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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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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材料

第二部分 业务建设

体现“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
评促用”的目标。测度一个图书
馆的业务规范、资源建设、服务
体系、协作协调和管理水平。



业务建设评估指标突显
对于图书馆业务规范的一致性要求

• 1 标准宣讲对于图书馆业务规范建设的推动，提
升行业的整体业务建设能力

• 2 检查图书馆各类业务规范，消除信息不对称
• 3 图书馆根据评估指标，发现本馆存在的薄弱业
务

• 4 图书馆根据评估指标，发现本馆业务发展的新
方向

• 4 建立和补充业务档案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材料

基本分值 占比 加分分值 占比 一级 二级 索引数 占比总索引

省级 400 40% 200 40% 15 58 73 50.7%（144）

地市 300 30% 150 30% 15 55 70 48.6%（144）

县级 300 30% 150 30% 15 47 62 46.7%（132）

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第二部分 业务建设



15个一级指标

• 1. 馆藏发展政策与馆藏结构

• 2. 编目与馆藏组织管理

• 3. 数字资源建设

• 4. 地方文献工作.
• 5. 本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 6. 图书馆行业协作协调与社会合作

• 7. 重点文化工程

• 8. 基层辅导与学会工作

行
业
属
性
不
断
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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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一级指标

• 9. 行政与人力资源管理

• 10. 财务、资产与档案管理

• 11. 安全与环境管理

• 12. 业务管理

• 13. 业务研究

• 14. 组织文化与表彰奖励

• 15. 社会化与管理创新

机
构
的
管
理
属
性

改革、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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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材料

省级
图书馆

地市级
图书馆

县级
图书馆

业
务
建
设

本区域服务体系规
划与共建共享

A2060
20分

B2206
10分

C2345
15分

业务统计分析 A2087
20分

B2234
10分

C2372
10分

一级馆定级必备条件要求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材料

省级
图书馆

地市级
图书馆

县级
图书馆

业
务
建
设

本区域服务体系规
划与共建共享

A2060
15分

B2206
8分

C2345
10分

业务统计分析 A2087
15分

B2234
8分

C2372
8分

二级馆定级必备条件要求



二、指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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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馆藏发展政策与馆藏结构
（A2036，B2186，C2329）

• 馆藏发展政策是人们为实现馆藏资源建设目标而制定的方针、原
则、策略、措施、对策等，它有为馆藏资源建设提供宏观指导，
为馆藏资源建设提供标准和规范，以及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
依据等作用。

• 它一般包括：馆藏发展原则、馆藏结构规划、文献采访标准和方
式、文献购置经费分配与控制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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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馆藏发展政策（A2037，B2187，C2330）

• 基本分项包括：（1）有对各类文献资源的采集依据和工作要求
的规定；（2）有各类文献资源结构占比的规定；（3）有对文献
资源建设特点和本地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理布局要求的体现。

• 各类文献包含馆藏资源与虚拟馆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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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供“馆藏发展政策”文本；

•馆藏发展政策还要有时间性，一般3~5年需要修订
和补充。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要求及时修
订和有新的发展，不仅满足本馆的需要，要有服务
体系的概念，如本地区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布局要
求。

•证明，评估期内修订的提供证明材料，如何响应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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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材料

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 (样例）

一、前言
二、馆藏发展的目标
三、馆藏发展的基本原则
四、馆藏级别的划分
五、馆藏发展组织
六、文献采选的一般原则
七、文献采选方式
八、经费分配和控制
九、各类型文献的选择
十、馆藏组织与布局
十一、馆藏流通与调配
十二、馆藏保护与剔除
十三、馆藏评价
十四、馆际合作和资源共享
十五、附则



2.1.2 馆藏专项规划
（A2038，B2188  C空缺 ）

•包含有数字资源、地方文献等方面的专项规划

•可以包含在馆藏发展政策中，也可以是专门制定的
某一方面文献的馆藏专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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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馆藏发展政策执行情况
（A2039， B2189，C2331）
•基本分项包括：（1）图书、报纸、期刊等各类型
文献无重大缺藏，工作程序规范、严格，（2）文
献采购及时，无集中突击性采购。

• 1.“文献采购及时，无集中突击性采购”主要考察2013-2016年
四年评估期的数据。若上届评估后增加了采购经费，平时采
购及时，这次评估馆藏量达不到必备条件，政府支持追加经
费采购的，不视为集中突击性采购。

• 2.提供采访条例、采访目录和评估期各年度采访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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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外文文献入藏（A2040，B，C 空缺）

•基本分项包括：（1）重点性，（2）连续性

• 含各种来源的外文文献（如采购、接受捐赠或调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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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复本量控制（A2041， B，C空缺）

• 复本2册为满分

• 1. 指新入藏中文采购图书复本量，不含赠送、交换等中
文图书。

• 2.提供评估期各年数据，计算平均值。

• 3. 如实现文献资源统一调配的分馆、流通点数量达到20
个的图书馆，复本量控制达到3本的，可得5分（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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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目与馆藏组织管理
（A2042，B2190，C2332）

