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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点位 100%全覆盖，徐汇上线 2.0 版“文化汇客厅”

时间：2018 年 10 月

关键词：“三室艺厅”、“文化汇客厅”、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2018 年，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联手市文明办、市发改委、市卫计委、市科委、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新闻出版局、市体育局、市农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及各

区政府，全力推进市政府实事项目“提升 4500 个标准化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中心）服务功

能”

截至目前，徐汇区已完成 304 个标准化居委活动室点位 100%全覆盖，覆盖率居全市前

列。

“三室艺厅”是徐汇区丰富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打通文化最后一公里的有益尝试。

2013 年“三室艺厅”项目正式启动。区文化局与街镇 1：1 出资，共同建成“数字电影室”“自助

图书室”“艺术辅导室”与 “文艺展示厅”（简称 “三室艺厅”），免费向社区开放。目前已覆盖

全区 13 个街镇 211 家居委综合文化活动室。海量正版片源，专业级视听设备，家门口的影

院方便、免费还不 low。

今年，以市府实事项目为指引，徐汇在居委四级公共文化配送上集中火力、持续发力。

在资金保障上，一方面区、街镇两级配送至居委经费分别不少于全年总额度的 50%、30%，

另一方面，区文化局还以“直送”方式将艺术导赏、文艺辅导、特色活动、阅读推广等资源，

通过定制菜单的方式输送至部分“样板”居委，并给予专项配送额度。在内容遴选上，充分发

挥区域化大党建的基础优势，以战略合作形式整合市属优质资源下沉至居民身边，满足他们

追求高品味、高品质的文化需求，以主题化、课程化、系列化等“小而精”的文化菜单，通过

“艺享徐汇 APP”数字化配送平台推送居委，让社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文化服

务。

徐汇在去年年底，尝试对接“文化上海云”平台，嵌入“网上居委综合文化活动室”的运营

管理模块，打造“徐汇微社区”试点，搭建交流展示、开放互动、共建共享的平台。截止今年

6 月底，已实现全区 304 家居委全覆盖，建立“纵向到底”的四级数字化文化平台这在全市尚

属首创。

“徐汇微社区”平台已初步实现了社区文化活动的“一站式”服务：居委可在平台上发

http://www.libnet.sh.cn/sla/list2.aspx?dbID=20391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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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活动信息和资源； 居民可根据兴趣和需求预约社区文化活动，实现“线上预定、线下参

与”，并对项目内容进行点赞、评论、建议。平台建立后，文化项目预告更加透明公开，也

方便居民监督，单数字电影室的放映率就由原来的 70%提升到 90%，平均观影人次增加了

50%；居民登录“微社区”的足迹也作为大数据被汇总分析，描摹出了更精准的偏好和需求。

《移动阅读电子书格式标准》发布

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

关键词：移动阅读电子书格式标准、电子书格式标准

10 月 23 日，《移动阅读电子书格式标准》在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上发布。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王飚在论坛上围绕《移动阅读电子书格式标

准》发布应用评测报告表示，出版业存在着内容能以最快速度在各个平台间发布销售的诉求，

但《电子书内容标准体系》等行业标准的技术规定较为宽泛，使得内容在各个平台间流通存

在二次制作调整的问题。

《移动阅读电子书格式标准》在《电子书内容标准体系》等行业标准的技术基础上进行

细化，对阅读业务开展中内容提供方与平台间的内容交换所使用的格式提出了约束、规范及

发展方向的要求。通过对标签场景定义的细化、对元数据定义增强的细化及包封装格式的按

章独立，制定出一个开放的移动阅读电子书内容交换格式，实现一次制作，多平台流通，促

进实际业务高效运作。截至目前，已有 318 家出版单位在使用，2228 本出版内容已符合规

范；734 家原创单位已经发布新版本离线制作工具，并陆续替换中。

据悉，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合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今年 4 月发起成立

全国移动阅读电子书格式标准联盟，经过多方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移动阅读电子书格式标

