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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馆长、各位同行：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山西省图书馆对各位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国家图书馆长期

以来对山西省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关心、

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按照培训日程要求，我就山西省“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情况作简要汇报，

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工程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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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作为首批加盟“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的省

份，在文化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

我省深入贯彻落实《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

按照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的统一部署，围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中心任务，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思路，创新发

展模式，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引

领，稳步推进“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平台建设、资源建设、

服务推广三大重点工作，着力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和

社会效益。



01 平台建设

我省已完成“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软硬件平台”搭建工

作，全省1个省级图书馆、7个市级图书馆已与国家图书馆

实现互联互通，开通虚拟专网。从2016年至2017年，我省

7个县级图书馆获国家 “基层图书馆互联互通”项目专项

资金支持，与国家图书馆实现了专线联通，今后三到五年

全省119个县级图书馆将陆续实现专线联通，各级公共图

书馆将全部实现与国家图书馆的互联互通，共享数字资源

与服务。



02 数字资源建设

地方图书馆数字化 地方报纸数字化 图书馆公开课 政府公开信息 网事典藏

2万页 1.5万版 200期 3万条 200期

山西省各级图书馆2016年完成数据量

截止2016年底，我省2013、2014年度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联合建设资源已经全部完成提交，2015已完

成资源制作，正在提交审核，2016、2017年资源正在进行科学高效快速的数据制作。



03 服务推广

多渠道、多手段、多形式、全方位开展服务推广，不断放大工程综合效益。参加国家图书馆“童音诵古韵，

经典有新声”、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等多项服务推广工作。2017年春节期间开展“网络书香过大年”活
动，联合省内近60家市、县图书馆报名参与；在“网络书香讲坛”推广活动中，山西省图书馆组织干部、职工
认真参加每一期讲座学习，并与各市、县图书馆建立学习心得交流、分享机制，共同研讨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的发展趋势与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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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资源建设及整合应用方面的做法



数字资源建设及整合应用

（一）把握政策、明确责任、科学推进，

为我省数字资源建设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

（二）资源为本、规划引领、突出特色，为

我省数字资源建设提供科学规划依据。

（三）规范标准,规范流程，逐步推进，

扎实进行数图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

（四）整合资源、突出共享、统筹推进,

有效进行数字资源整合服务

（五）加强服务效强，提升推广工程的社会认知度和

影响力，配合完成网络书香资源检索平台的部署工作。（六）坚持强力推进与注重宣传推广并重的原则，

工程品牌效应和社会效益不断拓展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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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设立专门机构、强化组织管理。为了有效推进我省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工作，省文化厅成立了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对全省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分专业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专家委

员会，负责对工程项目及工作方案进行咨询指导和审核论证；成立了副处级建制的“山西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中

心”，负责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文化惠民工程进行协调整合、统筹

推进和具体实施。

（一）把握政策、明确责任、科学推进，为我省数字资源建设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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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确职责、有序推进，建立科学有效的工

作推进机制。在认真学习贯彻《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

程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省级文化行政主管部

门、工程组织实施单位的具体工作职责，并督促市县参照

对应；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制定出台相关组织管理的政策

性文件，不断规范工程组织推进、项目申报论证、项目组

织实施和经费支出管理等重点环节和重要事项的落实；年

初制定计划，分级下发落实，年终总结上报，不定期督促

检查；按照全省一盘棋的思想，以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

设中心为牵头，组织协调省直文化系统和基层各相关文化

单位，定期召开和举办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协调会、培

训班；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中心内部建立“项目规划申

报团队”、“项目制作团队”和“服务推广团队”，三支

团队分工明确、协调配合，不断完善科学有效的工作推进

机制。

（一）把握政策、明确责任、科学推进，为我省数字资源建设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



PPT

三是发挥专家作用，建立专家咨询机制，提高工程建设和项目实施的科学

性、有效性。我省先后成立了包括传统戏曲、民居古建、风俗民俗、旅游文化、民间手

工技艺等十多个类别的专业委员会，对项目规划论证、申报评审、中期检查、项目结项等环

节进行专业咨询和指导。

（一）把握政策、明确责任、科学推进，为我省数字资源建设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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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建设目标 实施步骤