• 文献编目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格式等对各种类型的资源
的形式特征，物质形态和主题内容，进行系统的选择、
陈述与分析，并对检索标识进行顺序组织，实现资源有
序化保证用户方便获取资源的过程。文献编目的标准化
是资源有序组织的基础。《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
版）》、《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中图法）、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中分表）、《汉语主题词表》
（汉表）是公共图书馆使用最广泛的分类表、主题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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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文献编目标准化
（A2043，B2191，C2333）
• 1.基本分项包括：（1）本馆有文献分类细则，1分。（2）
普通图书（包括中外文普通图书、少数民族图书等）编
目符合标准，本馆有相关编目细则，保证编目数据规范
一致，1分；（3）期刊、报纸文献编目符合标准，本馆
有相关编目细则，保证编目数据规范一致，1分；（4）
视听资料编目符合标准，本馆有相关编目细则，保证编
目数据规范一致，1分；（5）电子文献编目符合标准，
本馆有相关编目细则，保证编目数据规范一致，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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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文献编目标准化（续）

• 加分项包括：（1）对馆藏少数民族文献或各类非书资料进行编
目，加2分；（2）参加全国性、全省性联合编目工作，上传馆藏
目录并及时更新，加2分；（3）下载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数
据，加1分。

• 依据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编目；使用《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进行分类标准；使用汉语主题词表进行主题标引。

• 提供各类实施细则及编目管理制度、执行、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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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文献编目时效性
（A2044，B2192， C 空缺）

• 基本分项包括：（1）图书在到馆20个工作日内完成编目，
1分；（2）期刊到馆3个工作日内完成记到，报纸在到馆
1个工作日内完成记到，2分；（3）其他各类文献及时编
目，2分。

• 文献编目时效指文献从到馆开始，完成编目及相关加工
处理，至上架（或上线）为止的时间，一般以工作日计
算，周六日和节假日不计算在内

• 提供相关制度材料如编目时效规定、执行情况记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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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编目文献占比例（%）
（A2045， B2193，C 空缺）
• 已编制目录的馆藏文献总数（种）/馆藏各类型文献总数（种）
×100%。达到90%为满分。

• 编目包括卡片式目录、书本式目录、机读目录。

• 1.含卡片式、书本式、机读式编目。

• 2.以正式评估前数据为准，数据截止2017年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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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采用规范控制数据（A2046，B,  C空
缺）
• 加分项：提供主题控制软件系统版本号或网页链接

• 规范控制是提高编目数据质量和一致性的重要工具，旨在保障书
目系统中重要属性描述的一致性，满足准确查找、辨识、归类和
判定的要求。如主题规范，人名规范，机构名称规范、地名规范
等。应积极鼓励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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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数字资源与传统文献资源的关联揭示
（A2047， B，C 空缺）

• 加分项包括：（1）建立纸本资源与数字资源的关联信息；
（2）数字资源的MARC数据可访问。

• 提供映射工具版本号，或网页链接。

• 数字资源成为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的揭
示方式多为各自独立，鼓励进行统一和关联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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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省2.2.6）加工整理与排架 （A2048，
B2194，C2334）
• 基本分项包括：（1）书标、加工给号（含登录号、条码号）和
馆藏章规范、统一、整齐、美观，2分；（2）架位维护管理：有
专门制度和有效措施，1分；（3）排架正确率：落实到第三级，
正确率达到90%，2分。

• 排架正确率指馆内开架图书的排架正确率。主要考察按中国图书
馆分类法分类号顺序排架的开架图书，不包括馆内按主题排架的
开架图书。

• 提供图书加工规定、排架管理规则等材料，有排架检查记录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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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省2.2.7）剔旧工作
（A2049， B2195， C2335）
• 基本分项包括：（1）剔旧工作制度，1分；（2）馆藏剔
旧标准，2分；（3）剔旧工作执行情况，2分。

• 1.图书馆剔旧工作制度和馆藏剔旧标准须根据图书馆功能
和发展规划，经过论证并形成文件。

• 2.馆藏发展政策中含有剔旧工作制度和馆藏剔旧标准的，
可视为达到要求。

•提供制度、标准、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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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省2.2.8）文献保护
（A2050， B2196， C2336）

•
• 基本分项包括：（1）普通文献保护重点考查文献保护规
章制度；（2）书库防火、防盗、防虫、防潮、防尘等措
施、设备及效果；（3）书库卫生情况等方面；（4）古
籍与特藏保护(含古籍与特藏书库达标)。

• 加分项共5分：被省级主管部门列为古籍保护单位的，加
2分；被列为国家级古籍保护单位的，加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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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与特藏指古籍文献及地方文献、民国文献及其他各种特藏。
古籍与特藏书库达标标准依据文化部行业标准《图书馆古籍特藏
书库基本要求》（WH\T24-2006）。

