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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公共图书馆
社会化服务机制的创新研究
刘晓茹
郑州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文章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及实质，分析了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现状，如服务社会观
念淡薄、向社会开放服务限制多、服务效果不明显、自身资源因素限制服务社会的能力等。论述了供给
侧改革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建立长效机制，需从制定图书馆特别法、
中央省市财政共担、群众成为管理主体、提供多元化的主动服务等方面开展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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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Study on Social Service Mechanism of Public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Reform
LIU Xiao-ru
(Zhengzhou Library,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supply side reform,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ocial services of public libraries, such as weak social service concept, many limits to
services to the society, unobvious service effects, and own resources to limit the ability to serve the society. It
also discusse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services faced by public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reform, put forward to the idea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should depend on
mechanism innov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developing library special la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aring
financial burdens with cities, making the public become the main management main body, and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active services.
Key words: supply side reform; public libraries; social services; mechanism innovation
为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破解面临的各种矛盾

革方式进行的结构调整，作用在于矫正要素配置扭

与风险，党中央近期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理

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

念。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应如何

应性和灵活性 [1] ，改善要素生产率，满足人民大众

贯彻改革精神，进行服务提升，对社会化服务机制

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

进行创新，使其能够更好地发展，是公共图书馆界

背景下，我国应增强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的力度，促

探究的课题。

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改进公共服务体

1 供给侧改革概述

系的绩效。

1.1 供给侧改革内涵

1.2 供给侧改革实质

供给侧改革，是以提高供给质量为目标，用改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
方式，包括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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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资源时的决定性作用。改革重点在提高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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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使供给体系

性读物，具有学科专业特色的资源不多。另一方

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其目的有 3 个：提升客户

面，公共图书馆存在经费投入紧张的状况，彻底地

最大满意度、降低成本、整体品质最优化。

对社会开放的能力有限。人力资源方面，目前公共

2 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现状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及专业能力不足是限制

我国公共图书馆社会化管理机制包含三大要

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关键因素。

素，即政府提供的资金保障、专业机构管理与评级

3

机构及标准（见图 1）。从目前开展社会化服务的

机遇与挑战

现状来看，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主要存在以下 3 个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面临的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供给带动资源结构调整的

问题。

理念贯穿到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层面，既为机制

社会化管理机制

的创新提供了机遇，也为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
专业机构
管理

政府提供
资金保障

评级机构
及标准

转型带来挑战。
3.1 社会化服务面临的机遇

读者服务标准

业务管理标准

读者服务

人才招聘

馆舍布局

服务管理经费

资源采购经费

3.1.1
的责任

强化了各级党委、政府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各级党委政
府的重要责任 [4] 。要进一步深化社会大众对文化重

图 1 公共图书馆社会化管理机制

要性的认识，大力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

2.1 公共图书馆服务社会的观念淡薄

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为科研

应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获得更好的发展。

和科技开发服务，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意识比较淡薄。

3.1.2

虽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图书馆界就已经探讨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创建了良

向社会开放的问题，也取得了大众的赞同，但响应

好的社会氛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有助于激

多，实践少。国家教育部 2002 年规定“有条件的图

发人们阅读、学习的兴趣，促进社会大众关心、支

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开放”，此规定没有纳入国家

持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也将推动公共图书馆馆员的

法律体系，对图书馆未起到制约效力，所以对公共

工作热情和创新动力，促进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

[2]

为公共图书馆发展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并没有起到完全的推动作用 。

机制的创新和服务效率的提升。

2.2

3.1.3

公共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服务限制多、服务效果

获得更多的投入、更好的发展条件

公

公共图

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之一，建设公共文化服

不明显
目前，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常常伴有一定的条

务体系，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件，大体表现在对读者身份的限制、对开放时间的

这对被长时间忽视而投入甚少的公共图书馆来说，

[3]

限制、对资源利用类型和利用方式的限制等 。对

是一个大好契机。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公众的

读者身份的限制，如规定读者的户籍所在地；对开

热心支持下，落实党中央的改革政策，加快改革步

放时间的限制，如有的公共图书馆晚上不开放；对

伐，公共图书馆将会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期。

资源利用类型的限制，如只提供单一的纸质文献或

3.2 社会化服务面临的挑战

电子资源；对资源利用方式的限制，如规定纸质图

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公共图书

书不可以外借等。正是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使公

馆开展社会化服务，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数

共图书馆不能很好地为大众提供社会化服务，优质

代人不懈的努力。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机制的创

服务更无法实现。

新发展，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2.3 公共图书馆自身资源因素限制服务社会的能力