建设原则 内容框架 实施步骤

一是顶层设计，规划先行

（二）资源为本、规划引领、突出特色，为我省数字资源建设提供科学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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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地方戏曲资源

2 民间曲艺资源

3 民间舞蹈资源等

4 山西创业文化资源

5 山水文化资源

6 当代名人资源

7 煤文化资源

8 现代工艺文化资源

9 《文源讲坛》资源

10 群众文化艺术资源……

（二）资源为本、规划引领、突出特色，为我省数字资源建设提供科学规划依据。

一是顶层设计，规划先行



LOGO

价值观——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 作风优良 纪律严明 保障有力

我省在开展地方资源建设工作过程中，秉承“开放”、“合作”的

理念，大胆引入社会力量，吸收社会资源，参与到地方资源建设与

推广中，先后与山西省旅游局、山西省文物局等政府机关，与山西

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与山西广大视听传媒有限公司、

山西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充分挖掘、

利用他们的既有资源，充分调动、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最大限度

地保证了成片品质，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推广效果。

二是社会参与、合作共建

（二）资源为本、规划引领、突出特色，为我省数字资源建设提供科学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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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
程资源联合建设资源已
经全部完成提交

02

已完成资源制作，
正在提交审核

03
资源正在制作中 04

山西省图书馆完成地

方图书馆数字化1万页、

地方报纸数字化1万页、

图书馆公开课100节、网

事典藏100期、政府公开

信息2万条。2013/2014

2015

2016/2017 2016

积极参与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建设，面向基层，联合太原市图书馆和朔州市图书馆等，实施数

字资源建设项目的统一申报，统一把关，分级建设机制。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中心负责把握方向、

统一论证、中期督导和抽查验收，联合建设的市县图书馆具体进行项目组织实施。

三是统一立项、联建共建

（二）资源为本、规划引领、突出特色，为我省数字资源建设提供科学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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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简单做起，逐步整合推进。按照《山西省地方数字资源建设规划》

内容，首先选取具体有山西地方特色且属公有领域，无版权障碍的图书和报

纸进行数字化。我馆有2010年参加数图推广工程首批数字资源联合征集工作，

104部各个时期的山西地方志被选入征集范围。

二是按照标准规范，注重资源类型的多样化。2011年开始，除山西方志

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史资参加征集外，我省还有将自主策划、自主拍摄制作

的自有版权的山西省图书馆文源讲坛资源也纳入征集范围。2011-2012年56

部符合条件的讲座成为征集资源的又一内容。

（三）规范标准,规范流程，逐步推进，扎实进行数图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

我馆自201020年开始参加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征集与建

设工作，截止目前已建设大批具有

地方特色的各类数字资源，建设的

同时进行统一发布，具体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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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高标准，统一建设。从2013年开始加盟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

字资源联合建设项目。元数据仓储、地方文献数字化、政府公开信息三个项

目的组织建设标志着我省的数字资源建设逐步向科学化、规范化迈进。

四是加大数字资源建设的范围，联合市级图书馆共同建设。从2014年开始，

除完成本馆的数字资源建设外，先后联合太原市图书馆、朔州市图书馆、长

治市图书馆等五家有资源、有技术、有团队的有条件的市级图书馆联合进行

数字资源建设，让更多的地方特色资源进入数图资源总平台。

五是在建设的同时，查找不足，总结经验，将每年建设的数字资源进

行筛查，将前期不符合标准，或数字格式不达要求的资源进行二次加工，以

确保数字资源建设的科学规范

（三）规范标准,规范流程，逐步推进，扎实进行数图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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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整合资源。按照《山西省地方数字资源建设规划》建设内容框