• 提供保护制度、执行措施、有照片、实地检查更好；古籍保护单
位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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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省2.2.9）新技术应用（A2051，
B2197， C2337）
• 加分项包括：（1）馆藏统一数字化揭示平台，加2分；（2）图书防
盗检测；（3）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智能图书上架；（4）自助借还，
24小时自助图书馆；（5）馆内图书流通动态数据分析能力。

• 馆藏统一揭示，通过目录统一揭示馆藏纸本图书和电子图书、及不同
类型的资源等。

• 1.加分项：图书防盗检测指采用防盗检测新技术。利用数字化技术实
现智能图书上架如采用RFID技术。

• 2.加分项：自助借还指有自助借还设备，加0.5；有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加1.5分。

• 提供馆藏统一揭示的材料，如截图、检索网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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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字资源建设
（A2052，B2198，C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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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数字资源本地存储量（TB）
(A2053, B2199, C空缺)

• 省级100TB  市级15TB满分。（县级可以远程使用4TB）
• 1.含有关数字文化工程资源量。含自建和外购并储存在本
地的数字资源量。

• 2.以正式评估前数据为准，数据截止2017年6月底。

•提供数字资源存储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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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自建数字资源总量（A2054， B2200，
C2339 ）
• 基本分：省级50TB，市级15TB满分。加分项：有自建数字资源出
版，加3分；达到20TB以上且数字资源质量较高，加5分。

• 县级10TB 加分满分。
1. 提供自建资源细目，包括资料类别（文本、视频、音频、图片
等）、名称、记录条数、数据量、自建时间等。
• 2.加分项：自建数字资源出版要求有电子出版物正式出版号。
• 3.以正式评估前数据为准，数据截止2017年6月底。
• 出版需有电子音像出版编号，以专题片，数据库方式出版。如
《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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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地方文献工作
（A2055， B2201， C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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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地方文献工作组织
（A2056 ，B2202， C2341）
• 基本分项包括：（1）有专门组织机构和人员；（2）有专门工作
计划并实施；（3）有图书馆自行采集的地方图片、地方音视频
文献和地方档案；（4）有地方文献专藏并管理；（5）地方文献
编目加工整理；（6）开展地方文献对外服务；（7）有地方文献
研究。

• 1.地方文献编目加工整理包括有多种地方文献目录、地方文献资
料汇编。

• 2.有地方文献研究指图书馆开展了针对整个区域地方文献或具体
的某件地方文献的专门研究，且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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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地方文献入藏
（A2057， B2203， C2342）
•
• 基本分项包括：（1）方志、谱牒类入藏；（2）地方出版物类
（本地出版的书、刊、报，不含中、小学教科书和辅导资料）入
藏；（3）本地生成的内部资料入藏。

• 1.主要考察各类地方文献入藏的数量与质量，包括品种、载体和
文献价值。

• 2.本地生成的内部资料入藏包括本地编辑印刷的材料、各种交换
资料、各机构资料、会议资料、图片照片、手稿、音频视频文件、
档案文件等。

• 3.提供本馆地方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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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地方文献数据库
（A2058， B2204， C2343）
•
• 基本分项包括：（1）建设内容，考查其选题规划情况；（2）建
设规模，考查其可用数据库数量及其容量。

• 1.地方文献数据库包括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
等。

• 2.地方文献数据库数据须达到按季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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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建设
（A2059， B2205， C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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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本区域服务体系规划与共建共享
（A2060， B2206， C2345）
• 基本分项包括：（1）本区域服务网络建设的规划；（2）管理及取得
的成就等方面；（3）有文献资源共享措施；（4）有馆际互借或通借
通还；（5）有数字资源共享；（6）文献资源共享的规模及效益等。

• 省、市、县馆的要求不同，以市馆为例：

• 1.主要考察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立过程与成效。

• 2.馆际互借指区域内实现了市馆与县级图书馆之间的馆际互借。

• 3.通借通还指区域内以某种方式实现了市馆与县级图书馆之间的通借
通还。

• 4.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数据截止正式评估前即2017年6月底。

• 定级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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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 嘉兴：城乡一体总分馆体系建设

• 佛山：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模式

• 苏州：紧凑型总分馆建设

• 温州：城市书网（城市书房、书巴、书站、知网，三城一网构成）

• 区域性服务网络

• 李国新：一个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具备三个特点：

设施，应具备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固定网点与流动服务相结合、
实现全覆盖的特点；服务，应具备普遍均等、全民共享、方便快捷、
优质高效的特点；体制机制，应具备低成本、高效益、充满活力、
富有效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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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 嘉兴：城乡一体总分馆体系建设

• 佛山：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模式

• 苏州：紧凑型总分馆建设

• 温州：城市书网（城市书房、书巴、书站、知网，三城一网构成）

• 区域性服务网络

• 李国新：一个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具备三个特点：

设施，应具备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固定网点与流动服务相结合、
实现全覆盖的特点；服务，应具备普遍均等、全民共享、方便快捷、
优质高效的特点；体制机制，应具备低成本、高效益、充满活力、
富有效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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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总分馆建设 （A空缺，B2207， C2346）

