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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交流与合作   

2012 年，国家图书馆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为目标，以海外中华古籍回归、民国时期

文献保护计划、立法决策调研、数字图书馆合作为重点，认真履行对外文化交流职能，切实做好

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全面开展对外交流工作的同时，突出重点，策划亮点项目，扩大了国际交

流领域、扩展了国际合作区域，进一步推动国家图书馆参与图书馆国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

国际话语权和区域影响力。

一、国外及港、澳、台重要来访

2012 年全年外事接待共计 60 批 401 人次。2012 年重要来访包括：厄瓜多尔文化部长、埃及

文化部副部长、伊朗文化遗产组织副主席、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秘书长、新西兰内政部信息和知

识服务司副司长和新西兰国家图书馆馆长、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和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理事会主席、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图书馆馆长、日本

国立国会图书馆副馆长、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和香港钟瀚德基金会主席、英国德蒙福

特大学校长、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长、美国亨廷顿图书馆馆长、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交换馆

周和平馆长接见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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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与上一年度相比，来访人数有所增加。国际交流处充分向来访者介绍了国家图书馆的发展

成就，加深了海外机构对国家图书馆的了解，扩大了国家图书馆的国际影响，同时利用交流契机，

发掘新的合作项目。

二、赴国外及港、澳、台交流

全年共办理出访 25 批 71 人次，重要出访包括：馆长周和平等赴英国出席中英人文交流

机制启动仪式并签署谅解备忘录，赴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业务交流并签

署协议；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等赴拉脱维亚、芬兰参加第 78 届国际图联大会卫星

会议、国际图联大会，并顺访丹麦皇家图书馆；副馆长常丕军等赴日本与日本贩卖株式会社

签署赠书协议；副馆长陈力随文化部团组赴法国参加“中欧跨文化论坛”并做主旨发言，赴

香港参加香港大学图书馆一百周年学术会议；副馆长张志清等赴美国参加在芝加哥举办的

“中国古籍与文献：写作、流传与保护”国际研讨会；副馆长魏大威等赴台湾参加“2012 年

海峡两岸档案暨微缩学术交流会”，赴美国参加世界数字图书馆合作伙伴会议；副馆长王军

等赴印度尼西亚参加第 20 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馆长助理孙一钢等赴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进行业务交流；馆长助理汪东波等赴泰国、柬埔寨、越南访问三国国家

图书馆。

周和平馆长会见牛津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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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年度相比，出访批次和人数均有所增加。通过出访，巩固了国家图书馆对外交流项目

的务实合作，并在许多具体合作项目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国际友谊，树立了

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对外合作项目

2012 年，国家图书馆继续做好既有的合作项目，同时开拓思路，尝试拓展新的交流合作领

域。以“中国东盟文化论坛”的策划与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国家图书馆对图书馆国际事务的

参与广度和深度，扩大与东南亚地区图书馆的交流渠道，密切区域合作关系，为今后实质性合作

项目的开展奠定基础；积极参与国际图联事务，发挥国家图书馆作为国际图联中文语言中心和国

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中国中心的作用，提升中国图书馆界的国际影响力；利用筹办实施第九次中

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为加强全球中文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提升中

华文化的凝聚力。

配合海外古籍调查、民国文献保护、立法决策调研、数字图书馆项目合作等国家图书馆的重

点工作，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地开展国际合作，使国际合作项目更好地为重点工作服务，为整体业

务建设带来最大化收益。

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图书馆界双边或多边业务探讨和交流活动，寻求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项

周和平馆长会见台湾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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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针对性地开展务实交流。通过互访和专题业务交流进一步密切和美国、英国、俄罗斯、日

本、韩国等国家图书馆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叶

利钦总统图书馆、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签署合作协议，带动双边合作的更深层次的发展；通过

对东南亚地区国家图书馆的考察，为今后拓展与该地区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通过与台湾汉学研

究中心的交流及与香港中央图书馆关于数字图书馆领域达成合作意向，进一步以文化为纽带带动

与台港澳地区图书馆的合作；充分利用参加第 20 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第

78 届国际图联大会、“中国古籍与文献：写作、流传与保护”研讨会、中美民国文献保护研讨会

等多边或双边交流平台，带动国家图书馆业务的提升。

在文化外交工作中继续承担国家图书馆的职责，执行政府对外文化协定。发挥国家图书馆资

源优势和专业优势，积极配合国家文化外交战略，以“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推进国家图书馆

外宣工作的全面发展，树立国际形象。继续积极跟进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建设项目；继续做

好“中国之窗”海外赠书项目。

加强与全球性、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交流，除密切国家图书馆与国际图联的关系外，进一步加

强与香港钟瀚德基金会、澳门基金会、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等团体的合作关系，为国家图书馆