准》正式发布。

“十字路口”上的美国图书馆

时间：2018 年 10 月 24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0/26/A12/story/35638.shtml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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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图书馆数据、美国图书馆现状、美国图书馆服务转变

美国图书馆协会提供的数据：

97.5%的公共图书馆免费提供无线网络；98%的公共图书馆提供技术培训；99.5%的公共

图书馆提供教育和培训；98.4%的公共图书馆提供阅读计划；80%的图书馆向求职者提供就

业信息……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如帮助他们填写各种电子形式的表

格。

美国约有半数公民利用图书馆。只是近年来阅读纸质出版物的读者有些减少，46%的公

民访问传统的和汽车图书馆。图书馆服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读

者希望从图书馆获得什么？有一项研究列出以下服务项目，读者根据自己需要程度做出了

“需要”“可能需要”“不需要”选择。

辅导读者，包括成年和未成年读者，怎样使用数字化工具，如电子计算机、掌上电脑等。

（78%-6%-3%）

培训读者如何自我保护、注意网络安全。（76%-18%-4%）

为现役和退役军人提供专项服务。（74%-20%-3%）

为在馆内阅读、工作、休闲提供更舒适的座椅。（64%-25%-7%）

为移民和当地土著人提供专项服务。（59%-29-9%）

为地方企业和企业主提供专项服务。（52%-36%-8%）

提供 3D 打印机和其他数字化工具，教会读者如何使用。（45%-6%-17%）

反馈意见：图书馆是否有必要剔除一定数量的纸质图书，腾空部分书库转作其他用途？

图书馆是否应该有更多的空间以便成立多种技术性的工作室、阅读室、会议室和文化活动

室？图书馆应该有能力满足读者的新要求。

调研数据呈现出几多和几少现象。

从读者利用图书馆传统活动看：

呈下降趋势的有：读者借阅纸质出版物的人次（73%→65%）；图书管理员受理读者咨

询的人次（49%→42%）；读者检索图书目录信息人次（23%→17%）参加图书馆举办活动的

人次（23%→16%）。

呈上升趋势的有：选择在图书馆度过闲暇时间，如在图书馆休息或工作、阅读和学习、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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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多媒体资料的人次（49%→53%）。

从读者访问图书馆网站和利用图书馆电子资料看：

呈下降趋势的有：利用电子目录检索信息，以便借阅图书、CD、DVD（82%→66%）；

通过网络预定图书、电子图书和其他信息资源（62%→55%）；利用图书馆网络，提供图书

和其他多媒体资料（51%→47%）。

呈上升趋势的有：访问网络数据库的人次（62%→66%）。

图书馆读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可以从图书馆获得电子版图书。如今知道图书馆有

这项服务的读者已经达到了 38%；了解这项服务的人次比例最高的是高校大学生（52%）；

其次是未成年人家长和高收入读者（44%）。不知者还有近半数（46%）且多数为公共图书

馆的读者（90%）。先行者开始经常性地预定或下载电子版图书，这项服务也呈上升趋势（22%

→27%）。还有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网络开始阅读书评和接受图书管理员推荐的书目（30%

→33%）。

10 余项文化行业国家标准集中出台

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

关键词：文化行业国家标准、图书馆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 454 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

10 余项文化行业的国家标准，涉及演出安全、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图书馆服务等行业急需

且与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对于规范、引导文化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发现，在此次出台的 10 余项文化行业的国家标准中，绝大部分以文化发展实际需

求为导向，侧重于解决文化领域重要且迫切的现实问题。

在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推动下，此次共有《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公

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3 项国家标准获批。全国图书

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申晓娟说：“根据党中央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

和我国图书馆发展的现实需要，委员会集中围绕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数字化建设与服务、

特殊群体服务、文献保存与保护等重点领域，开展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

http://www.ndcnc.gov.cn/zixun/yaowen/201810/t20181016_1395379.htm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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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图书馆，“嘘！保持安静”，不，未来的图书馆不是这样的！

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关键词：国际图联主席观点、上海图书馆东馆，未来图书馆

在国际图书馆业界，对于图书馆的未来定位有哪些新思考？哪些新趋势可以“为我所

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来沪参加第九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的国际图联