• 达到40%，满分15分。梯度计分。

• 1.指本区域内设有直属分馆的二级行政区数量占本区域二级行政区总数的比。

• 2.加分项：总分馆达到区域内二级行政区全覆盖，加5分。

•
• 1.分馆须具备以下条件视为直属分馆：①统一服务，实行通借通还；②资源
统一配置，由总馆统一购买、调拨；③人财物纳入总馆统一管理（人财物的
投资可分级投资）。分馆不包括县级图书馆。东部地区分馆必须达到一卡通
通借通还，文献购置费统一投资。中部地区分馆必须达到一卡通通借通还，
文献购置费可分级投资。西部地区分馆须有一卡通通借通还规划与实施方案，
文献购置费可分级投资。

• 2.地市级总分馆按二级行政区计算比例，即只计算所辖乡（镇）的数量，不
计算县或乡镇以下的数量。一个二级行政区有多个直属分馆的，按1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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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总分馆服务效能 （A空缺， B2208，
C2347）

• 着重考查分馆运行是否正常，分馆发挥作用，以及读者利用情况。

• 开放时间，馆藏配备，图书流转、接待读者数量、借阅统计、活
动等。

提供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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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省级）组织本区域联合编目工作
（A2062）
• 基本分析包括：（1）有联合编目专门机构；（2）有详细工作章
程；（3）有联合编目系统；（4）参与全省性联合编目工作的公
共图书馆占全省公共图书馆总量的比例

• 参与全省编目的工作的公共图书馆包括地市级图书馆和县级图书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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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建设，（省级
2.5.2）（A2061， B2209， C2348）

• 指在总分馆基础上进行的各种延伸服务，省级，40个服务网点，
满分。

• 1.服务网点指总分馆以外的其他服务点，如流动图书车、馆外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未纳入分馆系统的借阅点等。

• 2.网点建设在区域内布置合理，5分；运行经常化并取得实效，5
分。

• 提供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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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图书馆行业协作协调与
社会合作 （A20 63， B2210，
C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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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主持联盟或主持跨地区、跨系统的图书馆
协作协调工作
（A2064， B2211， C空缺）

• 基本分项包括：(1)主持跨市或跨系统联盟，3分；(2)主持跨市或
跨系统的业务和学术协作协调活动，3分。省级：跨省或全国范
围

• 1.跨市或跨系统联盟中，参加的地级市须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系
统须在二个或二个以上。

• 2.直辖市下辖区图书馆主持跨地区或跨系统联盟或业务、学术活
动，可相应得分。

• 3.提供联盟成立和开展活动的证明材料，包括联盟成员协议、联
盟制度、联盟活动日程、联盟活动照片、联盟工作总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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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参与联盟或主持跨地区、跨系统的图书馆协作协调工
作
（A2065， B2212， C2350）

• 1.基本分项：参与全国范围内的联盟或跨地区、跨系统协调工作，
4分。省级：跨省或全国范围

• 2.加分项共5分：参与国际协作协调工作，参与1项，加2分；参
与2项及以上，加5分。

• 1.参与跨市或跨系统联盟，联盟成员须在三个或三个以上。

• 2.直辖市下辖区图书馆参与跨地区或跨系统联盟或业务、学术活
动，可相应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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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社会合作
（A2066， B2213， C2351）

• 指与图书馆以外的其他机构合作开展业务活动。

• 基本分项包括：（1）资源合作；（2）合作平台。

• 资源合作主要考察图书馆与社会机构是否在资源上有合作并有显
著成效，如联合制作文献、联合建数据库、资源协调采购等；合
作平台主要考察图书馆与社会机构是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有显
著成效，如共建联盟、共同参与社会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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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重点文化工程
（A2067， B2214， C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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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参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公共电子阅
览室建设计划 （省级：统筹本地区工程）
（A2068， B2215，C2353）
• 基本分项包括：（1）基本条件，2分；（2）宣传推广及效果，3
分。

• 省级：机构、经费与计划、资源建设、指导支中心、实际效果要
求。

• 依据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及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的相关文件要求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省中心的文件要求。

• 市级、县级支中心（68万）设备配置要求，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
标准

•
• 重点反映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与服务、推广情况 53



2.7.2 参与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 B2216，
C2354）省级：统筹本地区工程（A2069）
• 基本分项包括：（1）基本条件；（2）宣传推广及效果。省级：
有平台要求

• 依据《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通知》
及国家图书馆、省图书馆的相关文件要求。

• 重点反映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与服务、推广情况

• 硬件、存储、资源的情况（数推工程下发的4TB的资源是否安装
到位？浙江用FTP服务器提供各市县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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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参与其他重点文化工程（ B2217，
C2355）省级：统筹本地区工程A2070
• 加分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或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 1.加分项：依据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
通知》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相关文件要求。含古籍修
复、古籍再生性保护等。

