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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2015 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在瑞安举行 
 

8 月 5-7 日,由浙江省文化厅主办,浙江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学会、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瑞安市图书馆协办的 2015 年浙江省

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在瑞安市举行。浙江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副处

长仲建忠，温州市文广新局局长柳升高，瑞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管秀云，瑞安市文广新局局长黄友金，浙江图书馆馆长徐晓军、党委

书记雷祥雄、副馆长刘晓清到会，来自全省各市县区公共图书馆馆长

100 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图书馆法人治理”

为主题，仲建忠副处长首先解读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实施意见》，他详细梳理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的沿革，介

绍了《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解读了《实施意见》的几个关键问题

以及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对浙江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公

共图书馆应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要求。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讲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

图书馆》，她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念、现状和态势、公共图书馆

所面临的重点工作及图书馆法制环境的建设四个方面阐述了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公共图书馆发展之间的关系。 

温州市图书馆馆长胡海荣介绍了《温州市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

试点实践》，他分享了温州市图书馆法人治理的实施过程和成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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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阶段的工作思路。胡馆长还详细介绍了温州市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体系及三城一网建设等相关情况。 

浙江图书馆办公室副主任张晓俐介绍了《浙江图书馆章程》的起

草过程，交流了《章程》起草的法律依据、法定程序等相关问题，探

讨了法人组织章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为指导馆长们总结创新服务经验，提升案例写作能力，培训班还

邀请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超平讲授了《怎样讲一个故事

—论案例撰写》，她用“同行间交流的有创新的故事”来描述案例的

概念，通过详实的例证分析了案例撰写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并就如何

处理好服务创新与案例撰写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指导。 

培训期间安排了分组讨论交流。馆长们分为三个小组围绕培训

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了各馆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培训工作提

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馆长们纷纷表示这次培训宏观与微观相

结合，理念与实践相结合，政府官员和实践践行者相结合，非常及时、

非常有效，为下一步的工作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受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委托， 培训期间召开了《公共图书馆评估

标准（修订稿）》征求意见（浙江）座谈会，各位馆长就评估标准畅

所欲言，提出了许多想法和建议。 

最后，雷祥雄书记作培训小结。他指出，此次培训班内容丰富，

形式活泼，成果丰硕，既有理论政策的解读，也有实务操作经验的分

享，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各馆要充分领会《实施意见》的精神，理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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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从实而为，省馆也应继续发挥优势，加强与各市县馆的协作协调，

同力而为，共同推动我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简 讯◆ 

 

中国图书馆学会召开《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修

订稿）》征求意见（浙江）座谈会 

 

8 月 6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在浙江省瑞安市召开《公共图书馆评

估标准（修订稿）》征求意见（浙江）座谈会，围绕《公共图书馆评

估标准（修订稿）》现场征求浙江省公共图书馆馆长代表的意见。中

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中国图书

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修订工作专

家组组长、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柯平，浙江图书馆馆长徐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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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党委书记雷祥雄、副馆长刘晓清以及浙江省所属市、区、县公共

图书馆和少儿图书馆馆长等代表出席座谈会。 

刘小琴在座谈会上讲话。她指出，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

工作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科协的积

极推动下，这项工作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承接意义重大。希望各位馆

长代表多提宝贵意见，为标准修订做出应有的贡献。接着，柯平详细

介绍了学会承接评估定级职能的优势以及评估标准修订的主要思路。

为了保证研讨效果，座谈会分为两组进行，分别由徐晓军和刘晓清主

持。会场气氛热烈，与会馆长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积极建言献策，集

中形成了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利用浙江省公共图书馆馆长会议的机会，面向全省馆长代

表征求意见，很有代表性，较好地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将

对标准的进一步完善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有必要对当前发展环境下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和少儿图

书馆的功能进行更加精确的思考和定位，并据此做好顶层设计，力求

修订的标准不但能符合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实际，而且对未来

事业发展也能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 

三、标准修订时，应当从保障条件、业务建设和服务效能等涉

及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确立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当地

