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落实公共图书馆法  推动数字图书馆创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2017年11月4日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 

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十九大报告 

文化方面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兴盛” 



党的十九大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第一部文化立法 

标志着我国在文化法律制度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充分彰显了公共图书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中的重要地位，将党和国家关于发展公共图书馆

的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将人民群众对

于公共图书馆的期盼和要求用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

对于推动文化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良好健

全的法制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数字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 



       数字图书馆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框架中

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

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大力推进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与创新，不仅是

增强图书馆凝聚力和更好履行职能的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一、数字图书馆建设已经取得的进展  



       不用跑到图书馆，通过如今已有的手

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终端，就能享受到公

共图书馆提供的海量服务内容。 



       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

正在通过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文化惠民工程的深入实施变成现实。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由政府主导，国家和

地方财政共同支持，文化部负责组织实施。自

2011年实施以来，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及文

化部、财政部等部委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各地

文化主管部门、省市级图书馆的大力支持。 



41家 
483家 

2900余家 

省级馆 
市级馆 

县级馆 

截至2018年4月 

中央财政经费投入约10.88亿 

各级财政投入近27亿 



       坚持“标准先行”原则，结合实际工作，建立了30余项标准规范，

其中17项已经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公共图书馆落地应用。 



1. 夯实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图书馆自身实力大幅提升 

       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

馆数字服务网络，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

字资源保存技术研究，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

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 



注重信息化硬件和系统平台的搭建与升级 

35家 378家 

截至2018年4月，完成硬件配置图书馆数量 



省级馆达377.9TB 

地市级馆67.3TB 

接入省级图书馆35家 

地市级图书馆275家 

省级馆达740.2M 

地市级馆135.8M 



开展标准化图书馆业务平台建设 

已实现全国图书馆630个业务平台互联互通 

建设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系统中实名用户数量已经超过852万人 

采取总分馆模式建设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 

已有327家图书馆参与 

开发文津搜索系统， 

整合了多种数字资源元数据和传统文献元数据 



2. 实现了全国数字资源协调发展，初步构建资源共建共享体系 

公共图书馆要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 



注重优质数字资源建设的广度和深度 

全国数字资源总量 
18996.4TB 

国家图书馆 
1323TB 

全国省市级图书馆 
17673.4TB 



       面向全国400余家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开

展数字资源联合建设，打造一批精品资源库。 



开展面向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 

数字资源元数据的 

联合建设和集中仓储 
唯一标识符数据 

31万余条 

元数据仓储数据 
40余万条 

政府公开信息数据 
1447万余条 

地方图书数字化资源 
415万余页 

报纸数字化 
9万余版 

保存网络信息 
超过200TB 

001100 
110010 
000101 



       启动推广工程网络书香资源检索

平台建设，目前整合发布推广工程建

设的各类资源元数据100万条。实现

推广工程所建资源的有序整合与统一

展示，已有68家图书馆完成部署工作。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积极开展“基层图书馆数字资

源提升活动”，活动已覆盖386家

市级图书馆1958家县级图书馆和

346家基层服务点。 



3.通过多终端多平台创新服务，为全民阅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助力 

       通过多种方式，推送超过145TB的

优质数字资源面向全国提供阅读服务 

移动阅读平台服务用户 

超过850万 

互联网电视服务 

服务全球5000万用户 



积极拓展资源的服务形式 



为特殊群体提供 
多样化、个性化的数字图书馆服务 

加强军营网络文化建设 
丰富士兵业余生活 



       启动面向贫困地区图书馆的帮扶工作，首批为9家贫困地区图书馆

搭建了集各类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数字图书馆。 



       联合全国各级各地图书馆连续六年开展“网络书香过大年”品牌活动，

各类服务推广活动参与人数超过3968万人次。 



       利用网络培训平台，结合线下方式，积极提高数字图书馆业务骨干

的业务技能。 

全国性实地培训98期 

培训人数近1万人 

在线培训21期 

人数近19万人 

地方性培训2116期 

人数23余万人次 



全国公共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发展实际与需要还存在着差距 

尚未建立有效的

统筹协调机制 

资金未落实 

缺乏必要经费保障 

宣传和服务力度

不足 

专业技术人员 

较为匮乏 



       《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呼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要求，

要着力解决好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阅

读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确保在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文化惠民工程带动下，