扩大资金筹集渠道，更好地为馆藏建设和读者服务。

根据国家图书馆人才发展战略，推进外语志愿者的选拔，共选拔出外语志愿者 30 名，覆盖

英、日、德、俄、法、韩、蒙、越、泰等 10 个语种；组织相关专业培训，并通过安排参与外事工

作实践，不断培养和锻炼外语人才。在馆员赴外研修方面，实施选派赴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研

修生项目，安排馆员参加文化部组办赴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学习，安排参加文化部第五期全国文化

艺术管理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境外培训班。

继续做好出版物进口工作，办理国家图书馆进口资格年报、海关资质年审、出版物统计报表

等；全年接受海外出版物赠送共计 5 批 9800 余册，办理港台图书进口共计 5 批次，办理行邮渠道

进口出版物若干；认真做好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进口实施监控系统”的实施工作，落实新闻出

版总署部署的违禁出版物查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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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与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图书馆签署合作协议】

3 月 20 日，国家图书馆与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图书馆签署了合作协议，为今后两馆全方位的合

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双方将在人员互访、文献交换、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积极合作。至此，国家

图书馆馆与俄罗斯三家国家图书馆均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有助于推动两国图书馆事业的共同发

展。在该协议的基础上，8 月国家图书馆馆向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图书馆提供部分数字资源以便该

馆在 APEC 峰会上使用。 

【周和平馆长出席“中英人文交流机制启动仪式”】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访问英国出席“中英人文交流机制启动仪式”。《中国

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和钟瀚德基金会有限公司关于中文古籍善本保护、修复和数

字化的谅解备忘录》的三方签署仪式纳入李长春同志出访活动议程，馆长周和平率团赴英出席了

仪式并在李长春同志见证下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国家图书馆与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图书馆签署了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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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在美合办国际研讨会】

5 月 7 日—16 日，国家图书馆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在美国芝加哥举办

了“文本中国：中国古文献的写作、流传与保护”国际研讨会，副馆长张志清率团参会。全美主

要中文古籍收藏单位代表及近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古籍专家参加了会议，就北美地区中文古籍调

查和数字化合作进行交流，为推动北美地区中文古籍的保护和调研奠定了基础。

【与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签署合作协议】

5 月 20—26 日，国家图书馆与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顺利签署了第七期合作协议，副馆长

常丕军率团出席了活动。按照协议，未来 5 年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继续每年向国家图书馆赠送

8000—10 000 册最新出版的日文图书。该项目既丰富了国家图书馆馆藏，也为中日文化交流搭建

了良好平台，同时还为国家图书馆馆员提供了赴日研修机会。

【王军副馆长参加第 20 届亚大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5 月 28 日—29 日，第 20 届亚大图书馆馆长会议在印

度尼西亚举行，王军副馆长等 2 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的

主题是“国家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播”，共有来自 17 个国

家的 21 名正式代表和部分观察员参加会议。会议内容主要

包括：审议通过第 19 届亚大图书馆馆长会议报告；各馆分

别就本馆 2011 年度的主要工作做报告，国家图书馆代表团

也从馆藏资源建设、馆藏管理、创新服务、文献搬迁等七

个方面对全馆 2011 年度主要工作情况向大会做了通报。王

军副馆长在会议期间分别会见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新

西兰等国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参会代表。

【陈力副馆长参加中欧跨文化论坛】

7 月 1 日—6 日，陈力副馆长应邀赴法国出席“中欧跨

文化论坛”活动，并作主旨发言。此次论坛是中国文化部

和欧盟委员会合作举办的“中欧文化对话年”系列活动，围绕“寻找文化聚点：思想方式、艺术

和书籍”的主题进行探讨。参与此次活动对于加强与欧盟国家的相互了解、推动双方的文化交流

产生了积极作用。在此中法文化交流大背景下，国家图书馆与法国使馆合作举办了关于法国作家

维克多 · 谢阁兰的展览，体现了国家图书馆在中欧文化交流领域所发挥的积极影响。

【孙一钢馆长助理率队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进行第 15 次业务交流活动】

7 月 2 日—9 日，应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邀请，馆长助理孙一钢一行 5 人赴韩进行两馆间第

15 次业务交流。在业务交流会上，国家图书馆作了题为《中国图家图书馆在国家书目标准化建设

王军副馆长参加第 20 届亚大图书

馆馆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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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及功能》的基调报告和题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关于国家书目标准化工作的现状及发展方

向》的主题报告。双方结合报告和业务实际就国家书目标准化等问题进行充分研讨。

【常务副馆长詹福瑞率团参加第 78 届国际图联大会】

8 月 7 日—18 日，常务副馆长詹福瑞一行应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国际图联和丹麦皇家图书

