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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资料   

一、经费情况

（一）购书经费

单位：元

项  目 经  费 项  目 经  费

中  文  书 18618141.48 联合国资料 906158.20

西  文  书 27673371.09 地 方 文 献 4099813.20

东  文  书 12418955.01 中 文 资 料 404424.70

俄  文  书 2444234.45 中 文 刊 2540785.49

交  换  书 4395475.29 外 文 刊 50754849.52

港  台  书 5691980.37 港 台 报 刊 1180199.00

善本特藏 394711.95 中 文 报 472332.18

学位论文 325324.83 图书装订费 1640558.00

视听资料 502690.94 其 他 书 50927.53

合  计 134514933.23

（二）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及服务经费

项  目 经  费

电子出版物
中文 10500626.00

外文 18677123.00

合  计 29177749.00

二、国有资产

（一）简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图书馆资产总量达到约 506873 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约 281660 万元、流动资产约 33857 万元、对外投资约 20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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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约 10033 万元、其他资产约 179233 万元。固定资产中，图书文物约 244890 万元，房屋

构筑物约 7977 万元，交通运输工具约 455 万元，通用办公设备约 12682 万元，办公家具约 5243

万元，其他固定资产约 10413 万元。

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相比，2013 年资产总量增加约 70245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约 496

万元、流动资产减少约 5336 万元、对外投资增加 200 万元、无形资产增加约 10033 万元、其他资

产增加约 65844 万元。

（二）政府采购信息统计

2013 年国家图书馆政府采购总额 47075.11 万元，其中：货物类为 27189.70 万元，占采购总

额的 57.76%，比上年上升了 84.84%；工程类为 9397.13 万元，占采购总额的 19.96%，比上年下

降了 29.38%；服务类为 10488.28 万元，占采购总额的 22.28%，比上年下降了 29.45%。

按照采购模式划分，政府集中采购规模为 4066.88 万元，占采购总规模的 8.64%；分散采购规模

为 43008.23 万元，占采购总规模的 91.36%。按照采购方式划分，采用公开招标的采购规模为 44098.42

万元，占采购总规模的 93.68%；采用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和询价采购方式进行采购的规模分别为

1542.94 万元、1043.15 万元、390.60 万元，分别占采购总规模的 3.28%、2.22%、0.83%。

三、业务统计数据

1. 各类文献登记总量 593027 种，2991303 册（件），登记册（件）与 2012 年相比，减少 4.77%。

2. 各类文献编目加工总量为 589350 种，1257866 册（件），编目加工种数与 2012 年相比，增

加 2.40%。

3. 正式入藏各类文献为 605880 种，1247652 册（件），正式入藏册（件）与 2012 年相比，减少

1.91%；非正式入藏各类文献 616576 册 ( 件 )，非正式入藏册（件）与 2012 年相比，增加 7.45%。

4. 截至 2013 年年底，馆藏总量为 32442773 册（件）。

5. 全年共接待到馆读者 4187352 人次，与 2012 年相比，增长 10.67%。

6. 全馆流通书刊 27737517 册次，与 2012 年相比，增长 12.68%。

7. 国家图书馆网站访问量 103624.25 万次，与 2012 年相比，减少 9.94%。

8. 各类咨询共 103.41 万件，与 2012 年相比，增长 53.77%；其中一般咨询 102.68 万件，与

2012 年相比，增长 54.31%。

9. 办理读者证卡 23.22 万个，与 2012 年相比，增长 14.08%。

10. 培训、讲座、参观、展览等各项活动共接待读者 65.31 万人次，与 2012 年相比，减少了

23.15%；其中开办公益性讲座 237 场，共计 6.06 万人次；组织业界培训 32 期，共计 0.31 万人；接待参

观 332 批，共计 0.65 万人次；举办展览 53 场，共计 57.75 万人次；其他活动 57 场，共计 0.55 万人次。

11. 截至 2013 年年底，数字资源总量已达 874.5TB（同比 2012 年增长 61TB），其中电子报纸呈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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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TB、外购数据库 71TB、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 737.9TB、网络导航和网络资源采集 45.7TB，版权征集

数字资源 15TB。资源内容主要包括：电子图书 360.1 万种 /406.5 万册；电子期刊 5.8 万种；电子报纸 1.5

万种；学位论文 458.8 万篇；会议论文 457.3 万篇；音频资料 107.2 万首；视频资料 11.8 万小时。

12. 截至 2013 年年底，外购数据库共计 273 个，包括中文数据库 124 个、外文数据库 149 个。

外购数据库类型及数量

数据库类型 中文库数量 外文库数量

全文数据库 61 85

文摘/索引数据库 12 27

数值/事实数据库 28 25

多媒体数据库 20 0

工具型数据库 3 1

复合型数据库 0 11

合计 124 149

13. 截至 2013 年年底，数字资源发布总量达 621TB（同比 2012 年增长 66.8TB），占数字资源

建设总量的 71％。

注：1. 总登记量报纸按单件统计，入藏量按合订册统计。

2.自2011年5月10日起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闭馆进行维修改造，受此影响，2013年讲座展览数量、网

站访问量有所下降，但由于降低未成年人入馆门槛、推进读者服务新举措、整体提升精细化服务水

平，到馆读者量、文献流通量、各类咨询量、读者卡办理数量均有所上升。

各类文献入藏明细表（正式馆藏）

文献类别 种    数 册（件）数 上年册（件）数 增长率%

图

书

中文普通书 216349 488395 505890 -3.46

台港图书 20605 22105 21340 3.58

盲文图书 24 89 0 ——

线装书 3873 4525 1549 192.12

中文图书总计 237851 512104 528779 -3.15

西文图书 64119 70000 53129 31.75

俄文图书 7000 7104 6309 12.60

日文图书 17124 17686 17663 0.13

东文图书 4772 4992 3139 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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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别 种    数 册（件）数 上年册（件）数 增长率%

外文图书总计 93015 99782 80240 24.35

图书总计 333866 614896 609019 0.96

　

期

　

　

刊

　

　

中文期刊 10952 226805 220203 3.00

台港期刊 687 9473 8654 9.46

中文期刊总计 11639 236278 228857 3.24

西文期刊 5022 49735 42373 17.37

日文期刊 1051 12442 11135 11.74

俄文期刊 692 9509 9652 -1.48

东文期刊 39 1204 1013 18.85

外文期刊总计 6804 72890 64173 13.58

期刊总计 18443 309168 293030 5.51

报

　

纸

　

