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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PART ONE
重庆市数图资源联建项目整体情况



重庆市作为年轻的直辖市，具有直辖市名

分，中等省框架，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

大库区为一体。全市户籍人口3371万人，常

住人口3017万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

口200万人，城镇人口1838.4万人，典型的城

乡二元结构地区。下辖38个区县（含24区，

14县，14个国贫县），有43家公共图乢馆（2

个市级馆；24个区级馆，14个县级馆，2个开

发区图乢馆、1个区级少儿馆）。

重庆市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情况：
2011年（2家）：重庆图乢馆、渝中区图乢馆

2012年（5家）：南岸区图乢馆、北碚图乢馆、沙

坪坝区图乢馆、九龙坡区图乢馆、大渡口区图乢馆

2014年（36家）：万州区、涪陵区、江北区、渝北

区、永川区、璧山区、大足区、双桥经开区、綦江

区、万盛经开区、江津区、合川区、巴南区、黔江

区、长寿区、南川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

开州区、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武隆

县、忠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

家族苗族资质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重庆市少儿馆、涪陵少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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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项目：政府公开信息、地方文献数
字化、唯一标识符(3家)

五个项目：政府公开信息、地方文献数
字化、图乢馆公开课、网事典藏、大数
据整合服务（10家）

一个项目：政府公开信息(1家)

七个项目：政府公开信息、地方文献数
字化、元数据仓储、唯一标识符、图乢
馆公开课、网事典藏、丏题资源库(2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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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参与馆 参与项目 任务量

2013年 重庆图书馆（1家） 政府公开信息 1.7万条

2014年 重庆图书馆、南岸区图书馆、北碚图书馆

(3家)

政府公开信息 6.3万条

唯一标识符注册与维护 1000条

地方文献数字化 1万页

2015年
重庆图书馆、市少儿馆、沙坪坝区、渝中区、
渝北区、渝中区、北碚区、大渡口区、江北
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巴南区、丰都县、
南川区、垫江县、江津区、綦江区、黔江区、
铜梁区、潼南区、万盛经开区、武隆县、涪
陵区、涪陵少儿馆、石柱县（24家）

政府公开信息 15万条

唯一标识符注册与维护 0.5万条

地方文献数字化 5万页

元数据仓储 11.5万条

图书馆公开课 100讲

网事典藏 500个

专题资源库 1个

2016年
重庆图书馆、万州区、大足区、双桥经开区、
长寿区、合川区、永川区、巫山县、巫溪县、
秀山县（10家）

政府公开信息 5.25万条

网事典藏 100个

图书馆公开课 30节

地方图书数字化 4.2万页

地方报纸数字化及篇名识别 0.88万版

大数据整合服务 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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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PART TWO
重庆市资源联建主要做法



项目
申报
审批

2

项目
报备
执行

资源
建设
提交

资源
验收
发布

一、资源联建工作流程



数字资源联建申报、审批

重庆市2013年开始参与
推广工程资源联建工作，
2014年起，由重庆图书
馆联合区、县图书馆共
同参与，2015年开始逐
渐形成规模，全市24家
图书馆参与资源申报，
立项经费318万元，2016
年全市17家图书馆参与
资源申报，立项经费132
万元，2017年全市10家
图书馆参与资源申报，
目前等待立项审批。

在市文化委统筹下，重
庆图书馆根据全市推广
工程资源建设目标，结
合区县馆资源申报规模，
进行统筹考虑，确定全
市资源联建项目建设规
模、建设主题。

市文化委统一组织专家
对全市公共图书馆上报
的资源联建项目进行初
审，淘汰策划较弱、内
容不符、质量不高的项
目。通过专家组审核的
项目再上报国图终审。

在市文委的统筹下，汇总
和提交重庆市公共图书馆
申报材料，上报国图，等
待立项审批。

2



2

根据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区县馆确定项目负责人和
参与人员，按照计划拟出
项目进度，由重庆图乢馆
汇总幵提交参与馆的资源
联建报备表。

提交
报备表

资源联建报备、执行

项目
规划执行

各承建馆按照项目计划
和进度，分步骤、分阶段
地实施、执行。



2

资源建设中，大部分承建馆都能按照项目进度和要求

开展工作，个别馆有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确保项目

顺利进行。

在资源建设过程中，重庆图书馆对区县图书馆进行监

督和指导，把握总体的进度，按照联建项目进度提交

各子项目清单、样例数据、完整数据等。

重庆图书馆、各区县图书馆根据本馆技术能力和资源

特色，按照推广工程资源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开展本

馆数字资源建设。

资源联建建设、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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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图书馆按照资
源联建项目的著录
方案和规则，对区
县馆提交的资源列
表清单和样例数据
进行初审，初审无
误后，提交给国图
复审。