政府、图书馆和社会公众等各方的利益诉求，统筹考虑东、中、西部

的实际情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共同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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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标准修订步伐，尽早出台标准，便于各级公共图书馆

依据评估标准要求，充分准备，通过评估定级工作促进当地政府对图

书馆的投入，加强自身业务建设和服务能力，提升社会公众对公共图

书馆的认知，真正实现“以评促投、以评促管、以评促建”。 

五、加大评估定级结果的应用力度，如建立激励机制，通过增

加经费、人员等多个方面对上等级公共图书馆予以奖励，提高各级公

共图书馆参与评估定级工作的积极性。 

2014 年 9 月，中国科协发布《推进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试点培育工作方案》，在全国学会中选择一批有较大潜力、有典型意

义、有工作基础的项目给予专项培育，中国图书馆学会承接的文化部

“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列入培育项目。期间，学会统筹

安排，整体规划，稳妥有序地开展了相关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15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科协所属

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中国图书馆学

会承接的文化部“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和“中国图书馆

年会”列入扩大试点项目。按照统一部署，学会建立了报告制度、公

开制度和信息交流制度，以《中国图书馆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工作简报》的形式向中国科协和文化部相关主管部门报告项目进展情

况，并通过网站公开发布工作进展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以期实现标

准公开、程序公开、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通过公开性提升学会承接

政府转移职能工作的公信力，扩大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我国图书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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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和认可度。(来源: http://www.lsc.o

rg.cn/c/cn/news/2015-08/31/news_8324.html) 

 

《中国城市阅读指数研究报告》发布。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城

市阅读指数研究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手机等阅读介质的

兴起，阅读外延明显扩大，网民阅读的第一途径是手机。纸质书领域，

青少年及儿童书籍占据半壁江山。分地域看，北上广深人均购书最多。

这份由清华大学新媒体指数平台、中山市网信办、广东全通教育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报告，以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当当网、京

东网两大电商平台的书籍销售数据为基础，运用大数据和数理统计的

方法，勾勒出全国纸质书和电子书阅读概况，并将阅读行为的影响因

子具体化、数据化。报告还以 2944 个微博、微信阅读类账号为基础，

对新媒体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分析。（来源：http://m.xhsmb.c

om/20150828/news_10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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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互联网+：图书馆的传承与变革 

长三角城市图书馆发展论坛暨 2015 上海地区公共

图书馆读者服务研讨活动征文 

 

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理论和

实践创新发展与学术交流，拟举办长三角城市图书馆发展论坛暨2015

上海地区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研讨会及征文评奖活动。在“互联网+”

的大环境下，围绕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创新以

及公共图书馆联盟等几个方面的探索，为读者提供多方位深层次的服

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活动主题 

互联网+：图书馆的传承与变革 

二、组织机构 

成立长三角城市图书馆发展论坛暨 2015 上海地区公共图书馆读

者服务研讨活动组委会，组委会成员由下列单位组成： 

指导单位：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江苏省文化厅、浙江省

文化厅 

主办单位：上海市图书馆学会、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浙江省图书

馆学会 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宝山区图书馆 

支持单位：《图书馆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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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文对象 

长三角地区各级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 

四、征文时间 

征文阶段：2015 年 8 月 25 日— 10 月 7 日 

评审阶段：2015 年 10 月 8 日— 10 月 31 日 

五、参考选题范围 

1.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理念 

分标题：（1）互联网+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及服务外沿 

（2）互联网+图书馆的读者服务艺术 

（3）图书馆员：新时代读者问题的解决专家 

（4）高效的资源配置和合理的空间布局 

2.图书馆的功能创新 

分标题：（1）互联网+图书馆的志愿者服务体系建设 

（2）大数据在公共图书馆的应用 

（3）馆员的专业化和未成年人特色服务 

（4）特殊群体阅读服务的创新与挑战 

 3.公共图书馆联盟 

分标题：（1）公共图书馆多元合作及文献资源建设 

（2）公共图书馆的区域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3）公共图书馆区域联盟的创新与发展 