架，每年选取两至三个选题进行分类建设，这些选题按照资源组织内

容与服务方式，进行文化专题片拍摄、多媒体数据库制作及简单数据

加工，将所有数据成果统一整合。

二是整合平台。经过多年的数字资源建设积累，数据成果类型多样，形式式样，

给推广服务带来了一定的不便。自2016年，我馆将所有加工制作的数字资源进

行了平台整合，所以数据按照元数据导入或重新加工入库的方式，进行统一入

库，统一发布。

三是多平台服务。近年来，除了基本的网站服务外，移动平台的快速发展为广

大读者带来方便快捷的体验感。为了加大移动数据服务的力度，我馆自2016年

开始将所有加工制作的数据进行了多平台发布，在微信平台和移动APP端同时

发布，以便使所做数据及时推送到读者手中。

为了使所建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我馆经过多种方式整合资源、整合平台、统一发布，
有效提高数字资源利用率。

（四）整合资源、突出共享、统筹推进,有效进行数字资源整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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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服务效果，提升推广工程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配合完成网络书香资源检索平台的部署工作。

一是转发文件落实平台部署工作。8月网络书香资源检索平台部署工作文件下

发后，我馆在第一时间转发了文件内容，并向省内7家图书馆调研各馆资源检索具

体情况，落实部署模式。对于已做统一检索的市级馆推荐开发接口模式，其他各馆

采用定制站点模式。

二是配合完成平台部署。截止目前全省7个公共图书馆已全部完成平

台部署工作，其中山西省图书馆、太原市图书馆采用开发接口模式，将网

络书香元数据导入馆内统一检索平台，其余5个馆均采用定制站点模式。

三是加强推广工程数字资源服务效能。下一步，我们各项工作将纳入

“山西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活动”的内容，在线上开展推广活动的同

时，线下在馆内及下基层赴县馆图书馆开展现场演示与推广，扩大数图推

广工程数字资源服务百姓的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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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坚持强力推进与注重宣传推广并重的原则，工程品牌效应和社会效益不断拓展和扩大。

一是注重媒体宣传报道，《山西日报》于2016年12月

在“文化周刊”栏目整版，以“省图公共数字文化行动”为
题目，系统梳理、全面介绍了山西省图书馆近十年来的公共
数字文化建设成果，在全省引起良好反响。

二是开展“山西地方特色文化专题展映活动”，此活

动一经推出，就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统计数据显示，在
参与“山西地方特色文化专题展映活动”的读者中，有93%
的受访者表示，通过观看电视专题片，自己对山西的历史文
化、地域文化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三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将三大文化惠民工程平台建设内

容、资源建设成果、以及项目申报流程、规范、方法、步骤

等内容梳理整合，每年赴6-7个县级图书馆进行现场推广，

推广的形式丰富多样，有馆内展览、展版宣传推介、现场讲

座讲解、讲座现场拍摄示范、及与馆员、读者面对面交流等

方式，把文化惠民工程的建设成果以各种形式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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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是要进一步明确平台建设、资源建设、服务推广这三大工作重点，

并围绕重点全面开展工作。

二是要着力巩固站点建设、强化工作管理、深化工程服务“三驾马车”

齐头并进，实现建、管、用相统一，促进站点全覆盖、管理全覆盖和服务

全覆盖的目标实现。 制度化轨道。

（一）进一步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协调推进，开创数图工程建设新局面。



做到“四个进一步”：

进一步完善分级推进机制，

进一步强化站点“四有”标准（有设施、有人员、有经费、有活动）建设，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 化轨道。

（二）进一步注重梳理总结，找准薄弱环节，补齐短板，提升工作效能。



一是将平台建设、资源建设、服务推广作为一个整体制定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整体方案，按计划推进。

二是完善各级各类制度，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内容、细

化环节、量化要求，出台管理流程。

三是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统一平台规范，统一资源建设标准，统一服

务推广模式，使之尽快走上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轨道。

（三）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保障，促进工程尽快步入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THANKS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