3.2.1

权责倒挂行政财政体制的制约

当前政府机

公共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服务的基础是文献资

构把建设图书馆的权责下放给各级文化部门，而自

源，由于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需要涉及到各个文化

身基本上只负责出政策和进行小规模补贴，导致国

领域，因此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期刊等大多是普及

家对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投入资金支持不能满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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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5] 。如果中央省市各级政府部门不担起公共图

彩票；鼓励企业捐建，给予一定优惠；鼓励非政府

书馆建设的主要责任，依旧上级指示、下级执行，

组织捐建等。

公共图书馆将面临无源之水的困境，图书馆建设

4.3 群众成为管理主体
政府通过委托管理、契约监督等方式，使群众

“都来说，没人做”。
公共图

成为管理主体。目的在于形成利益引导机制，激发

书馆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以及社会力量的参加，

管理单位改善服务的内在动力，从而保证丰富优质

并没有发动群众。如对于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来说，

的服务。群众既要参与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也要参

没有进行普及推广宣传，使群众能够意识到建设公

与其管理，并对其社会化服务进行监督。可以鼓励

共图书馆也是自己的义务，是自己学习吸收文化的

群众创办图书馆，如河南省周口市群众参与创建的

权利。此外，图书馆也未组织号召公众积极参与，

图书室有 88 个，藏书量达 122.5 万本。还可以鼓励

公共图书馆职能未得到发挥，公众通常为看客。

群众组建义工队伍参与监督管理，宣传文化知识的

3.2.3

重要性，激发大众阅读兴趣，引导群众充分利用公

3.2.2

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缺乏公众参与

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

供给侧改革提出了要

保证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讲，

共图书馆[7]。

不同区域的级别、信息技术水平、历史环境、特色

4.4 提供多元化的主动服务

资源、馆建规模不同，读者群体与读者需求有所差

随着社会科学、人文和经济等层面的不断发

异。因此，想要实现资源的供给侧配置难度较大，

展，组织和个人对于信息服务的需求也在与日俱

社会资源的浪费需待解决。此外，供给侧改革背景

增，这种繁多、复杂的差异性需求往往导致了公共

下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涉及到政策与资金的支

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不完全形态，因此需要对此加

持，地方政府是否能提供坚实的保障，成为公共图

以积极引导。在供给侧背景下，紧密结合国家发展

[6]

书馆优化社会化服务机制的思虑 。

方针，保证自身服务能够有序地满足需求方的诉

4

求，由被动服务转为主动服务，将服务模式和服务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机制的

创新途径

方法加以改进，提升服务意识，主动将服务带给企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机

业和个人。在服务过程中，可以将需求进行记录，

制存有难点和障碍，要建立长效机制，须从法治、

推行“集群工作”和“反馈模式”，将同一类别的

经费、管理、服务等方面展开机制创新，以此推进

信息需求进行分类记录，而后统一进行检索和收

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录，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用多种方式如 QQ、

4.1 制定图书馆特别法

E-mail 等进行反馈、沟通，如后期信息需求有调整

公共图书馆要突破人治色彩浓烈的机制困境，

和变化也能够在反馈计划中第一时间获取 [8] 。主动

制定公共服务法或公共图书馆特别法等相关法律，

服务方式可满足差异化的需求，公共图书馆社会化

把党和国家对公共图书馆的关注提升为国家意志，

服务机制的创新在于真正实现赋予它的职能。

这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重要保障。如果能尽快出台

5 结语

专门的公共图书馆法律法规，规范其性质、经费、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要加快公共图书馆

服务和测评，将使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机制创

发展的步伐，满足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提高自身的

新转型有法可依、有法保障。

知识素质。供给侧改革既为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机制

4.2 中央省市财政共担

的创新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只有完善相关

公共图书馆是公益建设，政府出资理所当然，

法律法规与政策、调动群众管理积极性、创新图书

问题是应该由哪级财政负责。当前，绝大多数乡镇

馆的服务方式，才能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促进

对建设公共图书馆心有余而力不足。实际上按照财

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改革创新。

权和事权对等原则，上级省市可回收公共图书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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