• 2.加分项：依据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
相关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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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

• 一、推进古籍普查，建立适时申报、分批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工
作机制

• 二、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特色古籍的专项保护

• 三、多途径开展古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
•
四、加强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管理，做好珍

贵古籍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 五、加大法规建设与科研力度，促进古籍保护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 六、加快海外古籍调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七、推进古籍的开发利用，提高全社会的古籍保护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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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基层辅导与学会工作
（A2071， B2218， C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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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基层业务辅导与培训 （A2072，
B2219， C2357）
• 基本分项包括：（1）基层业务辅导与培训的计划、经费、人员、
总结，；（2）基层业务辅导与培训的内容、次数、效果及反馈。

• 1.业务辅导活动的数量应不少于12次。

• 2.提供辅导工作报告、工作记录及有关基层馆材料。

• 3.对本地区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工作报告，要求主题明确，有事实、
有数据、有分析和建议，不少于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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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图书馆学会（协会）工作 （A2073，
B2220， C2358）
• 1.基本分项包括：（1）计划与总结；（2）学术活动；（3）会
员发展；（4）获奖情况；（5）学会会刊（工作通讯，纸质版与
电子版均可）。

• 2.加分项包括：（1）承担全省图书馆学会重要工作，加2分；
（2）承担全国图书馆学会重要工作，；（3）如有全国发行的正
式CN号的刊物。

• 省级：要求承担全国图书馆学会工作，正式CN刊物，核心刊加分

• 此项全面反映图书馆学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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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行政与人力资源管理 30分
（A2074， B2221， C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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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年度计划与年报 （A2075， B2222，
C 2360）
• 基本分项包括：（1）年度计划；（2）年度概况、业务统计数据、
大事记；（3）年度计划和年报在图书馆网站发布。

• 1.年度计划要求经过馆务会议研究或通过理事会，以图书馆文件
或理事会文件形式下发。

• 2.年报须有年度概况、业务统计数据和大事记等重要内容，有图
表、相关说明和附录，有排版设计，形成纸质版或电子版。

• 3.提供评估期各年年度计划和年报（纸质版或电子版）和网站发
布地址及实施证明材料。

• 年报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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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样例-浙江图书馆2015年报
www.zjlib.cn 概况-计划年报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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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岗位管理 （A2076， B2223， C2361）

•基本分项包括：（1）按需设岗；（2）按岗聘用；
（3）竞争上岗；（4）岗位责任制；（5）考核与
分配激励制度。

•提供全馆岗位设置、目标管理、职工考核等相关材
料。

• 此项反映图书馆的岗位设置、管理、考核、激励等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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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年员工人均教育培训（学时）
（A2077， B2224， C2362）
• 计算方法：全馆员工年度接受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的总学时/全
馆员工总人数。

• 1.含在职学历教育和各类业务培训。包括脱产学习与业余学习。

• 2.提供评估期各年度继续教育培训计划、课程安排和参加学历教
育、各类培训的人员名单及学时证明（原始材料）。

• 3.员工包括长期聘用制、合同制、人事代理、劳务派遣、社会购
买服务人员。

• 4.评估2015年之后的员工年人均教育培训（学时），含业余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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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意见》（中办、国办）2015.1
• （二十五）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

• 稳步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培训，建立培训上岗制度，全面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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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员工能力评估 （A2078， B2225，
C2363）
• 基本分项包括：（1）员工获得省及以上权威（指专业学会，政
府组织）专业机构的专业培训及资质证明5个以上；（2）有培训
资质证明的员工占全馆员工的比达5%。

• 1.此项主要考察在编员工。

• 2.市馆获得省及以上权威专业机构培训资质包括全国性专业机构
（如文化部公共文化司、中国图书馆学会、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全国中小型图书馆联合会、国家图书馆）和省级专业
机构（省文化厅、省图书馆学会或图书馆协会）颁发的培训合格
证书。

• 省馆获得全国性权威机构培训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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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财务、资产与档案管理
（A2079， B2226， C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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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财务管理
（A2080， B2227， C2365）
• 基本分项包括：（1）制度建设、监督机制及执行情况；
（2）报告经费使用情况；（3）专项经费专款专用。

• 主要考察人员经费、文献购置费、服务经费、运行经费
的管理与使用情况。

• 此项全面反映图书馆的财务制度建设、财务管理、经费使用的全
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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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国有资产管理（A2081， B2228，
C2366）
• 基本分项包括：（1）制度建设；（2）制度执行情况；（3）国
有资产管理。

• 主要考查设备、物资管理工作制度与实施情况，固有资产管理情
况。

• 此项全面反映图书馆国有资产管理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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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档案管理 （A2082， B2229，C2367）