（4）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图书馆的合作 

（作者也可自拟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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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征文要求 

1.征文须为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或实践总结，并要求选

题与征文主题一致，论点明确，论据正确、充分；文字通顺、精炼；

论文结构规范；倡导理论创新，经验总结文章要有可借鉴性。 

2.论文字数一般不超过 4000 字；论文主题词、参考文献符合出

版规范，数据、引文需注明出处；并请附上作者简介（包括作者姓名、

单位、职务、职称等）及联系方式（电话、传真、电子信箱、通讯地

址、邮政编码）。 

3.提交论文的电子文档版，并发至指定邮箱。 

4.合著论文的作者不超过 3 人（含 3 人）。 

七、奖项设置及奖励办法 

1.主办单位将组成论文评审委员会，征文由论文评审委员会进行

评审； 

2.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并设部分入围奖； 

3.向一、二、三等奖论文作者颁发证书（多作者论文仅发一份证

书）； 

4.经过专家评审后的优秀论文，以及研讨会期间形成的相关文献

将汇编成集，正式出版。 

八、咨询联系 

联系地址：宝山区图书馆（宝山区海江路 600 号） 

邮政编码：200940 

邮箱地址： zhengwen@bsli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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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36515121、36515112 

联系人：王老师、杨老师、钱老师 

长三角城市图书馆发展论坛暨 

2015上海地区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研讨活动组委会 

                          2015 年 8 月 

 

 

 

附：论文格式规范 

1.题名：简明、具体、明确，题名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小二

号宋体加粗。 

2.作者名及作者单位：合作者以逗号隔开，单位名称完整，不可

简写。小四楷体。 

3.摘要：以提供论文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注释，以第三

人称简明、确切地记述论文的重要内容，字数不宜超过 200 字。小四

楷体。 

4.关键词：论文主题内容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一般 3-8 个。

小四宋体。 

5.正文：顺序排版，不用分栏。标题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如 1，

2.1，3.1.1，一般不要超过三级。小四宋体。 

6. 参考文献格式： 

依照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进

行著录。小四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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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6 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

工作的通知 

浙社科规［2015］18 号 

 

各有关单位： 

2016 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即日起开始。

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中心、服

务大局,注重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

立足当代学术前沿，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注重推动跨学

科、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认真贯彻省社

科联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以“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

新篇”的学术担当，着力打造社科学术精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体系建设，为深化实施“八八战略”，进一步推进“两富”、“两

美”现代化浙江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二、各类课题具体申报事项详见 http://www.zjskw.gov.cn/t

zgg/9319.jhtml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 

2015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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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6 年“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省级出版资

助项目”和“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社科普及出版

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浙社科联发[2015]20 号 

 

各市、县（市、区）社科联，高校社科联，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

民办社科研究机构： 

现将《关于做好 2016 年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省级出版资助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 2016 年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社

科普及出版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抓紧时间做好

申报动员，认真组织申报审核工作，提高申报质量。 

 附件一:关于做好 2016 年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和省级出版资助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详见:http://www.zjskw.gov.cn/tzgg/9320.jhtml) 

附件二: 2016 年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和社科普及出版资助 

项目申报通知 

     (详见: http://www.zjskw.gov.cn/tzgg/9320.jhtml)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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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构建现代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研讨班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团体会员，

各图书馆： 

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

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求以县级图书

馆为中心，推进总分馆制建设，统筹农家书屋发展，实现资源和服务

的城乡互通、共建共享。为加快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丰富和

完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

化、均等化，配合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中国图

书馆学会将举办构建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研讨班。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 

承办单位：青岛市图书馆 

青岛市图书馆学会 

二、研讨内容 

（一）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二）德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以不来梅图书馆为例 

（三）苏州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与服务 

（四）嘉兴城乡一体化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五）青岛市图书馆在示范区建设中的作用与实践 

三、研讨时间和地点详见: http://www.lsc.org.cn/c/cn/news

/2015-08/28/news_83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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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73 号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310007 

投稿邮箱:xuehui@zjlib.cn 

联系电话:(0571)87986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