中文报纸 1465 3921 4799 -18.30 

台港报纸 90 1865 1514 23.18 

中文报纸总计 1555 5786 6313 -8.35 

外文报纸总计 73 0 1633 -100.00 

报纸总计 1628 5786 7946 -27.18 

特

藏

专

藏

善    本 14 15 8 87.50 

外文善本 135 162 742 -78.17 

新 善 本 139 359 297 20.88 

精装精印 52 78 26 200.00 

金石文献 2110 2572 175 1369.71 

手    稿 692 3016 4573 -34.05 

舆    图 0 0 0 ——

画    片 0 0 0 ——

照    片 0 0 0 ——

民语文献 5194 9186 12667 -27.48 

学位论文 198154 198154 194976 1.63 

敦煌资料 225 344 266 29.32 

地方文献 6409 19382 7973 143.10 

图书馆学资料 325 338 272 24.26 

联合国资料 1026 1703 3045 -44.07 

中文资料 8548 8891 8608 3.29 

特藏专藏总计 223023 244200 233628 4.5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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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别 种    数 册（件）数 上年册（件）数 增长率%

缩

微

缩微平片 13961 32286 50825 -36.48 

缩微胶卷 22 2173 4093 -46.91 

缩微文献总计 13983 34459 54918 -37.25 

视

听

文

献

　

录像带 0 0 9 -100.00 

V C D 851 2354 8943 -73.68 

D V D 5724 19791 26137 -24.28 

LD 0 0 0 ——

视频文献总计 6575 22145 35089 -36.89 

录 音 带 741 514 9766 -94.74 

CD 4359 6495 11179 -41.90 

MP3 352 563 2029 -72.25 

声频文献总计 5452 7572 22974 -67.04 

视听文献总计 12027 29717 58063 -48.82 

电子 电子文献总计 2906 9415 15378 -38.78 

　 其他 4 11 0 ——

正式入藏文献总计 605880 1247652 1271982 -1.91 

到馆读者人次、文献流通册次统计表

人次 册次

1月 336297 2227063 

2月 238688 1547830 

3月 383664 2579653 

4月 333435 2165523 

5月 332453 2164686 

6月 310390 2040216 

7月 423015 2928530 

8月 454105 3062101 

9月 340540 2197753 

10月 347252 2292739 

11月 347579 2286363 

12月 339934 2245060 

合计 4187352 2773751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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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阅览室与服务点接待读者人次统计表

 

阅览室及服务点名称 读者人次 阅览室及服务点名称 读者人次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

物阅览室
0

外文文献第三阅览室 /北区三

层南
105369

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 0 外文文献第四阅览室/日本出版

物文库阅览室/北区三层北
44022

法律参考阅览室 0

OPAC检索(南区) 0 中文图书外借室 0

OPAC检索(北区) 75933 中文图书区（北区） 2272194

复制（南区） 0 中文期刊区（北区） 162011

复制（北区） 74234 中文报纸区（北区） 162008

复制（南区自助） 0 数字共享空间（北区） 558081

复制（北区自助） 59267 善本阅览室 12422

保存本阅览室 190413 中国少数民族语文阅览室 0

缩微阅览室 11369 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 0

基藏书刊阅览出纳台 69665 普通古籍阅览室（古籍馆区） 14527

基藏外文图书外借出纳台 34130 清史文献中心（古籍馆区） ——

工具书阅览室 116170 地方志家谱阅览室（古籍馆区） 3859

中国年鉴阅览室 0 地方文献阅览室（古籍馆区） 6656

学位论文阅览室 13449 复制、扫描服务（古籍馆区） 2264

台港澳文献阅览室 12166 图书馆学资料室 0

外文文献第一、二阅览室

/北区三层西
70727 少年儿童图书馆 116416

总计 4187352

注： 1. 受南区维修改造影响，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阅览室、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法律参考

阅览室、中文图书外借室、中国少数民族语文阅览室、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以及南区的复制、

OPAC 查询等服务暂停，统计数据为零；清史文献中心撤销因而无统计数据。

2. 自 2012 年 11 月起，中国年鉴阅览室暂停服务，改由基藏书刊阅览出纳台提供年鉴阅览。

3. 自 2013 年 7 月起，中文基藏本书刊阅览服务因库房搬迁暂停，以保存本书刊替代服务，同时北

区复制处的基藏书库５台自动复印设备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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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工作统计

单位：件

一般咨询 代检索课题 编制文献 年累计

党和国家领导 0 1 16 17

中央国家机关 0 10 1394 1404

重点科教单位 7834 2032 3716 13582

一般读者 1018960 173 0 1019133

年累计 1026794 2216 5126 1034136

国际互借工作统计表

项目 借出资料 借入资料

人次 292 919

册次 292 1045

复印(件) 254 705

拒绝(件) 30 252

读者证卡统计

单位：个

证卡名称 本年证卡 总计（2000/04/12起）

人工办证

贵宾卡

58234

1762449

 

嘉宾卡

成人读者卡

少儿读者卡 7218 

自助办证 读者卡 166769

合计 232221

 　　注：不含临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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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换文献统计表

     国家和地区  117 个　　　　　　交换单位  552个　　　　　　赠送单位  150个

类别
收到书刊资料 寄出书刊资料

  种   册(份)   种  册(份)

  图书 4587 4872 15275 23508

  期刊 1461 8485 872 37515

  报纸 0 0 32 21107

  平片 2247 8500 —— ——

电子出版物 10 30 —— ——

音像 0 0 —— ——

  舆图 0 0 —— ——

胶卷 0 0 —— ——

  总计 8305 21887 16179 82130

四、科研立项与结项

（一）立项课题

类型 课题名称 申请人 研制时间 备注

国家 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 南江涛 2013/07—2015/06 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国家 图书馆面向残疾人的服务模式与规范研究 陈 力 2013/07—2016/12 社科基金重点

国家 中国古代版印图录 李致忠 2013/07—2014/06 社科基金重点

部级 基于互联网电视平台的数字图书馆应用与示范 李春明 2013/08—2015/07 文化部创新工程

部级 基于RFID技术的读者借阅行为分析与预测研究 茹 文 2013/07—2015/07 文化部创新项目

部级 基于云计算的古籍数据库建设技术研究 方自金 2013/07—2014/12 文化部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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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项课题

项目类型 课题名称 申请人 结项时间 备注

基金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政府公开信息服

务机制与模式研究
梁蕙玮 2013/02/28 社科基金

部级 数字图书馆新媒体技术服务研究 李春明 2013/01/30 文化部创新项目

部级
古籍纸张近红外光谱无损检测系统

研究
李际宁、易晓辉 2013/11/29 文化部创新项目

馆级 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献整理与研究 萨仁高娃 2013/12/16 馆级项目

馆级
跨文化语境下的主题标引模式对比

研究
蔡 丹 2013/08/02 馆级项目

馆级
国家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政府出版

物调查
李 娟 2013/07/24 馆级项目

馆级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迁移技术及其在

国家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
董晓莉 2013/04/10 馆级项目

馆级 国家图书馆西文汉学善本提要 彭福英 2013/03/05 馆级项目

馆级 中国分类法的机读数据格式 汪东波 2013/01/22 馆级项目

馆级
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的整理

与研究
李红英 2013/01/15 馆级项目

五、人员统计

（一）2013年馆领导名录

周和平 馆长（副部长级）

詹福瑞 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

陈 力 副馆长

张志清 副馆长

魏大威 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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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军 副馆长