公共图书馆资源向城乡基层延伸，实现公共图书馆要与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

步和人们的需求同步。 



二、公共图书馆法的实施为数字图书馆
建设指明方向 



1. 信息技术的发展现状 



微软创始人 比尔 · 盖茨： 

 

1981年 

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超我们想象，

许多事物的发展也远远不是我们曾经

以为的样子 

 

1994年 

这张光盘能够记录的内容比我身下所

有的这些纸张都要多 



物联网 

智能互联 

…… 

一种时代对时代的颠覆正在进行 



传感器、智能设备以及社交协作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新技术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虚拟现实（VR）技术 增强现实（AR）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GIS） 



今天的数据即所谓的大数据 

体量巨大 

数据类型繁多 

价值密度低 



现存网页总量已超过75亿 

假定一秒钟浏览一页 

看完现存的全部网页 

需要至少230年时间 



每分钟接收 

超过72小时时长 

的新增视频内容 

每天产生 

4亿条推文 

每天产生 

400万字信息 

每天 

2940亿收发量 



今天 

每个人可获得的信息量 

320倍于亚历山大图书馆 



全球的数据流量： 

150 EB 

40 ZB 

2005年 2020年 



1EB=13亿中国人人手一本500页书信息量 

5EB=3.7万个美国国会图书馆信息量 



“凡走过必留痕迹”，借助一切皆可

量化的技术背景与思维方式，大数据

的理念正日益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中国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用户不需要了解和控制 只要去利用 



基础设施 共性平台 服务手段 不竭动力 

全球技术创新将日趋活跃  各国的技术竞争将更加激烈 



图书馆打造一个无国界无距离的知识世界 



2.对公共图书馆法中有关信息技术的理解和分析 

      《公共图书馆法》鼓励现代信息技术助力公共图书馆建设，这次法条

中出现不少新的提法，这些条款为图书馆利用现代技术武装自己提供了保

障和支持。 



第八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科技在公共图书馆建

设、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推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和传播技术，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第四十条：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

书馆数字服务网络，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

资源保存技术研究，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

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 



第三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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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数字化、网络化服务体系和配送体

系，实现通借通还，促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向城乡基层

延伸。总馆应当加强对分馆和基层服务点的业务指导。 



第四十三条 公共图书馆应当妥善保护读者的个人信

息、借阅信息以及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不

得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五十条 公共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二）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向他人提供读者的个人信息、

借阅信息以及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 

公共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有前两款规定行为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贯彻公共图书馆法， 
推动数字图书馆创新发展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文化

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均把深

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改革工作列入

年度工作要点。 



1. 继续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不断拓展和实现公共数字文化信息化建设新形式 

       未来，推广工程将带领全国图书馆

进一步围绕关键环节，实现创新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

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 

建设 

服务 管理 

…… 

体制 



一体化的数字图书馆网络建设不能放松 

       紧密结合“国家重大信息工程，提升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适应的开放兼

容、内容丰富、传输快捷、运行高效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 



推进全部省级图书馆和计划单列市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专网直连工作以及区域性图书馆专网互联 

继续做好数字图书馆虚拟网直连，推动各省开展省内虚拟网

搭建工作，及时进行虚拟网及专网的运行维护，扩大网络承

载的应用系统范围，提升服务效果 



       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图书馆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建设，为提升推广工

程软件平台整合能力、扩大资源服务成果、面向贫困地区开展因地制宜

的数字图书馆服务奠定基础。 



       “十三五”期间要将全国2900

余家县级图书馆全部纳入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网络体系，形成连接国

家、省、市、县四级覆盖全国的公

共文化服务一体化网络。 

推动更多公共图书馆加入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服务网络 



       不断提升网络安全，增加对信息系统的安全审计，完善应对互联网

攻击、数据恶意下载和终端病毒防护的网络信息安全体系。 



数字图书馆平台建设将继续加强并完善 

继续为中、西部地区新建省、市级图书馆（含少儿馆）

购置搭建省级、市级数字图书馆平台所需的服务器、存

储设备、网络设备等硬件设备，并完成网络连接。 

完善推广工程网络书香资源检索平台，实现推广工程资

源和文化行业优质资源的有序整合与统一展示，为用户

提供一站式数字文化服务。 



继续推进数字图书馆业务平台标准化建设，到“十三五”