馆邀请，率代表团参加第 78 届国际图联大会及在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国际图联大会卫星会

馆长助理孙一钢与韩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会晤

常务副馆长詹福瑞率团参加第 78 届国际图联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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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访问丹麦皇家图书馆。本次会议主题为“提高公民素养的信息服务”，会议就“公民素养的

定义和重要性”、“图书馆员在推动公民素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大会发言和讨论交

流。之后，赴芬兰参加第 78 届国际图联大会，会议主题是“图书馆行动起来！激发灵感、超越想

象、赋予力量”。代表团分别出席了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年会、国家图书馆专业组、国际图联保存

保护核心项目、编目专业组、国际图联语言中心等专业会议。会议期间，与美国、英国、俄罗斯、

新西兰、新加坡、韩国等国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会晤，就双边合作进行探讨。

【举办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

8 月，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合作在兰州举办了“第九次中文文献资源共

建共享合作会议”和“第六次理事会会议”，充分发挥了国家图书馆作为中文文献资源中心的作

用，加强了与台港澳地区图书馆、海外中文图书馆的合作，巩固和扩大了国家图书馆在全球中文

图书馆界的影响力。同时对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

【中国—东盟文化论坛成功举办】

9 月，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

东盟国家的交流、建立高层对话

机制，国家图书馆协办的中国—

东盟文化论坛在广西举办，论坛

主题为“亚洲图书馆的资源共享

与合作发展”。周和平馆长在论坛

上发表了题为《加强交流，深化

合作，携手推进亚洲地区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主旨报告。论坛通

过了由国家图书馆与新加坡国家

图书馆共同发起的《东亚图书馆

南宁倡议》，东亚地区图书馆首次

就本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行

共同展望，表达共同意愿。此次活动对今后亚洲国家图书馆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有利于今后的区域合作，有利于提高亚洲地区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地位、话语权和影响力。

【汪东波馆长助理赴东南亚地区图书馆进行业务考察】

11 月，为拓展与东盟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空间，落实“2012 中国东盟文化论坛”的交流成果，

馆长助理汪东波一行 2 人赴泰国国家图书馆、柬埔寨国家图书馆和越南国家图书馆访问，对该地

区图书馆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了解其图书馆基本情况，并参加了越南国家图书馆 95 周年馆庆活

动。此行与东南亚地区图书馆建立了友谊，为今后的深入合作打下了基础。

周和平馆长在“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做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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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进行第 31 次业务交流活动】

11 月 20 日—27 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副馆长池本幸雄率代表团来访，进行两馆间第 31 次

业务交流。国家图书馆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自 1981 年以来，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每年均举

办业务交流活动，双方轮流互访，促进了业务上的相互了解与学习借鉴，推动了图书馆区域合作。

此次交流就馆藏资料与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馆长助理汪东波等参观越南国家图书馆时与该馆副馆长合影

周和平馆长会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副馆长池本幸雄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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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

世界数字图书馆在互联网上免费提

供源于世界各地各文化的多语种的重要

原始材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

国家图书馆在往年工作开展基础上，继

续做好相关工作。12 月 4 日—9 日，在

美国国会图书馆召开了世界数字图书馆

合作伙伴会议。副馆长魏大威率代表团

参加了项目执委会会议和合作伙伴会议，

就世界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规划进行探讨，

此次会议确定了世界数字图书馆 2013 年

的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发展

前景，对于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图书馆代表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访问】

12 月 10 日—19 日，受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理事会及新西兰国家图书馆邀请，周和平馆长率

代表团一行 5 人先后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了工作访问。在澳大利亚期间，周和平会见了澳

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理事会主席、澳柒控股集团首席营运官施来恩，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馆长安

妮 · 玛丽 · 史沃特里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馆长艾利克斯 · 拜恩。在国务委员刘延东

和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的见证下，周和平与澳大利亚代理艺术部长马丁 · 福格森签署了《中国国

家图书馆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合作备忘录》。代表团对新西兰访问期间，周和平会见了新西兰内

政部信息和知识服务司副司长苏 · 鲍威尔、新西兰国家图书馆馆长威廉 · 麦克努特及新西兰国家图

书馆各主要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并签署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合作安排》。双方

就数字图书馆建设、文献保存保护进行了讨论，积极探讨进一步加强双方交流与合作的途径。

【推进中日韩数字图书馆合作项目】

12 月，国家图书馆代表团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参加中日韩数字图书馆合作项目工作会议，

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代表交流三国数字图书馆合作项目建设的最近进

展，探讨该项目未来开展的合作领域，并达成了会议共识。此次业务交流明确了项目的短期实施

计划，对今后的顺利开展具有积极作用。

魏大威副馆长出席世界数字图书馆合作伙伴会议和执

委会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