李虹霖 副馆长兼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孙一钢 馆长助理兼国家图书馆现代技术研究所所长（副局级）

汪东波 馆长助理兼研究院院长（副局级）

（二）2013年中层干部名录

部门 职务名称 姓名 备注

办公室

主任 苏品红 　

副主任 辛 璐 　

副主任 王雁行 　

人事处 处长 王青云 　

财务处
处长 张 军 　

副处长 李红霞 　

党群工作办公室
主任 荣 杰 　

副主任 张红霞 　

纪检监察处 纪检监察员（副处级） 张 彬 　

离退休干部处
处长 张艳霞 　

副处长 孙 乐 　

业务管理处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

作办公室）

处长兼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

办公室主任
高 红 　

副处长 孙伯阳 　

副处长 谢 强 　

副处长兼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

作办公室副主任
梁爱民 　

国际交流处                     

（台港澳交流处）

处长 张 煦 挂职

副处长 马 静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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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务名称 姓名 备注

国有资产管理处
处长 魏 崇 　

副处长 郝丽萍 　

保卫处
处长 赵建国 　

副处长 张明亮 　

行政管理处
处长 安 洁 　

副处长 张海波 　

研究院

院长（副局级） 汪东波 兼任

副院长（正处级） 申晓娟 　

《文献》常务副主编       （副处级） 张廷银 　

《国家图书馆学刊》

常务副主编（副处级）
卓连营 　

中文采编部

主任 毛雅君 　

副主任 刘 瑛 　

副主任 王 洋 　

外文采编部
主任 顾 犇 　

副主任 罗 翀 　

典藏阅览部

主任 王志庚 　

副主任 黄 洁 　

副主任 刘博涵 　

立法决策服务部
主任 卢海燕 　

副主任 张 洁 　

参考咨询部

主任 王 磊 　

副主任 李翠薇 　

副主任 葛艳聪 　

数字资源部

主任 李晓明 　

副主任 李春明 　

副主任 吕淑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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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务名称 姓名 备注

信息网络部                    

（国家图书馆现代技术

研究所）

主任 魏大威 兼任

副主任 邢 军 　

总工程师（副处级） 王乐春 外聘

缩微文献部
主任 曹 宁 　

副主任 张 阳 　

社会教育部
主任 汤更生 　

副主任 仲 岩 　

展览部 主任 陈红彦 兼任

古籍馆

馆长 张志清 兼任

副馆长（正处级） 陈红彦 　

副馆长（副处级） 林世田 　

副馆长（副处级） 谢冬荣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主任 张志清 兼任

副主任 陈荔京 　

国图艺术中心 主任 张朝慧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秘书长 严向东 　

副秘书长 霍瑞娟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副

主编
蒋 弘 　

后勤服务部
主任 曹 伟 　

副主任 文立新 　

基建工程办公室
主任 李昌明 　

副主任 王六长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社长 方自金 　

总编辑 贾贵荣 　

副社长 殷梦霞 　

（续表）



258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4

（三）人员结构

　 在编员工 1468

　 离退休人员 986

2013进馆人数 117 　

2013离馆人数 75 　

性别结构

　 男 603

　 女 865

部处科组管理人员

　 处级 61

　 科级 243

年龄结构

　 30岁及以下 433

　 31—40岁 399

　 41—50岁 325

　 51岁及以上 311

专业技术职务结构

　 正高级职称 47

　 副高级职称 294

　 中级职称 662

　 初级职称 251

学历结构

　 博士学历(含博士后) 71

　 硕士学历（含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588

　 本科学历 492

　 本科以下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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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馆外奖励

序号 获奖者 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

1 国家图书馆 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

监察部驻文化部监察局

2 国家图书馆
2013年度全国文化志愿服

务工作优秀单位
文化部

3 国家图书馆
2012年度财务决算工作先

进单位
文化部财务司

4 国家图书馆
2012年度海淀区人口和计

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5 国家图书馆 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绿

化委员会

6 国家图书馆 北京市爱国卫生红旗单位            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7 国家图书馆 交通安全先进集体 海淀区交通安全委员会

8 国家图书馆 海淀区交通安全先进单位
海淀区紫竹院地区交通安

全委员会

9 国家图书馆 中国RFID标准贡献奖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中国

RFID产业联盟

10 国家图书馆
二○一三年度北京市防化分队

应急分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北京预备役防化团

11 国家图书馆党委
“风清月明”文化部廉政

屏保征集活动组织奖
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

12 国家图书馆党委
全国文化系统党建研究会

2013年课题研究优秀组织奖
全国文化系统党建研究会

13 国家图书馆工会
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模范

职工之家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

委员会

14 国家图书馆工会 会员评议职工之家示范单位 中华全国总工会

15 国家图书馆工会

文化部系统干部职工第九

套广播体操展演活动最佳

表演奖

文化部直属机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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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者 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

16 国家图书馆团委
2 0 11—2 0 1 2年度文化部

五四红旗团组织

共青团文化部直属机关委

员会

17 国家图书馆网站 信息公开领先奖 文化部办公厅

18 国家图书馆网站 年度最佳奖 文化部办公厅

19 国家图书馆官方微博
全国党政机关微博影响力

飞越奖
人民网人民舆情监测室

20 中文采编部党支部 先进党支部
文化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1 外文采编部团支部
2011—2012年度文化部优

秀团支部

共青团文化部直属机关委

员会

22 典藏阅览部党支部 先进党支部
文化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3 立法决策服务部党支部 先进党支部
文化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4 古籍馆
北京市创建节水型单位（市

级）
西城区节水办

25
《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

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

书奖一等奖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古

籍出版工作委员会 

26

《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

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

2012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

书奖二等奖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古

籍出版工作委员会 
27

《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8

《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

文献汇编：第一辑》（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

29
《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

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

秀图书奖

中国出版协会、国际合作出

版工作委员会、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出版参考杂志社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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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者 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

30
《鸿雪因缘图记》（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首届青岛·东北亚版

权创意精品展示交易会创

意金奖

中国版权协会、中国首届

青岛·东北亚版权创意精

品展示交易会执委会

31
《为政箴言》（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

2012—2013年度全行业优

秀畅销书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

32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

订本）》（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

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

整理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33 《国家图书馆学刊》
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要览（2013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

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34
“国家书目门户中心”项

目组
CCEU2013优秀集体奖

艾利贝斯有限公司北京代

表处

35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

务平台
服务创新型政府网站

中国信息化研究与促进网、

中国优秀政府网站推荐及综

合影响力评估组、中国优秀

政务微博推荐评估组

七、出访和来访

（一）出访

3 月 17 日至 27 日，副馆长常丕军、离退休干部处处长张艳霞、国际交流处郝金敏赴美国、

加拿大访问，参加美国东亚图书馆年会，并访问美国、加拿大部分图书馆。

3 月 25 日至 29 日，副馆长魏大威、信息网络部甘蒂赴马来西亚参加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图书