末基本实现公共图书馆各类业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和全面

应用。 

加强统一用户、唯一标识符系统升级改造，继续开展面

向省、市级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必配或选配业务平台的部

署工作。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推进数字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数字资源 

云发布系统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运行管理平台 

升级项目 

基于移动终端的 

智能化应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运行管理平台 

升级项目 

       平台将采集国家图书馆以及全国范围内省、市、县公共图书馆

的共性数据进行展示，既有固定频率的统计数据，也有实时数据统

计，将客观地反映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与服务的成果，以及在

工程的带动下全国范围内各级公共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现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运行管理平台 

升级项目 

既支持单个分站纵向的数据分析 

又支持多个分站横向的数据比对 

既支持馆内业务数据的分析 

又支持对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 

为图书馆内的业务发展、服务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也能全面反映图书馆行业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 

       未来平台将形成一个超大、全面的数据池，在此基础上

可以进行大数据整理和分析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运行管理平台 

升级项目 

       平台支持在有特色、有技术、有条件的公共馆复用建立分站的

形式,收集地方馆个性化、特色化的数据进行分析展示，形成“国

家—省—市”三级运营模式。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数字资源 

云发布系统 

将完成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云发布系统建设 

支持中心——地方云辐射架构 
构建以国家图书馆为中心的 

数据池和行为池 

实现中心到地方的 
对象数据云发布与云服务 

根据不同数据要求 
采用不同的传输协议和网络通道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数字资源 

云发布系统 

       系统将成为各省、市（区、县）级图书馆自建资源发布和服务的 

“云”的信息共享空间，逐步实现资源数据统一服务、用户数据统一

调度、平台数据统一管理，从而使全国各级数字图书馆自建资源的发

布和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基于移动终端的 

智能化应用 

       国家数字图书馆不断通过移动端创新来提升基础服务的

移动化、智能化应用水平。 



基于移动终端的 

智能化应用 

手机扫码借阅 虚拟读者卡（二维码读者卡） 

基于人脸生物特征的识别服务 扶贫APP开发 



2. 继续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坚持突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 

       推广工程将通过更大规模的全国

图书馆资源联建，有重点地共建一批

优秀数字资源库，以数字化、影像化

等方式，生动形象地讲述中国文化、

中国故事。 

联建优秀数字资源库 



       创新联建模式，打破区域束缚，探索跨机构资源挖掘与联合建设，

形成整体规模优势，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在统一平台上的共享利用。 

充分发挥省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地区性文献资源保障

中心的作用 

联合本地区各级公共图书馆共同开展地方文献资源

的建设与服务 

加强各级公共图书馆与其他系统图书馆之间的资源

共建共享 



开展数字馆藏开发，让珍贵资源

走出来、活起来、用起来。 



        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和特点，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

推进新媒体终端适用资源建设，全面助力建设“书香社会” 



       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依托推广活动将资源和服务积极

向县级及县以下的基层进行延伸和共享。 



多种模式 

网站 手机 数字电视 电子数据库 手持阅读器 

加大共享和推广力度 



3. 继续加强统筹协调，形成任务清晰权责明确推进有序的工作格局 

实施标准 

加大标准规范建设与共享 

立足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开放与推广，发挥标准规范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基础保障作用 



加强工程建设督导与评价 

 确保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足额按时到位 
 

 鼓励引导地方财政对推广工程投入力度 
 

 完善年度建设任务与经费的申报、审核、考核机制 
 

 用好中央专项经费，实现有效支持 



      坚持“需求导向、分工合作、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分级分布式

数字文化资源库群建设，加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保障。 

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和制度规范，建立群众

反馈机制，实行“订单式”“菜单式”服务 

继续加大文献资源建设经费投入 

合理确定数字资源建设重点和方向 



提升人才队伍支撑能力 

一方面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知识丰富、业务全面、

跨学科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另一方面要继续大力引进数字图书馆建设所需

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四、 结语 



       借助《公共图书馆法》实施契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将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履行好公共图书馆法赋予的职能和职责，抓住“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

利契机，本着“创新、融合、增效、超越”四大发展理念，建造标准统一、互联互通

的公共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有效整合各类文化资源，提升服务效能，着力解决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助

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贯彻落实公共图书馆法  推动数字图书馆创新发展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魏大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