重庆图书馆按照拟定
的计划和时间，汇集
承建馆提交的第三方
质检报告和完整数据，
提交给国图进行终审
和验收。

区县图书馆对各自
承建的项目进行数
据的保存和维护。
同时，应利用本馆
资源特色开展相应
服务工作，以提升
资源服务能力。

资源联建验收、发布



项目申报

二、资源联合建设的要求

项目建设

项目提交 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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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项目申报不要求各馆都申报，已有资源联建任务的馆最好在完成
各自联建任务的基础上，再进行申报，保证资源建设质量；二是计划
申报项目，务必弄清本馆和资源联建相关的馆藏，再有计划的申报，
避免出现申报后不能完成的情况，影响下一年度的申报。

项目建设
1 资源建设之前，需进行本馆数据查重。按照项目规划，分阶段、分
步骤地进行数据加工。
2 采集范围：各馆采集、加工本辖区内的网站、数据。
3 重视标准应用，依照当年所下发的联建相关文件（著录方案和著录
规则）进行著录。

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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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交

项目验收

清单
审核

提交
样例

完整
数据

所有项目均需提交第三方质检报告后，才能提交完整数据1

所有项目通过验收后，才能结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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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规划，完善保障体系1

精准人员，保障资源建设2

加强指导，提升业务水平3

创新机制，优化资源服务4

三、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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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机构，组织协调有力

分级负责，落实责任主体

健全制度，规范建设流程

专款专用，确保经费使用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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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区县馆落实到责任人
明确市馆、区县馆负责资源联

建项目的分馆领导、项目负责人，
通过QQ、电话、微信、邮箱等
方式进行沟通和联系，按照资源
联建相关的建设规范进行数据建
设，以确保资源联建任务的顺利
进行。

②
保
障
资
源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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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每年任务批复情况的不同，通
过每年建立QQ群等方式，把当年的
资源联建相关文件、各项目的视频和
文字材料等放入群文件共享，各项目
负责人通过下载进行学习。

根据各馆的项目批复情况，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资源联建培训巟作，以集
中培训、分级培训、现场操作、巡回指
导相结合，把资源联建过程中相关情况
、经验等进行分享，加强交流和沟通，
以讨论和解决联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满足不同需求，提升培训实际效果。

开展多样化培训

构筑学习平台

③
提
升
业
务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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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在除资源联建项目外，还积极响应国家图书馆、发展中心

等历年的资源征集。以重庆图书馆为例，包括各自建资源、共建合作
等建设资源，在数字图书馆网站，还专门设立了资源建设成果的发布
版块，将资源建设的成果进行集中展示。

结合活劢，深化服务推广
重庆图书馆带领全市公共图书馆积极参与推广工程、国家图书馆

各项活动，包括春节期间的“网络书香过大年”系列活动、利用国庆、
元旦等节日策划的系列活动、周期性举办的各项阅读活动。重庆图书
馆在上述活动的策划、执行过程中，整合了本馆及推广工程的资源，
进行整体规划和宣传推广。

整合资源，加强共建共享

④
优
化
资
源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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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不够（在数据加工过程中，发现数据
量不够，须写情况说明，可使用其它项目数
据量代替）

问题 一

问题 二

问题 三

资源建设中遇到
的几个问题

版权问题（公开课是必须解决版权的，数字
化是尽量解决版权。）

数据如何提交（所有数据和质检报告提交给
国图，国图进行最终验收。不同的项目，需
要以不同的方式分别提交给相关项目的负责
老师。）（平台、云盘、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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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PART THREE
重庆市资源联建未来规划



资源建设中遇到
的几个问题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政府服务平台重庆分站

专题资源库：中国抗战大后方3D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公开课效果

地方文献数字化效果

资
源
建
设
成
果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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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不足

联建工作相关经验不足11   

专业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2

资源应用效果欠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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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未来需要有整体规划：
各馆按照主题、时间、来
源等一定的方式进行规划
建设，要不断丰富数字资
源，以满足大众的需求。

加强资源建设

下阶段
工作规划

做好规划布局，建立完善
的工作机制，包括项目申
报、资源查重、数据加工、
数据提交、数据审核，保
障数字资源建设整体有序。

加强统筹管理

扩大覆盖面，在本系统
内进行资源征集。如档
案馆、文化馆等内的资
源。

社会化征集

加强内容建设，提升资源
质量吸引群众使用；通过
多种形式加强培训，通过
网络、平台为公众提供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
资源。

提升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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