馆馆长会议。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馆长周和平、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马静、数字资源部副主任吕淑萍、信

息网络部总工程师王乐春、古籍馆副馆长谢冬荣、馆长秘书刘明杰赴香港、澳门访问，并与香港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签署数字图书馆合作协议。

4 月 14 日至 23 日，出版社总编辑贾桂荣赴英国参加伦敦书展。

4 月 21 日至 26 日，数字资源部曲云鹏赴斯洛文尼亚参加国际互联网保存联盟年会。

4 月 22 日至 27 日，办公室副主任辛璐随文化部团组赴香港、澳门参加港澳实习生项目洽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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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5 月 8 日至 12 日，缩微文献部主任曹宁、业务管理处胡昱晓赴奥地利参加 ISO171 会议。

5 月 28 日至 6 月 8 日，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外文采编部主任顾犇、业务管理处副

处长谢强、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马静、外文采编部赵婷赴墨西哥、古巴、秘鲁访问并签署合作协议。

6 月 10 日至 12 月 10 日，典藏阅览部宋辰赴韩国参加“韩国文化同伴者项目”的业务研修。

6 月 30 日至 9 月 29 日，参考咨询部吴春丽、外文采编部白婧赴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研修。

7 月 2 日至 11 日，馆长周和平、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杨小波、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副主

任崔丽霞、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李忠昊一行赴美国、加拿大、巴西访问，进行立法决策服务及战略

储备库建设调研。

7 月 9 日至 10 月 4 日，外文采编部李伟赴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进行业务研修。

7 月 17 日至 25 日，数字资源部主任李晓明、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霍瑞娟赴俄罗

斯参加中俄信息环境下现代数字图书馆研讨会及第 10 届诺桑比亚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绩效评估国际

会议。

8 月 9 日至 21 日，出版社社长方自金赴美国、加拿大商谈出版合作。

8 月 10 日至 19 日，社会教育部主任汤更生、学会秘书处李寄荣赴印尼、泰国、新加坡参加

国际图联会议和相关卫星会议。

8 月 13 日至 23 日，馆长助理孙一钢、国际交流处处长张煦、保卫处处长赵建国、数字资源

部邵燕、刘昉、谢天、中文采编部高凌云、立法服务部陈宁，赴新加坡参加国际图联大会，其中

张煦、赵建国、邵燕还赴泰国出席了图联卫星会议。

9 月 27 日至 29 日，古籍馆周崇润赴韩国参加 2013 年度第一届藏书阁古籍保存学术交流会。

10 月 13 日至 20 日，副馆长张志清、业务管理处处长高红、古籍馆副馆长林世田、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助理王红蕾、业务管理处雷亮、国际交流处郭妮赴德国、法国进行古籍与民国文献考察。

10 月 22 日至 29 日，副馆长陈力、业务管理处副处长梁爱民、立法决策服务部副主任张洁、

立法决策服务部张曙光、外文采编部韩惠赴日本进行业务交流，并顺访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10 月 23 日至 28 日，馆长助理汪东波、中文采编部卜书庆、喻菲赴荷兰参加国际十进分类

法会议。

11 月 13 日至 15 日，副馆长张志清赴香港参加第八届亚洲文化合作论坛。

11 月 17 日至 23 日，业务管理处翟喜奎、信息网络部杨东波赴日本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

11 月 17 日至 22 日，副馆长魏大威、信息网络部石慧赴美国参加世界数字图书馆合作伙伴会

议和理事会会议。

11 月 20 日至 24 日，馆长周和平、国际交流处处长张煦、馆长秘书吴凯赴美国与托马

斯 · 杰弗逊总统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

12 月 4 日至 11 日，馆长助理孙一钢、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出版社

副社长殷梦霞、国有资产管理处齐欣赴新西兰、澳大利亚进行业务交流。

12 月 18 日至 21 日，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马静、信息网络部李志尧、数字资源部李成文赴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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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日韩数字图书馆工作会议。

2013 年出访共计 26 批，74 人次。

（二）来访

1 月 10 日至 14 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总裁一行 6 人来访进行业务交流，馆长周和平、

副馆长常丕军、副馆长魏大威、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宾。

1 月 23 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代表团一行 7 人来访，馆长周和平、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

宾。

3 月 7 日，日本一桥大学图书馆代表团一行 5 人来访参观。

3 月 26 日，德国索菲绍尔高级中学代表团一行 17 人来访参观。

4 月 11 日，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一行 2 人来访探讨合作事宜。

4 月 13 日，法国多媒体图书馆馆长一行 2 人来访交流。

4 月 15 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一行 3 人来访参观，馆长周和平、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宾。

5 月 15 日至 22 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副馆长一行 5 人来访进行业务交流，馆长周和平、

副馆长魏大威、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宾。

5 月 21 日，孟加拉国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一行 2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常丕军会见来宾。

5 月 22 日，韩国釜山图书馆代表团一行 5 人来访交流，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宾。

5 月 20 日，澳大利亚文化部长一行 7 人来访，馆长周和平、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宾。

5 月 22 日，韩国首尔市图书馆馆员 1 人来访参观。

6 月 4 日，英国国家图书馆馆员 1 人来访交流。

6 月 7 日，美国莱斯大学教授一行 2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陈力会见来宾。

8 月 2 日，法国多媒体图书馆馆长一行 2 人来访商谈合作事宜。

8 月 3 日，摩洛哥孔子学院代表团一行 5 人来访参观。

8 月 22 日，以色列国家图书馆馆长 1 人来访交流，馆长周和平会见来宾。

8 月 27 日，美国圣智学习集团董事会主席一行 6 人来访，副馆长陈力会见来宾。

9 月 9 日，乌克兰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一行 4 人来访参观，馆长周和平、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

来宾。

9 月 10 日，德国明斯特大学古籍保护部馆员一行 2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张志清会见来宾。

9 月 10 日，新西兰内政部长一行 6 人来访参观，馆长周和平、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宾。

9 月 11 日，台湾文学馆副馆长一行 3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张志清会见来宾。

9 月 29 日，蒙古国家图书馆代表团一行 40 人来访参观。

10 月 9 日至 15 日，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社长一行 12 人来访；馆长周和平、馆长助理孙一

钢会见来宾。

10 月 15 日，韩国忠南大学图书馆一行 2 人来访交流。

10 月 18 日，厄瓜多尔驻华大使馆公使一行 2 人来访商谈合作事宜，孙一钢馆长助理会见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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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伊朗文化部图书馆处 2 人来访商谈合作事宜。

11 月 3 日至 17 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交换馆员 3 人来访交流，孙一钢馆长助理会见

来宾。

11 月 18 日至 20 日，包括国际图联秘书长在内的 38 名海外代表出席了我馆在昆明举办的

2013 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活动，馆长周和平、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宾。

11 月 20 日，厄瓜多尔外交部长一行 25 人来访出席捐赠图书仪式，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