（IFLA）主席格洛莉亚·佩雷斯-萨尔梅隆。

建筑总面积约 11.5 万平方米，书库面积约 2500 平方米——正在浦东花木地区建设的上

海图书馆东馆，书库面积仅占约 2%。惊人的比例看似颠覆了图书馆以书为重的传统定位，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恰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问题：数字化、全媒体时代，大体量

的实体图书馆还有存在必要吗？格洛莉亚十分认可上图东馆的设计理念，“图书馆一直在变

化，不变的是服务大众的社会角色。在如今的知识与信息社会里，图书馆要扮演的是动力引

擎的角色，教会大众如何更好地利用知识与信息。同时，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是城市永

远为市民保留的知识绿洲。”

图书馆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推广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巴西博物馆

的火灾给人们敲响警钟，如何长期保存文化遗产，永远是个课题。”格洛莉亚还提醒注意，

在数字化时代，不仅纸质资源仍然需要保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存数字资源同样是个问题。

“为了节省成本，很多连续出版物（期刊）已经直接在网上出版。对于这部分资源，如何推

动制定政策进行保存，现今仍有缺失。“对于传统出版物，各国大型公共图书馆一般都有呈

缴制度，保留副本。随着时代变化，出版的载体越来越多，视听、影像、数字资源如何保存，

公共图书馆既在信息爆炸时代为读者选择有价值的资源的职责，又有将这些资源不断传承的

任务。如果说，古籍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那么数字资源可能就是今天的人们留给

未来的文化遗产，如何避免让今天的数字资源成为未来的信息黑洞，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

多。”格洛莉亚说，如今有不少商业机构制作了很好的数据库，而图书馆所起的就是架设这

些资源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通过购买并免费提供给大众来实现商业机构的目标和数据库

的价值。“如果没有人购买，商业机构自然也没有动力去做，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是通过购买

行为实现了共同保存的目标。所以在签订合同时，要注意采购永久保留权，而不仅仅是使用

权。”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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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实体空间是独有的，对于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越来越重要。”格洛莉亚说，

她了解到上图东馆将设立各种不同功能的主题馆，比如能让爱好者创作音乐的视听室、表演

艺术空间等等，“这是有远见的设计，图书馆当然不可能实现所有功能，但我们要追求的就

是倾听大众的声音，倾听他们需要什么，最好的图书馆可以提供给读者一切想要的信息。”

“走进图书馆，‘嘘！保持安静”，这样的时代结束了。”格洛莉亚说。

黑龙江佳木斯市新华书店“三力”升级之路

时间：2018 年 10 月 17 日

关键词：新华书店转型升级、书店转型

近年来，黑龙江出版集团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下大力气在全省推进老牌新华书店

转型升级，短短几年，已经实现了 10 余家市级书店、10 余家县级书店华丽转身，取得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佳木斯和所属富锦、桦川、桦南、汤原、同江、抚远等 7

家新华书店，则是其中的代表。

一直秉持“公益之心做文化”的黑龙江出版集团，却将佳木斯一市六县新华书店的 2017

年销售收入做到了 8200 万元，其中抚远市店、富锦市店、佳木斯市店年销售收入分别由升

级改造前的几万、40 余万、200 余万元，跃升为 30 余万、130 余万、500 余万元，充分保

障了书店的良性运转——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书店转型升级后经营力的提升。

正如赵力所说：“只有新华书店主流发声，强调社会效益，才能把主流优势做到极致。”