• 基本分项包括：（1）行政档案；（2）业务档案。

• 1.行政档案重点考查人事档案、职工考核、财务档案、建筑设施
设备档案、馆史档案、工程项目档案等方面。

• 2.业务档案重点考查业务制度档案、读者活动档案、参考咨询档
案和业务辅导档案等。

• 3.要求档案健全，资料详实，归档及时，有卷宗，有档案目录。

• 4.要求建立电子档案。(县级没有要求)

• 此项全面反映图书馆档案管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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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安全与环境管理
（A2083， B2230， C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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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安全管理 （A2084， B2231， C2369）

• 基本分项包括：（1）消防；（2）保卫；（3）数据及网络安全；
（4）应急预案；（5）安全监控系统。

• 要求提供当地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合格材料。

• 此项全面反映图书馆安全管理及数据、网络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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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环境管理 （A2085， B2232，
C2370）
• 基本分项包括：（1）环境整洁、美观、安静；（2）标牌规范、
标准；（3）设施维护良好；（4）节能减排措施。

• 考查阅读学习设施配备及维护情况。

• 此项全面反映图书馆环境、设施管理状况，关键如何组织好证明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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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业务管理
(A2086,  B2233,  C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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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业务统计分析 （A2087， B2234，
C2372）
• 基本分项包括：（1）馆藏统计；（2）图书馆服务统计；（3）
用户（读者）统计；（4）图书馆人员、经费与设施设备；（5）
有业务统计分析报告。省馆要求有：建筑与设施设备统计与分析，
图书馆工作人员统计与分析

• 定级必备条件

78



• 1.业务统计与分析主要考察评估期内各年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材料。

• 2.馆藏统计包括总藏量统计和年入藏量统计；按文献类型统计；
按文种统计；按总分馆藏量统计。

• 3.图书馆服务统计包括文献外借统计、阅览统计、各类读者活动
统计等。

• 4.用户（读者）统计包括持证读者数量、年增持证读者人数、读
者分类统计（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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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图书馆人员、经费与设施设备统计中，图书馆人员统计包括人
员类别统计（在岗聘用人员、离退休人员总数，年度变化情况，
在编正式职工和各类合同制员工等；按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岗
位类别统计）；人员分类统计（性别、年龄、学历、职称、进馆
时间等）；按总分馆统计。经费统计包括财政拨款总额和年财政
拨款统计；文献购置费、运行费、人员经费和专项经费统计；按
总分馆使用经费统计。

• 反映图书馆统计制度、统计规范、业务分析研究情况，尤其是在
大数据时代尤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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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方法

• 1. 分类分析法

• 2. 对比分析法

• 3. 相关分析法

• 4. 动态分析法

• 5. 结构分析法

• 《公共图书馆概论》（汪东波）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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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材料

多媒体文献外借册次前10大类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材料

2月到馆读者人次：237983。环比增加26.3%，同比增加22.4%。



2.12.2 图书馆（A2088， B2235， C2373）

• 1.基本分项包括：（1）有宣传材料；（2）媒体（包括报纸、电
台、电视台、网络等）宣传数量达到年300篇次。

• 2.加分项：媒体宣传数量达到年600篇次且其中有若干篇次省级
及以上媒体报道。省馆要求：全国性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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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宣传材料指各种载体的图书馆介绍、读者手册、图书馆宣传片
等。有中文图书馆介绍和读者手册，少数民族地区还须有少数民
族语言文本，1分；有专门制作的图书馆宣传音像片（视频网络
版或光盘版），1分。

• 2.媒体宣传指在图书馆之外的公共媒体上发布的原创性宣传报道
篇数和次数，不包括转载篇数和次数。

• 3.加分项：媒体宣传数量达到年400篇次且其中不少于5篇次省级
以上（含省级）媒体报道，加2分；媒体宣传数量达到年600篇次
且其中不少于10篇次省级以上（含省级）媒体报道，加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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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用户管理（A2089， B2236， C2374）

•
• 基本分项包括：（1）证卡管理；（2）用户分析。

• 用户研究指针对本图书馆服务的用户（读者）类型与特征、信息
需求、阅读行为和使用图书馆行为等进行的分析，包括用户调查
分析以及对潜在用户的分析。

• 全面反映证卡管理制度、系统、流程、手段和新技术应用方式；
数字资源用户认证等；各馆的用户分析及阅读报告等

86



2.13 业务研究
（A2090， B2237 ，C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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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 图书馆业务研究的组织与管理 0-5分加分0-5分（县
级0-3分）（A2091，B2238，C2376）

• 1.基本分项包括：（1）图书馆学术委员会；（2）业务研究激励
制度。

• 2.加分项：馆立科研项目并管理。

• 1.图书馆学术委员会经馆务会研究成立，1分；学术委员会在评估
期内发挥作用并至少开展过一次活动，1分。

• 2.业务研究激励制度经馆务会研究通过，1分；业务研究激励制度
实施并取得效果，2分。

• 3.加分项：馆立科研项目需经图书馆学术委员会或馆务会评审通
过。有馆立科研项目2个以上并有项目管理，加2分；5个以上并
有项目管理，加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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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基本分：（1）图书馆领导重视（2）业务研究激励制度