福瑞会见来宾。

11 月 22 日，英国开放大学图书馆馆长 1 人来访交流。

11 月 21 日至 23 日，朝鲜人民大学习堂总长一行 3 人来访交流，馆长周和平、副馆长李虹

霖、馆长助理孙一钢会见来宾。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7 日，塔吉克斯坦文化部民间艺术发展局局长一行 7 人来访交流，副馆长

陈力会见来宾。

2013 年来访共计 33 批，22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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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分会议、培训、讲座、展览

（一）会议

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备注

1月16日 “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标准”修订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1月18—24日 “第四批国家古籍珍贵名录”专家审校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2月7日
“《中华医藏》编纂项目工作方案”专家

讨论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2月27日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质量抽查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3月8日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选题策划专家委员会

2013年年会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

4月18日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古籍新发

现新闻发布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5月10日 《中华医藏》工作讨论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5月17—18日 明清档案编纂出版座谈会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

5月23日 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座谈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5月24日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存疑古籍版本鉴定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5月29日 《古籍保护技术》培训教材专家讨论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5月30日 西藏古籍保护培训视频教材审片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6月8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揭牌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收徒仪式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6月14日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第三批提要专

家复审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6月17—18日 海外（北美地区）中华古籍保护工作研讨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6月26日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专家

审读会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

6月28日 国家珍贵古籍装具式样方案专家咨询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7月8—9日 2013年海峡两岸档案暨缩微学术交流会 哈尔滨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

会、中国档案学会、台

湾中华档案暨资讯微缩

管理学会共同主办

7月10日 《民国文献类编》编纂出版座谈会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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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备注

7月10日 藏文古籍著录规则审定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7月15日 缩微工作研讨会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

制中心主办

7月25日 “天禄琳琅”专项修复专家论证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8月9日 古籍修复技艺传习研讨会 天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8月20日 中华古籍索引库二期验收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8月20日 国家珍贵古籍修复项目专家讨论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8月27日
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珍籍修复

项目启动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9月10—11日 网络资源采集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讨会 北京 国家图书馆

9月11日 碑帖拓片保护与修复技术专家讨论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9月12日
“全国古籍修复工作管理系统”专家意见

征求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9月14日 馆藏西域文献修复项目专家初评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9月25日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发布

会暨地方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

9月27日
中直系统收藏单位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研

讨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10月9日 《雪域文献宝典》项目专家论证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10月20日
《绿筠书屋诗钞》出版座谈会暨三山叶氏

宗亲团聚会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

10月22日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新书发布会暨

清代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

10月22—23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会议 韶山
文化部主办  国家图书

馆承办

10月29日—11月1

日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暨

《天津图书馆卷》首发式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

11月7日
2013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第5分会场古

籍整理保护与阅读推广会议

上海

浦东

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承办

11月8日
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颁牌

仪式

上海

浦东

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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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议名称 地点 备注

12月4日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第四批提要专

家复审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12月4日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2013年度学术交

流会
贵阳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

秘书处

12月4—6日
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

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2013年年会
贵阳

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文

献影像技术协会秘书处

12月13日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专家讨论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12月17日 新疆古籍保护培训视频教材审片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12月26日 “雕版著录规则与定级标准”专家讨论会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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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

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1月14日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发

展规划以及国际合作
陈惠勇 北京

2月8—13日
《新版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

册》上岗证书培训班
曹宁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3月8日 女性——环境保护的生力军 刘恕 北京

3月8日—4月12日
北京市2013年图书资料专业

职称考试辅导班

富平、朱芊、

刘小玲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4月11—12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

源建设及平台应用培训班

李晓明、李志尧、

吕淑萍、申晓娟

等

北京 国家图书馆主办

4月15—19日
中国文献系列：图书编目与

管理培训班
刘小玲、王广平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4月22—23日 缩微品的长期保存保护
陈萍、蔡旭彦、

李建中
济南

中国文献影像技术

协会主办

山东省图书馆协办

4月26日 如何当好一名编辑 张忱石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主办，编辑培训

5月12—24日
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北京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举办

5月13—17日
中国文献系列：期刊报纸的

编目与管理培训班
贺燕、杨静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5月17日
亲子沟通——关注孩子成长

中的心理需要
王晓红 北京

5月20—24日
信息时代图书馆读者服务工

作培训班

乔欢（北师大）、

刘庆才、唐晶、

马涛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6月3—7日
中国图书馆五版分类法标引

规则应用技能培训班
朱芊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6月19—21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市

级图书馆必配系统培训班

李志尧、宋姝、

刘金哲、童忠勇
绍兴

国家图书馆主办

浙江图书馆和绍兴

图书馆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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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6月20日—8月9日
第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

工作管理研修班
天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天津图书馆联办

6月24日
数字环境下信息资源建设的

变革与发展
肖希明 北京

6月24—28日
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案例解

析培训

刘素清（北大）、

郭依群（清华）、

赵红、唐晶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7月1日
数字鸿沟与图书馆电子资源

的使用
查先进 北京

7月8—12日
中文图书主题标引应用技能

培训班
朱芊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7月8日
直面云计算与大数据：数字

图书馆的服务创新
吴志强 北京

7月11日 我国出版业的经营管理 肖东发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主办，科组长培训

7月12日

国家大剧院百场歌剧系列讲

座国图专场——如何欣赏歌

剧

王纪宴 北京

7月15—27日 第三期古籍修复基础培训班 朱振斌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7月17日

外文数据库使用培训（一）

ECCO，NCCO整合平台、

G R E E N R 数据库使用讲

座、查尔斯沃思 EIU Energy 

Briefing & Forecasts数据库

所包含的内容：资源类型、

包含国家数量、分类方法

数据库商 北京

7月22—16日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编目员上

岗资质培训班
刘小玲、贺燕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7月22—26日
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西安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陕西省图书馆联

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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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7月24日

外文数据库使用培训（二） 

Kluwer Law数据库的使用方

法、功能、收录信息以及数

据库特色、美国机械工程师

学会数字合集数据库使用培

训 、韩国学术信息服务系统

数据库使用培训

数据库商 北京

7月26日

女诗人的历史境遇——以鱼

玄机、花蕊夫人、朱淑真三

家诗集在古代的出版为中心

张波 北京

7月27日—8月4日
第七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

高级研修班
杭州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浙江图书馆联办

8月1日 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与馆藏 陈力 北京

8月1日 国家图书馆业务工作 高红 北京

8月2日 新生培训业务部门情况介绍
顾犇、毛雅君、

王志庚
北京

8月2日
新生培训——阅览服务情况

介绍、基藏文献情况介绍
典阅部 北京

8月2日
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基

于演绎逻辑的研究
金胜勇 北京

8月9日 女性常见病的预防及保健 关铮 北京

8月12—16日 第二期古籍数字化培训班
乌鲁

木齐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新疆图书馆联办

8月12—16日
电子资源编目规则及影像摄

制编辑培训班
刘铮、王卓华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8月14日—9月28日
第三期全国西方文献修复技