改造后的新华书店经营战略清晰，营销思路得以转变，加上人员的合理调配，进入了“四次

循环式”的销售模式。第一次销售，当然就是指销售图书。而就第二次销售，抚远市店经理

赵宝丽深有感触地说：“孩子在书店写作业或看书，大多要喝杯饮料，积少成多，就能为书

店贡献不少的收入。”据了解，佳木斯市新华书店的食品饮料及文创产品销售多达几十万元。

富锦市新华书店则有更详细的数据支撑，书店全年实现食品饮料收入 10 万元。

第三次销售是指房租收入。转型升级后的新华书店，致力于让阅读回归其本来意义，使

心灵放松、兴趣激发。也正因为如此，新华书店吸引了大量读者，加上书店一般位居城市中

心，拥有自己的经营场所，这就使得相关商业服务和产品愿意聚拢，实现第三次销售。

http://www.nationalreading.gov.cn/ReadBook/contents/6271/387249.shtml
http://www.renrentong.com


拼搏改变平凡的命运 www.renrentong.com8

佳木斯市店共有 7 层，一至四层是新华书店区，五至七层进行出租。与儿童相关的学习、

娱乐、培训、医疗、舞蹈、跆拳道、音乐学校等商业机构求租热情高涨，如此一来，新华书

店则有了更广泛的选择。佳木斯市新华书店的 140 万元房租对于弥补经营主业也起到重要作

用。

第四次销售是指教材教辅销售，在与民营图书发行公司竞争的过程中，转型改造后的新

华书店得到了相关部门和机构的更多认知、赞赏、尊敬和信任，为开展业务加分。转型升级

后的新华书店大大提升了新华人的信心和决心，加上经营工作的深入开展和黑龙江省其他书

店成功案例的感召，也帮助佳木斯地区书店在教材教辅销售中实现了更多收获。

街镇图书馆应以错位发展寻找出路

时间：2018 年 10 月 17 日

关键词：街镇图书馆改进建议、街镇图书馆

不妨把广州的图书馆分为 3 类：第一类是省、市图书馆，即中山图书馆、中山少儿图书

馆、广州图书馆、广州少儿图书馆 4 大馆；第二类是区级图书馆，11 区共有 17 个区级图书

馆；第三类是街镇图书馆，包括部分社区(居委会一级)图书馆。存在人气不足、服务不到位

问题的，主要是街镇图书馆。

省市区馆珠玉在前，街镇馆如何在夹缝中刷存在感？

首先，开放时间可以改进。图书馆面对的主要人群是谁？是儿童、学生、青壮年。图书

馆里人气最旺乃至“人相践踏”的，总是少儿区。青壮年也无疑是借书、阅览的主力。而对于

老年人，图书馆怎么看都是排在广场舞、棋牌室、公园、茶楼之后的选项。现在街镇图书馆

偏偏在工作日白天开放，晚上、周末一般不开放。查一下官网，越秀、海珠区 21 个街道馆

全部晚间不开放，周末开放(多数仅周六开放)的也只有 11 个。街镇馆想要人气，第一步也

是最容易的一步，就是将开放时间尽量调到晚上和周末。在人手和经费不增加的前提下，即

使压缩白天的开放时间也在所不惜。

其次，服务可以改进。街镇图书馆不宜片面追求面积、藏书量等硬指标，而应该老老

实实做大馆的跟班小弟，充当大馆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纽带。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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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借通还，是早已确立的目标，广州市文广新局也回应今年会在街镇馆中全面实现。

又如馆际互借，即在网上或街镇馆现场预约，一定时间后便可在街镇馆取书。目前有很多为

图书馆服务的志愿者，应该可以胜任馆际送书的工作。这样便完美解决了街镇馆藏书不足的

问题，也似乎比付费快递上门更为可行。

其实《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规划(2015—2020)》已有相关表述：“建立图书馆联盟，

推进与省级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科学与专业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联合参考咨询等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但目前似乎只有大学城 10 个高校图书馆实

现了馆际互借，下一步值得在街镇馆中尝试。

最后，选址可以改进。省市区馆对街镇馆在各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路程相近的情况

下，很难想象会有人选择帮衬街镇馆。所以在省市区馆周边没必要设立街镇馆，否则就是白

白浪费。《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规定：“省、市、区公共图书馆所在地的镇、街道可以

不设立分馆。”考虑到老城区单个街道的面积实在太小，我觉得应在更大的范围内不设分馆。

例如，有中山图书馆、中山少儿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广州少儿图书馆、越秀区图书馆 5

