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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图书馆近年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公共数字文化工程

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

设的具体举措、重要任务与发展方向。 

能够全面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能力 
和服务水平 

创新文化发展 
体制机制 

增强文化发展 
活力与动力 

把握信息技术时代
的文化发展主导权，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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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 让数字公共文化遍及全省地市、县、乡镇街道和行政村 

• 基本完善了全省省级，地市、县级图书馆的软硬件设施与网络环境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National 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extension project 

公共电子阅览室计划 
Public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program 

文化部实施的三大惠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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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欠发达地区相同，黑龙江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端，始于 

文化部、财政部“十五”时期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强力促进了基层县、乡、村公共数字文化传播服务的设施、

网络建设 

跨越式地提升了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数字

化建设水平 

尤其是数字文化资源建设与服务的理念更新、技术应用创新

和专业服务能力、服务水平。 

依托全国各级公

共图书馆服务网

络组织实施的文

化共享工程建设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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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
省级分中心 

科学规划 

• 省文化厅统一组织设备招

标采购 

• 省中心（省图书馆）统一

制定设施、网络建设的技

术标准 

• 省中心（省图书馆）统
一组织设备验收、安装
调试和技术培训 

科学统筹 

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04 民宿图书馆的创新与实践价值 

以专业技术标准化促进了资源服务的均等化 

科学、统筹的建设模式， 

强力推进了黑龙江省共享工程建设全程中专业技术的标准化， 

在全国率先建设了标准统一 

全省图书馆自动化集群管理系统 

全省公共图书馆
VPN专用网络 

服务器与软件都部署在省馆机房 

统一规划全省读者证号、图书条码 

全省统一用户认证、通借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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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全省用户可以无障碍地享用这些资

源的浏览和检索服务，大大提高了

全省基层图书馆的数字文化服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 

 

全省13个地市 128个县区级 

公共图书馆通过统一用户系统免费

共享国家图书馆海量数字文献资源

以及省图书馆购买自建除外文数据

库的数字文献资源 

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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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全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的试点省 

统筹资源传输平台 

统筹传输网络建设 

统一服务设施建设 

统一设备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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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15个边境县便民服务中心与海关口岸，40个机场车站 
 

11个边防团，261个武警边防基层单位 

 80个边境农场、林场，30个旅游景区 

          158个乡镇、497个中心村 

将移动数字文化服务、远程数
字文化服务普及全省 

服务器 平板电脑 手机 

     电视大屏幕 摄像机 

下发公共文化一体机、服务器、电脑、硬盘、

中国文化网络电视互动播出终端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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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十三五”期间《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建

设方案》对我省贫困地区原有乡镇综合文化站、街道（社区）

文化中心公共电子阅览室进行升级，并以贫困地区人口数量、

服务半径作为布局依据，在公共文化服务空白区域设置数字文

化服务点（数字文化驿站）。 

2016年-2018年共建设完成 

71个乡镇基层服务点 

127个数字文化驿站 

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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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维护 资源更新 特色资源

上传发布 

技术培训 服务指导 

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原则 



16 

充分发挥各县图书馆资源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大力宣传和

推广资源服务内容，扩大了数字文化资源的使用率与使用范

围。 

同时充分调动基层服务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公共

文化一体机与中国文化网络电视互动终端的海量数字资源，

广泛深入地开展文化精准扶贫活动。 

 

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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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云平台•专网共享” 

省图书馆创新应用云计算技术与VPN网络技术 

01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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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施“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推进专业技 

术标准化、资源服务均等化”的战略 

重点投入，努力将省图书馆建设成全省 

数字图书馆中心馆 

以支撑和带动全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文化共享工程 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 

公共电子阅览 
室建设计划 

“十二五”时期，
黑龙江省深入整合
三大数字文化工程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与服务中心 

我省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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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龙江数字文化平台 
 

02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发展 

将建设和购买的可够外网使用的数字资源

统一到一个平台上发布出来。平台制作了

网页版，手机版。同时利用平台对全省

“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贫困地区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项目”建设完

成的乡镇基层服务点、数字文化驿站的公

共文化一体机进行了平台升级，免费将资

源传输给全省基层广大人民群众。 



               2007年起，在国家“共享工程资源建设项目”、 

国家图书馆地方资源项目的推动下，黑龙江省图书馆科

学规划、自主创建了集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

的“龙江多媒体资源库”、“寒地黑土农业技术”、

“北大荒”、“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等35多个地方

特色资源库，受到文化部验收评审专家的高度赞誉； 

数字资源库群建设 

02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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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江 流 域 的 自 然 与 文 明 

自主拍摄制作了34集文献纪录片《黑龙江流域的自然与文明》 

02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发展 



数字资源库群建设 

02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发展 

黑龙江省图书馆基本构建了将近50个具

有浓郁地方特色专题数据库组成的数字

资源库群，全省基层图书馆可以免费共

享省馆的数字资源数量和种类愈加丰富，

极大地提升了我省数字资源服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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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省图书馆为进一步延伸服务领域、拓展服务范围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漠河北极村风景旅游区、雪乡国家森林公园、亚布力滑雪场等旅游景区 

实现了游客图书借阅与电子借阅的多种阅读方式 

建立 

流动分馆 

数字分馆 

累计投入纸本图书 

2万多册 2万多册 

03 文旅深度融合探索 

大量的 

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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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各景区独有的产业经济与文化特点，体现共性，彰显个性 

• 可提供固定的场所 
• 图书与陈列书架 
• 阅读桌椅 

• 可设有茶吧等
休闲服务设施 

• 配备工作人员进行
的日常管理与服务 

岭尚欲雪香里民宿 透龙山景区 铁力桃源湖风景区 九峰山养心谷 

建立“森林书房”民宿图书馆 

05 文旅深度融合探索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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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文旅深度融合探索 

• 铁力市桃园湖景区 

• 金山屯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 

• 甘岭溪水岭尚欲雪民宿 

• 铁力林业局透龙山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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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建设完成的民宿图书馆具备纸本文献阅览、
数字资源服务以及休闲消费等功能 

采取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联合的建设方式 

省 

市 

县 

03 文旅深度融合探索 

“森林书房” 

5家 
图书 

2万册 
公共文化一体机
等电子服务设备 

20万元 5家 2万册 20万元 将整合大量的 

数字资源 
供游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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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训 资源传输 设备配送 图书配置 

“森林书房” 民宿图书馆 

解决了旅居游客居住时间长、景区休闲旅游内容还不够充分的燃眉之急， 
提升了各风景区服务质量，推进了龙江大旅游的发展进程。 

03 文旅深度融合探索 



04 民宿图书馆的创新与实践价值 

黑龙江省图书馆将不断强化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

平台建设、资源建设与服务推广 

不断拓宽服务渠道和服务领域，最大限度发挥云

计算服务平台、服务资源的优势，构建传输快捷、

服务广泛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实现

“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目标 

黑龙江省图书馆一直以来着力创新发展与创新服务，

坚持实施“资源建设引领全省发展，技术创新拓展

公益服务”的发展战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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