆的管理必然引入社会主体的参 

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形成内生动力，可谓水到渠 

成;转型发展也必然带来新型服务与管理以及人员队 

伍专业化的需求。

广州在建设“图书馆之城”过程中，以体系化为统 

领,全面推动社会化、数字化，建立新的服务结构,并较 

好实现新功能与传统功能的有机结合。广州市图书馆 

体系的服务结构可从前述服务效能指标的设置中得到 

体现，其中既有访问图书馆量、外借纸质信息资源量、 

注册读者率等传统服务指标，也有图书馆活动公众参 

与率、数字信息资源利用等新型服务指标。通过几年 

的努力，效果显著，初步实现图书馆社会功能转型，并 

实现新功能与传统功能的有机结合。如果传统图书馆 

以书为中心，新型图书馆以人为中心，则试以“人书 

比”（接待访问量/外借文献量）指标来体现新功能与 

传统功能的关系，如表9所示：

表9广州“图书馆之城”之“人书比”

年份 广州市值 全国均值 广州:全国

2014 1:0.92 1:0.88 105%

2015 1 ：1.07 1:0.86 124%

2016 1:1.36 1:0.83 164%

2017 1：1.26 1:0.74 170%

2018 1：!. 18 1:0.71122] 166%

注:全国公共图书馆均值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 

概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利旅游部2018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广州市 

数据来源于历年《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年度报告》

6.2处理好与提升效能的关系

效能提升实质上是图书馆社会功能与作用的发 

挥,是服务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争取政府与社会各 

界支持的主要路径，是体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与体系 

建设应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实现。广州市在推进 

“图书馆之城”建设过程中，除注重整体效能外，还特 

别注重提升基层图书馆服务效能，并以此获得各相关 

方认知与支持，共同推进街镇分馆建设。2018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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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排名前20位的基层分馆合计外借量达到160万 

册次，馆均3.2万册次。

6.3创造条件引入社会参与

按《公共图书馆法》等近年来国家一系列制度设 

计，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主要是政府，同时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但社会力量参与需要前提条件，与区域内市 

场经济、民营经济的发达，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历史 

文化传统，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慈善捐 

赠减免政策鼓励，以及图书馆或其内部设施、项目的 

冠名等表彰机制都有内在关系；社会办量参与的动机 

往往兼有商业动机和履行社会责任动机。当前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或仍在经济方面，最主要的参与动机为商 

业动机。如广州市黄埔区，社会力量参建分馆达到12 

家、共建服务点7个,这与该区世界500强企业近150 

家、40多万人员在此就业、企业园区众多有密切关系。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参与和政府投入、图书 

馆服务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显著。一个政府重视、效能 

显著、蓬勃发展、社会关注和影响日益扩大的图书馆体 

系对企业园区、住宅小区、社会教育机构等各种社会主 

体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广州市在社会参与方面也取得了突出进展。截至 

2019年7月，社会力量参与合建分馆共55家,在全市 

216家公共图书馆(分馆)中占比达25%；累计投入馆 

舍资源3. 34万平方米,配备专职人员87人，资金投入 

超过6 700万元;服务效能亦初步显现,2018年接待读 

者超过145万人次，外借文献超过50万册次。可以 

说,在“图书馆之城”建设过程中，政府、社会、图书馆 

行业三方面主体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构建了一条建设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理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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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Task and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Public Library' s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 the Latest Experiences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Guangzhou

Fang Jiazhong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510623

Abstract: [ Purpose/significance ] Mak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will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under the issu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 s Re

public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ims to give suggestions for its making. [ Method/process ] With the 

framework of planning elements and experience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library in Guangzhou in the latest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d issues including the strategic task and objective,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even longer. [ Result/conclusion ] In the new era especially 

the 14th Five-Year Plan,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strategic task is to build public library systems. Its objective is to 

build branch library systems covering the sub-districts and township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e approaches include 

building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s in the sub-districts, full participation from public libraries of all levels by im

plementing the central-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setting standards for the reference of pilot areas based on the av・ 

erage per capita GDP index. Key methods and driving mechanism consist of visualizing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im・ 

proving the performances of library services, pushing governments to fulfill its m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setting up key 

projects nation-wide. The balances between the public librar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

ment ,peiformance improve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taken care.

Keywords ： public library 14th Five-Year Plan strategic task library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strategic 

objective three-pillar analyz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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