术培训班
广州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

中山大学图书馆联办

8月19—23日 图书馆新员工入职培训班

汤更生、金龙、

李晓明、朱芊、

唐晶、葛艳聪、

刘小玲、富平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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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8月19—23日
第三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重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重庆图书馆联办

8月29日 心脑血管疾病防控 徐凤芹 北京

9月6日 影印图书编辑规范 许逸民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主办，编辑培训

9月9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网

络资源采集与数字资源长期

保存培训班

曲云鹏、张学青、

李云龙、马宁宁

等

北京 国家图书馆主办

9月12日 国家图书馆安全保卫教育 赵建国 北京

9月13日 国家图书馆无线网络培训 徐春霞 北京
国家图书馆信息技

术部主办

9月23日
在本职岗位上寻找自己的业

务立足点
翟建雄 北京

9月23日 成才源自平凡中的积累 滕静静 北京

9月23—27日 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培训

谢强、龙伟、

梁蕙玮、李华伟、

韩新月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9月23—27日
第四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武汉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湖北图书馆联办

9月24—25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移动阅

读平台培训班
邢军、牛现云 兰州

国家图书馆主办、

甘肃省图书馆承办

9月25日 青年岗位成才 罗翀 北京

10月13—12月29

日
第四期古籍修复基础培训班 朱振斌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10月13—25日
第一期全国传拓技术高级培

训班
桂林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桂林图书馆联办

10月14—16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全国

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网参考

咨询业务培训班

王磊等 青岛 国家图书馆主办  

10月14—18日
信息时代图书馆读者服务工

作培训班

富平、唐晶、

吴钢
武汉

培训中心与武汉图

书馆合作举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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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培训名称 主讲人 地点 备注

10月20日
2013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缩微

技术培训班

张美芳、李刚、

宋晶晶、张文增、

李进、陈萍

烟台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

微复制中心主办，

山东省图书馆承办

10月21日 审稿中问题分析与实例 孙彦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主办，编辑培训

10月22—26日
数字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战略

高级研修班

周和平、刘小琴、

汪志刚等
长沙

文化部人事司主办，

国家图书馆承办

10月28日—11月1日
数字图书馆建设、技术应用

与服务培训班

富平、杨东波、

徐周亚、李华伟、

葛鸿儒、董曦京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11月5—9日
第五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审校人员培训班
广州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联办

11月12日 编辑实务及出版案例分析 王燕来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主办，编辑培训

11月15日 另外的视角看法律 方自金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主办，全员培训

11月25日—12月

29日

第一期碑帖拓片保护与修复

技术培训班
重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重庆图书馆联办

12月2日
基于案例分析的图书馆知识

产权的风险与应用
冉从敬 北京

12月23—27日 古籍版本知识培训班 北京 培训中心主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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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座

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月12日
后西方化时代的趋势——多元音乐文

化新样态预测
宋 瑾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1月12日 走进《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 黄乘明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1月13日 学龄前儿童素质教育与后期成长 汪卫东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1月13日 中古时期中印文化艺术交流 李静杰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1月19日 中国的地缘密码及其在亚洲的地位 苏 浩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1月19日 曹禺的苦闷——曹禺百年文化反思 廖 奔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1月19日
邓小平与中国道路——《邓小平时

代》新书演讲会
傅高义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1月26日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于秀琴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1月26日
渔采狩猎与秦汉民众的生计——耕织

为本传统的形成和民众的普遍性
侯旭东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2月2日
一部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中国传

统年画精品赏析
王海霞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3月1日 在身边感悟伯父周恩来的人格风范 周秉德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3月2日 中国农业真相 臧云鹏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3月2日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 陶 克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3月3日 试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十大亮点 黄少群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3月3日 康熙皇帝一家 杨 珍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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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 女性——环境保护的生力军 刘 恕

国图·爱家讲坛

国家图书馆、中国妇女活动中

心主办

3月8日 莫言是什么样的作家 雷 达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3月17日 《永乐大典》的流散与重聚 张 升

3月24日 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的概况 仝开健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3月24日 中国少数民族概览 杨筑慧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4月7日 读书的境界 詹福瑞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包头市图书馆主

办

4月13日 慈禧与她的陵寝 徐广源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4月13日 唯美是求的戏曲艺术 周传家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4月14日 传统史学的范本——《汉书》 许殿才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4月14日 中华文化与礼仪之美 赵祖达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4月20日 清俊秀颀杜樊川——杜牧其诗其人 葛晓音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4月20日
治道与治术变革：通过信息公开促进

善治
王锡锌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4月21日 余霞成绮——诗歌在晚唐 过常宝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4月21日 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 徐义华

4月21日 阅读与思考——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 周孝正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4月23日 阅读与经典同行 王余光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宁夏图书馆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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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 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张维迎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5月4日 世界潮流与中国梦 吴建民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5月5日
《辽史》中的契丹人名字解读——文

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契丹父子连名制
刘浦江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5月5日
古香古色 清雅绝伦——吟诵古诗文是

中国最早的视唱练耳
张卫东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5月11日 户籍变革与小康社会民生景象 王太元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5月11日 家庭教育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赵忠心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5月11日 顺治皇帝的家庭 杨 珍
文津·阳光讲坛

国家图书馆、中国残联主办

5月18日 莫言与怪诞 刘法民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5月18日 《魏书》“秽史”辩 向燕南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5月19日
出土简牍开启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

大门
邹大海

5月22日 德国纸张脱酸与文献保护技术

欧利文·

秦、吕德

森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5月25日 中国四大小说名著的文化价值 郭英德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5月25日 天文之美——全天88星座的演变 孙正凡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

办

5月25日 利玛窦：中欧文化交流的先驱 欧明华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5月26日 北京的坛庙建筑及其文化价值 郗志群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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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 陈漱渝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6月7日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创新 周和平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8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吕品田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8日
大漆的记忆——中国大漆艺术史及未

来发展的启迪
周剑石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9日 话说端午节及节日遗产保护 乌丙安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9日 先秦漆画赏析 唐刚卯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0日 我的演奏，我的创作 成公亮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0日 一个琴人眼中的古琴“世遗” 龚 一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3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手工艺的保护 徐艺乙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3日 二十一世纪：民间文艺学的使命 刘锡诚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4日
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
刘魁立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5日 “左琴右书”之文化精神 丁承运
纪念古琴申遗十周年系列讲座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5日 中国千年古乐——南音 陈美娥
纪念古琴申遗十周年系列讲座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6日 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廉小淞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6日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心理学 夏学銮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17日 陈寅恪与二十世纪初世界学术 陈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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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 有关古琴演奏的一些问题 陈长林
纪念古琴申遗十周年系列讲座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22日 中国古代诗词与中华民族文化 杨庆存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25日 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 李洪峰 古代廉政文化系列讲座