个巨无霸在，整个珠江新城、越秀区东南部都用不着街道图书馆了。这样既可避免门可罗雀

的尴尬局面，也意味着能集中资源投入到其他确有需求的分馆。

2018 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前景研究报告

时间：2018 年 10 月 17 日

关键词：2018 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数字阅读前景

近年来，我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7 年我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达到 152 亿

元，同比增长 26.7%；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到 3.78 亿人，同比增长 13.37%。同时中国人均

阅读图书数量也有了大幅提升。其中电子书达到 10.1 本，纸质书达到 7.5 本。（点击标题查

看全文）

张岩：构建具有全国示范性的城市图书馆一体化服务网络

https://mp.weixin.qq.com/s?timestamp=1540795674&src=3&ver=1&signature=RGfiPW9WedN6ZFgF45kBdAy5IeZpPUhgOUGqgu1mgRd6op6TFBh22Ku7dmgK3HsJZ6esDwzmHvXV4KgNo-wy0RMjwJgyFZ64rXMB2DwAoEg92y8eZSWfjF44EVgx8HOawijLSgXZRpzeDIiaZbCBNhxWErt1GONAlXg9AznqW*Y=
https://mp.weixin.qq.com/s?timestamp=1540796310&src=3&ver=1&signature=RGfiPW9WedN6ZFgF45kBdOahD674jQysJ5I1je6IIF4uru9LRyJENIFvK8yF0mqNLbTW1kVxeOnd4XFXSUrxbbknncyLMXQY2eWBbKkveDCvFeXOomcCx9c0sAQ9LPubEFSrvKkzbxZ4hgosD9wJLfHpb4Dem7G3LpUv2*TCwYU=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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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关键词：深圳图书馆模式、城市图书馆一体化服务网络

2018 年 6 月 23 日-26 日，图书馆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暨 2018e

线图情年会在呼伦贝尔市召开。会上，深圳图书馆馆长张岩做了题为《深圳“图书馆之城”

实践与思考》的主题报告。报告主要从发展历程、模式、成就、思考四部分出发。

政策 | 2019 年文化产业将大幅度减少项目直接补助，重点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

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

http://www.sohu.com/a/259789094_502881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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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19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通知、文化产业政策调整动向、文化产业

10 月 12 日，财政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三部委下发《关于

申报 2019 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项目方面）的通知》，宣告今年专项资金申报

又有重大调整。

为改革完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方式，促进财政政策与文化产业政策有机衔接，2019 年

专项资金将大幅度减少项目直接补助，重点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专项资金（重大项目方面）

安排以下两类项目：一是推动影视产业发展，采取对重点影视项目直接补助方式，项目征集、

遴选、评审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牵头负责；二是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采取对文化服务出口

后奖励方式，项目征集、遴选、评审工作由商务部牵头负责。

刘双舟：文化产业政策回顾

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文化产业政策性文件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78-1992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市场经济逐步兴起，

很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形成了初步的文化市场交易活动。

第二阶段是 1993-2002 年。在这个阶段，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产业政策”推动文化

产业的发展，政策基调以规范为主。

第三阶段是 2003-2008 年。2003 年国务院召开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是国

家在战略层面制定改革促进发展的重大举措，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转企和国有文化企业自主发

展成为我国全面发展文化产业的切入点。

第四阶段是 2009 年之后。2009 年，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 年，国

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开始实施。2015 年“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到 2020 年要将文化产业

建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要求。

2017 年出台了大量有关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文件。

1.“十三五”规划方面的政策文件。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40798555&ver=1211&signature=I9gEYv6W336DOuuUcxQPrXWZljTYRAMwLuKWA-wueNs17HzE7ySyc4LtN0d9AL*JJlueDjNEefBaldFl*hdqj6okEhcpbez3e1xavkPhJIAdNg5B4UHRHdRvtTitqadm&new=1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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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政策。

3.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

4.数字文化产业政策。

5.文化产业监管政策。

6.文化金融政策。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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