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第五次省级公共图书馆评估指
标谈甘肃省图书馆

西北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

甘肃省图书馆 尹琼



图书馆评价

始于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90年代

图书馆评价就是要科学地制定图书馆评估标
准，依据客观的评估标准及其指标体系，全
面系统地收集被评图书馆的各种相关信息，
并对该评估客体实现预期目标的条件、状态
和水平作出客观价值判断的过程。



第五次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分值变化

时
间

第四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评估定级（2009年）

第五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
书馆评估定级（2013）

分值变化情
况

评
估
指
标(

总
分1

0
0
0

分)

指标项目 分值 指标项目 分值

办馆条件 180 设备与设施 100 ↑70

经费与人员 150

基础业务建设 250 文献资源 150 ↓100

读者服务工作 270 服务工作 220 ↓50

业务研究、辅
导、协作

120 协调协作 130 ↑10

文化共享工程
建设

80 重点文化工程 160 ↑80 

管理 80
管理表彰

90 ↓10 

表彰、奖励 20



地方文献” 评估内容的变化

第四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评估定级（2009年）

第五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评估定级（2013）

标号与指标项 223地方文献（共15分） 33文献入藏 37数字化建设

标号 2231 2232 334 373

指标名 地方出版物入藏
种数／地方出版

物种数（％）

地方文献数
据库

地方文献入藏
完整率

（%）

指标因素与对
应分值

95↑ 5 书目
数字
化
100% 

4 95↑ 5 建设内
容

0-5

90↑ 3 全文 0-3 90↑ 3

建设规
模

0-5

80↑ 2 多媒
体

0-3 80↑ 2



西北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情况
 1916年，甘肃省公立图书馆成立伊始，阎
世鳞先生就十分重视对于“乡邦文献”和
“乡土艺文”著作的搜集。

 1946年,刘国钧先生提出了“西北地方文献”
这一概念，确立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理念:

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
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

 1947年，两馆联合开放并更名为国立兰州
图书馆时，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西北
地方文献专藏体系。





第五次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

 2013年第五次全国省级公
共图书馆评估标准对于地
方文献资源建设分值设置
未做调整，这在所属“文
献资源”类项总体分值下
调100分的情况下，反映了
了地方文献在资源建设整
体上的重要地位，是图书
馆评估工作的重点之一。
下面从地方文献入藏完整
率、呈缴本制度及执行情
况、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
三个方面对省馆地方文献
资源建设的情况进行比对
分析

334 地方文献
入藏完整
率（%）

95↑

90↑

80↑ 

5

3

2 

342 呈缴制度
与执行情
况

呈缴制度
执行情况

0-2

0-2 

373 地方文献
数据库建
设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0-5

0-5 



“ 334”地方文献入藏完整率

文献种类 出版种数 入藏种数 入藏的百
分比（%）

图书 2131 2046 96% 

杂志 95 87 92% 

报纸 37 36 97% 

合计 2263 2169 95% 

计算方法：（地方文献入藏种数/地方文献出版种数）*100



“342”呈缴制度与执行情况
 1996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甘
肃省委宣传部甘政办发（1996）26号《关
于征集省内出版的图书杂志、音像制品及
内部资料样本的通知》，规定“凡省内出
版的图书、杂志、音像制呈缴品、及内部
资料等须向甘肃省馆缴送样本”。

指标规定“执行情况”项需达到《公共图
书馆服务规范》中“呈缴本征集的品种、
数量应达到地方正式出版物的70%以上”
的要求方可得分。省馆通过呈缴渠道获得
的本地出版物只达到82.84%，尚有10.16%
的种类（不含复本）需要购买。



甘肃省图书馆报刊杂志呈缴情况表

类别 刊期种类 邮发种数
（除教辅
外）

呈缴种数 自购种数

报纸 日报 13 13 3 

周报 24 15 5 

期刊 半月刊 12 9 0

月刊 27 22 1

双月刊 48 42 2

季刊 8 10 1



甘肃省图书馆报刊杂志呈缴百分比

报纸呈缴百分比

75%

22% 3%
呈缴

自购

未订

杂志呈缴百分比

88%

4%

8%

呈缴

自购

未订



“373”地方文献数据库

西
北
地
方
文
献
资
源
数
据
库

西北地方文献书目提要数据库 书目提要数据 33864条

西北地方文献报刊篇名索引数据库 报刊片名索引数据 27499种

西北地方文献图片数据库 图片及注释数据 2947条

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数据库 文摘数据525篇250余万字

丝绸之路叙录数据库” 研究论著叙录数据764篇100余万字

西北地方文献报纸题录数据库” 题录数据2740条

西北地方文献期刊题录数据库” 题录数据6839条

西北地方文献古籍善本全文数据库” 古籍全文数据40余条
与
西
北
地
方
内
容
相
关

沙尘暴研究专题数据库、西部大开发论文精选数据库、甘肃工
业发展研究专题数据库、中国西部文化产业资料汇编数据库、
地方文献联合书目数据库 、甘肃省情 等

加工数据90956条，容量约为0.002TB



加强西北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及开发利用的对策

甘肃省图书馆馆藏西北地方文献，截止2009

年底，入藏图书3万余种、7万余册，期刊
526种，报纸481种，缩微胶卷441种，舆图
883种，视听资料224种。



提高地方文献征集人员的职业素质，加强
地方文献的采集水平和力度

培养热爱地方文献工作的人员，加强他们
的职业素质培训，着重提高他们的思想基
础、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保证地方文献
资源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地方文献
的采集水平和力度。



争取呈缴制度法制化，建立多元化收集渠
道，提升地方文献入藏完整率

需要争取政府重视与资金支持，完善本省文
献呈缴制度，出台相关法律条文，保证甘肃
地区各类地方文献收集的完整性。

建立多元化收集渠道，组建西北地方文献资
源建设协作网

制度化收藏证等激励机制鼓励民间赠书，将
读者纳入地方文献建设环节中



加强西北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构建
完备的地方文献资源体系

利用投入少、耗时短、见效快的书目数据库
在短时期内，满足读者查检文献重点需要。

利用题录、文摘和全文数据库深层次地揭示
地方文献的内容特征，使读者更全面、更便
利地了解地方文献资料内容。



结语
通过此次评估定级，为省级公共图书馆地
方文献建设工作提供了统一的衡量尺度和
标准，新评估标准中增设的文献“剔旧工
作”、“志愿者管理”、“重点文化工程”
等考查内容反映了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
设现状与图书馆事业发展趋势，也使甘肃
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工作有了明确的考
核数据和发展目标，促进西北地方文献加
强地方文献的采集水平和力度，提高文献
入藏完整率，完善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
更好地为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谢 谢大家！

欢迎各位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