6月28日 清代满族妇女生活与婚姻 定宜庄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主办

6月29日 如何进行数据分析 贾俊平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29日 汉武帝的治国之道与用人之术 孙家洲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6月29日 口才，乃人生必修课（一） 张家声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29日 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 定宜庄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南海区图

书馆主办

6月30日
古琴艺术应该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基础

知识之一
李祥霆

纪念古琴申遗十周年系列讲座

国家图书馆主办

6月30日 我理解的古琴音乐 吴 钊
纪念古琴申遗十周年系列讲座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6日 应用广泛的学科——统计 赵彦云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6日 口才，乃人生必修课（二） 张家声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7日
《南渡北归》——中国知识分子的爱

国情怀
岳 南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7日 姹紫嫣红的聊斋爱情 马瑞芳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13日 世界艺术史的差异 朱青生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13日 评近代史上的体用之争 柯华庆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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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 流星王朝说大隋 蒙 曼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7月21日 明朝离我们有多远 王春瑜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21日 当中国遇到非洲 常 江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26日 口才，乃人生必修课（一） 张家声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主办

7月27日 日本兵眼中的八路军 萨 苏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27日 朗诵的艺术与技巧 张家声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南海区图

书馆主办

7月28日 《史记》是实录还是虚构？ 张大可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28日 成长中的心理问题 李玫瑾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7月28日 口才，乃人生必修课（二） 张家声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主办

7月28日 殷墟甲骨文中的地理文献 马保春

8月3日 齐白石艺术欣赏与真伪鉴别 李海峰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8月3日 世界博物馆概说 郭小凌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8月4日 炎炎夏日到，科学保健康 蒋 绚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8月4日 唯美是求的戏曲艺术（下） 周传家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8月10日 国际比较项目在中国的执行 余芳东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8月10日 “五石散”与六朝文人生活 李修建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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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口才，乃人生必修课 张家声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包头市图书馆主办

8月10日 唐代的廉政体制 楼 劲 古代廉政文化系列讲座

8月11日 近代大儒曾国藩 迟云飞 古代廉政文化系列讲座

8月16日 阅读与思考——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 周孝正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主办

8月17日
从社会学视角谈谈如何面对现代高风

险社会
周孝正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南

海区图书馆主办

8月18日 书法与中国文化 孙 鹤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8月24日
敢将赤手挽狂澜——台湾籍革命烈士

林正亨事迹
林为民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8月25日
曹操高陵与汉魏邺城——兼论北京城

制的起源
牛润珍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8月25日
《史记》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

的地位
周文玖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8月31日 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 王逸舟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8月31日 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业 石 嫣

国图·爱家讲坛

国家图书馆、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

9月1日 传统文人画的人文价值 朱良志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9月1日 解读CPI 赵超美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9月6日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述评 刘心明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9月8日 带你亲眼看印度 戈松雪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9月8日 环保生活与现代战争 焦国力

国图·爱家讲坛

国家图书馆、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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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北宋刻本书口特征及其鉴定 刘 明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9月14日
熔铸文化力，托举中国梦——谈谈当

前若干文化热点问题
陈漱渝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包头市图书馆主办

9月15日 儒家的道德精神 李景林 古代廉政文化系列讲座

9月26日
大英图书馆中文古籍藏书、868年刻金

刚经的修复

吴芳思、

马克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9月27日 当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的情况和新问题 赵忠心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主办

9月28日 我的父亲李兆麟将军 张卓亚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9月28日 文字·影像·病与爱
李敬泽、

李兰妮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主办

9月28日 继承我国家庭教育优良传统 赵忠心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南海区图

书馆主办

9月28日 解读《红楼梦》 马瑞芳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10月11日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饶毓泰赠书 姚伯岳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10月11日 中华文化精华与现代人生观 朱永康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主办

10月12日 文化发展道路与文化强国 朱永康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南海区图

书馆主办

10月19日 看见梦想的力量 星云大师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主办

10月19日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现状特点、存

在问题及其未来展望
王志刚

国图·爱家讲坛

国家图书馆、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

10月19日 当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赵忠心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包头市图书馆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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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怎样理解统计 贾怀勤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10月20日 1938年前中国电影流变 袁庆丰
国图讲坛

国家图书馆主办

10月20日 不一般的乾隆，不一般的十八世纪 高王凌

10月26日 我国农业环境污染与防治 赵同科

国图·爱家讲坛

国家图书馆、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

10月26日 南渡北归——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岳 南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主办

10月26日 “燕京八绝”话京绣 孙 颖

乡土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的

丝织绣染”

国家图书馆、

全国共同图书馆讲座联盟主办

10月26日 中国廉政文化的历史经验 王春瑜 古代廉政文化系列讲座

11月2日 环境与健康 孙 英

国图·爱家讲坛

国家图书馆、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

11月2日 戏剧在儿童教育中的功用 李婴宁

儿童教育戏剧

国家图书馆、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主办

11月7日
消失在卢浮宫里的秘密埃及：另一种

法式激情

伊格扎维

埃·米兰

文津读书沙龙

国家图书馆、法语联盟主办

11月8日 汉武帝的治国之道与用人之术 孙家洲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主办

11月9日 一人一故事剧场内涵设计课程 张纹珑

儿童教育戏剧

国家图书馆、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主办

11月9日
命运与性格——再品《史记》的人

物、故实和思想
孙家洲

国图流动讲坛

国家图书馆、

佛山市南海区图书馆主办

11月10日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赵和平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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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彩虹的色彩：教育戏剧的故事及其来

华记

克里斯·

库佩

儿童教育戏剧

国家图书馆、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主办

11月16日 苏绣传承的艺术特性 林锡旦

乡土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的

丝织绣染”

国家图书馆、

全国共同图书馆讲座联盟主办

11月17日
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节能减排与

新能源材料开发
王宁寰

国图·爱家讲坛

国家图书馆、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

11月23日 湘绣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江再红

乡土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的

丝织绣染”

国家图书馆、

全国共同图书馆讲座联盟主办

11月30日 蜀绣的传承和发展 孟德芝

乡土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的

丝织绣染”

国家图书馆、

全国共同图书馆讲座联盟主办

11月30日 《左传》与春秋社会 刘丽文

12月7日 广绣审美文化与西方艺术的相互影响 谭展鹏

乡土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的

丝织绣染”

国家图书馆、

全国共同图书馆讲座联盟主办

12月7日 世界遗产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郑炳林

乡土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的

丝织绣染”

国家图书馆、

全国共同图书馆讲座联盟主办

12月7日 清代大藏书家张金吾的甘苦人生 林存阳

12月14日 凝结在织染技艺中的江苏文化与审美 戴 珩

乡土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的

丝织绣染”

国家图书馆、

全国共同图书馆讲座联盟主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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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备注

12月14日 神针异彩——开封汴绣的艺术魅力 陈 岩

乡土文化系列讲座之“中国的

丝织绣染”