• 1.图书馆领导重视指馆务会有专门研究图书馆业务问题，或图书
馆成立业务研究小组，或馆领导组织馆员开展业务研究。

• 2.业务研究激励制度指制度经馆务会研究通过并实施。

• 有文件、会议纪要、具体措施、体现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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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馆内学术活动（A2092，B2239，
C2377）
• 基本分项包括：（1）学术研讨会；（2）研究报告。

• 1.学术研讨会指全馆组织召开的正式图书情报学术研讨会，不含
部门召开的小型研讨会。

• 2.研究报告指研究图书馆业务问题的专门报告，包括业务调查报
告、业务咨询报告等，不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期刊论文。
研究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有鲜明主题和研究目标，有研究方法、
数据和分析，有解决方案和建议。达到平均每年1篇研究报告，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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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参加馆外学术活动和业务活动
（A2093， B2240， C2378）
• 1.基本分项包括：（1）参加全省学术活动和业务活动达到年5次；（2）
参加全国性学术和业务活动达到年2次。省馆：参加全国性学术活动

• 2.加分项包括：（1）参加全国性学术和业务活动达到年5次，加3分；
（2）参加国际学术和业务活动达到年2次，加2分。

• 1.指单位组织参加的学术会议、业务考察交流等活动。不包括馆领导
和员工参加的工作会议。

• 2.加分项：参加全国性及国际活动须派出1人或1人以上为一次。参加
全省性活动须派出2人或2人以上为一次。

• 3.提供每次活动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内容和会议主办方与考察
接待方信息。

91



2.13.4 年员工发表论文数量（篇）加分5分
（A2094， B2241，C空缺）
• 计算方法：年全馆在省级以上刊物或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总数/员工人
数。

• 1.加分项：刊物是指有ISSN号的连续出版物、含省级以上有内部资料准
印证的图书馆专业期刊、有ISBN号或ISSN号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
文集和国际会议论文集等。

• 2.加分项：论文内容必须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等学科相关，
与图书馆工作相关，字数不少于3000字。

• 3.加分项：作者必须是在编员工，可设定独著100%，合著按前三名计
算，第一名50%，第二名30%，第三名20%。

• 4.加分项：不含通讯报道性文章。

• 5.加分项：提供评估期各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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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 （省级）年均出版著作总数
（ A2095）
• 评估期内本馆员工以个人或集体名义参与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总数
除以评估期年数

• 加分项：含图书馆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及与图书
馆工作相关的其他著作。不包括书目、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和
检索工具。

• 作者需是在编职工，独著100%，合著按前三名计算，第一名50%，
第二名30%，第三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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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 科研项目 （省级2.13.6）
（A2096， B2242， C空缺）
• 1.计算公式：A×x+B×y+C×z中：

• A——获得省部级科研项目的个数；B——获得厅局级和全国性专
业学会或全国性行业组织科研项目的个数；C——获得本市级或
省级专业学会科研项目的个数；x——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权重，取
值为40%；y——厅局级和全国性专业学会或全国性行业组织科研
项目的权重，取值为35%；z——本市级或省级专业学会科研项目
的权重，取值为25%。

• 2.加分项：除根据科研项目级别采取分级赋值换算方式得分外，
获得国家级或国际科研项目1项加3分，加分最高不超过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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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分项：仅限评估期内获得的科研项目，评估期前获得的科研
项目不计入。

• 2.加分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艺
术规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包括文化
部科研项目、各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厅局级科研项目包括各省
社科联科研项目、文化厅科研项目等。

• 3.加分项：全国性专业学会科研项目包括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
科技情报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等国家级图书情报专业学
会正式立项的科研项目，不含学会下二级专业委员会立项的项目。

• 4.加分项：全国性行业组织科研项目包括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全国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正式立项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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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 科研成果奖励 （省级2.13.7）
（A2097， B2243， C空缺）
• 1.计算公式：A×x+B×y+C×z式中：

• A——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的数量；B——获得厅局级或全国性专
业学会科研成果奖励的数量；C——获得本市级或省级专业学会科研成
果奖励的数量；x——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的权重，取值为40%；y——
厅局级或全国性专业学会科研成果奖励的权重，取值为35%；z——本
市级或省级专业学会科研成果奖励的权重，取值为25%。

• 2.加分项：除根据科研成果获奖级别采取分级赋值换算方式得分外，
获得国家级或国际科研成果奖励1个加3分，加分最高不超过5分。

• 加分项：仅限评估期内获得的科研成果奖励，评估期前获得的科研成
果奖励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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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组织文化和表彰 （A2098，
B2244，C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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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 使命、愿景与团队建设（A2099，
B2245，C2380）
• 基本分项包括：（1）有使命、愿景；（2）党、团活动；（3）
工会活动。