国家图书馆、

全国共同图书馆讲座联盟主办

12月15日 考古发现的早期符号与文字 袁广阔

12月16日 藏文文献纵论 沈卫荣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专题

讲座

12月17日 中国传统读书方法漫谈 张本义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专题

讲座

12月20日 古籍普查重要发现 李致忠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专题

讲座

12月24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保护民族文化遗

产中的贡献
张志清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专题

讲座

12月24日
敦煌与于阗：公元十世纪两地的姻亲

关系与文化交往
荣新江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专题

讲座

（续表）



284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4

（四）展览

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备注

2012年12月20日—

2013年1月20日

国家图书馆读书周主题展览

“文津经典天天读”
北京

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月20日
国家图书馆科研成果回顾展 北京

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1月29日—2月25日

“年画中的记忆——国家图书

馆藏年画精品暨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年画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作品展”

北京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2月1日—2月28日 新春佳节展巡展 乌鲁木齐

国家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2月1日—2月28日 元宵节巡展 乌鲁木齐

国家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2月1日—2月28日 新春佳节展巡展 南昌

国家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2月1日—2月28日 新春佳节展巡展 阿拉善盟

国家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图书馆主办，国家

图书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2月1日—2月28日 元宵节巡展 阿拉善盟

国家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图书馆主办，国家

图书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3月8日—3月22日 我的绿色生活圈 北京

中国妇女社会活动中心、国

家图书馆、华夏银行主办，

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4月22日 我的绿色生活圈巡展 阿拉善盟

国家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图书馆主办，国家

图书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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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备注

4月23日—6月2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北京
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汉字——文化津梁·中国奇

迹”展巡展
武汉

国家图书馆、武汉图书馆主

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

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我的绿色生活圈巡展 包头

国家图书馆、包头图书馆主

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

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南昌

国家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武汉

国家图书馆、武汉图书馆主

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

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福州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上杭

国家图书馆、福建省上杭县

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馆社

会教育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合肥

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天津

国家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南宁

国家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

区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馆

社会教育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桂林

国家图书馆、桂林市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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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备注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杭州

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哈尔滨

国家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

馆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

育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扬州

国家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长沙

国家图书馆、长沙市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济南

国家图书馆、济南市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厦门

国家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贵阳

国家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北京

国家图书馆、北京市东城区

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馆社

会教育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太原

国家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济南

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成都

国家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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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秦皇岛

国家图书馆、秦皇岛市图书

馆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

育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西安

国家图书馆、西安图书馆主

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

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兰州

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银川

国家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

区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馆

社会教育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北京

国家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广州

国家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馆社

会教育部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石家庄

国家图书馆、河北省图书

馆，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

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沧州

国家图书馆、沧州市图书

馆，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

承办

4月23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沈阳

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5月1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乌鲁木齐

国家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5月1日—5月30日 我的绿色生活圈巡展 乌鲁木齐

国家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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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5月30日 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阿拉善盟

国家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图书馆主办，国家

图书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5月8日—5月13日
第二届祖国颂金秋影友摄影作

品联展
北京

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5月30日
“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

广活动启动仪式
福建省

国家图书馆主办  福建省图书

馆承办

6月7日—6月16日

大漆的记忆——中国大漆髹饰

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大展

北京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7月30日
“网络书香·数字易读”全国

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天津

国家图书馆主办  泰达图书馆

档案馆承办

8月29日—9月2日
第四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

文化创意展交会

天津市滨

海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

产业司、中共天津市委宣传

部、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

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

府主办，中共天津市滨海新

区委员会宣传部、天津市滨

海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承办

8月29日—9月2日

中国（天津滨海）国际文化创

意展交会国家动漫公共素材库

推介展

天津
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9月2日 历史的审判 北京
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9月6日

“ 百 万 公 众 网 络 学 习 工

程”·网络书香飘贵州阅读推

广活动

贵州省

国家图书馆主办  贵州省图书

馆、遵义市图书馆、大方县

图书馆承办

9月23日—9月30日 龚鹏程书法展 北京
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

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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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

“百子团圆”展

长春

国家图书馆、长春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长春市少儿

图书馆主办，国家图书馆社

会教育部承办

明容于堂刻本《水浒传》插

图展

“砖石中的记忆”展

9月25日
“网络书香  芬芳陇原”数字

阅读推广活动
甘肃省

国家图书馆主办  甘肃省图书

馆承办

10月17日
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

活动
江西省

国家图书馆主办  江西省图书

馆承办

10月19—20日
“星云大师——看见梦想的力

量”展览
北京

国家图书馆、国际佛光会，

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10月22—26日
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

活动
湖南省

国家图书馆主办  湖南省图书

馆承办

10月27日
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

活动
浙江省

国家图书馆主办  绍兴图书馆

承办

11月 我的绿色生活圈巡展 杭州

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主办，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

部承办

11月7—9日
中国图书馆年会展览会“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体验区
上海

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承办

11月7—9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体验区 上海 国家图书馆主办

11月7—9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体验区

展览
上海

文化部主办、中国图书馆学

会等单位承办

12月3—25日
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暨第四批国

家珍贵古籍特展
北京

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承办

12月23—28日
“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随

时随地随身的图书馆”展览
北京 国家图书馆主办

2013年12月30日—

2014年2月16日

丝绸的记忆——中国蚕丝织绣

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特展

北京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

图书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主办，

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承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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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馆史档案资料

2013 年国家图书馆馆档案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档案工作有较大程度推进。

一是建章立制。制定并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工作的意见》；加强部处档案工作责任制，

建立明确的联络人机制；细化并完善《各部处归档范围》；强化重大活动档案督办机制；建立归档

验收机制和档案工作年度考评机制。二是积极推进档案数字化建设。完成 11 万页数字化档案数据

人工校对工作；着手照片档案的数字化，清点纸质照片 15888 张、底片 5304 张、数码照片 82453

张；编制照片档案编目规则。三是规划历史档案的补藏。整理出需要补藏的民国人物十余位；从

云南省档案馆补藏国家图书馆抗战期间的相关档案照片 169 张。四是完成 2012 年度档案归档工

作。共接收电子档案 3573 件，纸质档案 94 盒、实物档案 55 件、重大活动档案 209 件；同时整理

2011—2012 年数码照片档案，刻录光盘 28 张备份存档；整理实物档案 40 件并编制目录。  

2012年各部处归档情况

责任者 计数（件）

办公室 596

人事处 96

财务处 62

党群工作办公室 181

纪检监察处 10

离退休干部处 14

业务管理处 152

国际交流处（台港澳交流处） 84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7

保卫处 76

行政管理处 130

研究院 47

中文采编部 208

外文采编部 93

典藏阅览部 150

立法决策服务部 68

参考咨询部 84

数字资源部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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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

责任者 计数（件）

信息网络部 176

缩微文献部 68

社会教育部 89

古籍馆 258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94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67

后勤服务部 200

基建工程办公室 59

天竺周转库管理中心 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42

合计 3573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