•
• 1.图书馆使命、愿景：（1）使命、愿景须由图书馆组织员工共同
制定，且在图书馆网站和图书馆发展规划上显示，0.5分；（2）
员工普遍知晓，0.5分。

• 2.党团活动：（1）图书馆党组织、团组织发挥作用，1分；（2）
图书馆党、团组织开展各项活动，1分。

• 3.工会活动：（1）工会组织发挥重要作用，1分；（2）工会组织
员工开展各项活动，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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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荣誉体系建设 （A2100， B2246，
C2381）
• 基本分项包括：（1）有荣誉体系设计和制度保障；（2）荣誉体
系实施情况。

• 1.荣誉体系包括：（1）图书馆业务表彰，含图书馆馆级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表彰以及部门设立的各种表彰；（2）其他表彰含党团
组织和工会组织的表彰。

• 2.需提供有馆内荣誉体系设计、制度及其实施情况原始材料。

• 如南京图书馆的馆长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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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 表彰奖励加分0-20分
（A2101， B2247， C2382）
• 1.计算公式：A×X1+B×X2+C×X3式中：

• A——获得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和省级党委、政府及国家级行业协会
（学会）表彰与奖励的数量（次）；B——获得省级业务主管部门或表
彰与奖励的数量（次）；C——获得市级或文化厅局级表彰与奖励的数
量（次）；X1——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及省级党委、政府表彰与奖励
的权重，取值为40%；X2——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与奖励的权重，
取值为35%；X3——市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与奖励的权重，取值为25%。

• 2.加分项：除根据表彰级别采取分级赋值换算方式得分外，获国际行
业组织或国家级表彰与奖励1次加3分，加分最高不超过20分。

• 指图书馆在评估期内获得的各类表彰和奖励，包括图书馆集体和员工
个人获得的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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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社会化管理与创新
（A2102， B2248， C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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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 法人治理 加分项
（A2103， B2249，C2384）
• 加分项包括：（1）建立理事会，加5分；（2）理事会制度运行
良好，加5分。

• 1.理事会建立须由图书馆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

• 2.提供理事会建立和制度运行的相关材料。

• 3.数据截止正式评估前即2017年6月底。

• 此项全面反映图书馆理事会工作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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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 社会购买服务加分 0-10分（A2104，
B2249， C2385）
• 加分项包括：（1）购买机制与管理制度，加5分；（2）资金管
理与绩效管理，加5分。

• 加分项：社会购买服务具体内容：图书分编加工、图书上架整架、
保洁、保安、维保、自建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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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 图书馆获得社会捐赠 加分0-5分
（A2105， B2250， C2386）
• 加分项包括：（1）建立有接受社会捐赠机制，向图书馆捐赠的
公民和各类社会组织数量达到200 个，加3分；（2）图书馆获得
社会捐赠的总额达到50万，加2分。

• 加分项：捐赠的范围包含文献捐赠，文献金额可计入捐赠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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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4 第三方评价机制 加分0-15分
（A2106，B2251，C2387）
• 加分项共15分：采用第三方评价机制，并评价良好，加10分；达
到优秀，加15分。

• 加分项：采用第三方评价机制指图书馆在评估期内聘请过第三方
专业评价机构进行过图书馆服务评价或图书馆整体评价，需提供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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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5 志愿者管理 0-5分（A2107， B2253，
C2388）
• 基本分项包括：（1）志愿者管理制度、规范化， 2分；（2）志
愿活动经常化及成效，3分。

• 主要考察图书馆志愿者数量、志愿者服务，以及志愿者管理情况。

• 此项全面反映志愿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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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6 文创产品开发 加分0-5分
（A2108， B2254， C2389）
• 加分项包括：（1）文创工作组织与创意策划，加2.5分；（2）
有文创产品，并取得实效的，加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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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分项：文创工作组织与创意策划指图书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
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
发〔2016〕36号）开展的相关工作。该项包括：有贯穿落实的具体措施或组
织实施方案，得1.5分；有专门的文化创意策划案，得1分。
2.加分项：文创产品指充分挖掘利用文化资源特别是文献信息资源，由图书
馆自行开发或与社会其他部门联合开发的，体现文化内涵，具有原创性、独
特性和价值性的产品，包括兼具文化内涵、科技含量和实用价值的数字创意
产品。
3.加分项：有图书馆与社会其他部门联合开发的文创产品并结合陈列展览、
主题活动、馆际交流等开展了产品推广营销，加1分，有由图书馆自行开发
的文创产品并结合陈列展览、主题活动、馆际交流等开展了产品推广营销，
加1.5分。



2.15.7 组织管理与运营创新加分 0-5分
（A2109， B2255， C2390）

• 加分项包括：（1）资源采购依据第三方数据分析按需采购的，
加2分；（2）采取服务外包管理并具有完善的绩效考评的，加2
分；（3）通过信息化方式资源采访的，加1分。

• 主要考察在组织管理和运营方面采用的创新性管理方法和手段，
以及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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