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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项目

（一）立项情况

国家图书馆 �0�� 年度获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项，资助经费 �0 万元；获准立项文化部

文化艺术智库项目 � 项。馆级课题立项项目 �� 项，资助经费共计 ��.� 万元。（参见“统计资料”

之四“科研立项与结项”）

（二）结项情况

�0�� 年共结项 �� 项。其中馆级项目 �0 项、部级项目 �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项。（参见

“统计资料”之四“科研立项与结项”）

二、学术成果

�0�� 年度国家图书馆员工正式发表的成果包括著作类（包括参与编撰等）�0 部，论文 ��� 篇。

文津出版基金资助 � 部著作，资助经费 � 万元。①苏健的《国家图书馆同人著述研究

（��0�—����）》。该书在总结同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考察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时代特征，客观

评定他们在民国时期学术史上的地位。书中还回顾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政策、学术交

流的氛围、获取文献资料的机遇等学术研究的条件，为当前图书馆开展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提供

一个示范。书稿材料、史实全面，结构系统，语言平实，对于相关领域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②马学良的《明代内府刻书研究》。该书以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极为重要的明代内府刻本为研究对

象，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明代内府刻书的历史背景、刻书动因与内容、刻书机制与流程、刊刻数

量、刻书的时间分布规律、内府刻本的用途等问题，揭示内府刻书的本质与内在规律，总结内府

刻本的特征，发掘内府刻书的价值，对明代内府刻书进行评价和定位。③毛雅君主编的《国家图

书馆业务规范》。该书围绕图书馆采、编、阅、藏、参的全业务流程，按工作性质和工作流程分

别编写，包括文献采选工作、文献编目工作、读者服务工作、文献库房管理工作、参考咨询工作、

数字资源建设工作、文献缩微复制工作、信息化工作、文献保护与修复工作和其他工作共 �0 部

分。特别针对当前信息化高速发展、数字图书馆建设蓬勃开展的图书馆业务发展新特点，制定数

字资源建设、电子出版物采选等业务工作规范，覆盖当前图书馆几乎所有业务工作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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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0�� 年，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紧密围绕图书馆事业发展重

点，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各项工作均取得稳步发展，一个科研与业务相互促

进、科研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的良性互动机制正在形成。

（一）完善工作站管理制度

�0�� 年，工作站围绕工作实践需要，继续对《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办法》等工

作站规章制度进行梳理和检查，进一步完善工作站管理制度。

（二）博士后进出站及日常管理情况

工作站发布 �0�� 年招生简章，收到 �� 份进站申请书，分两批组织进站面试，最后确定招收

� 名 �0�� 级博士后人员；组织完成 � 名博士后出站；组织召开 � 场出站鉴定会和 � 场中期考核

会；办理 � 名 �0�� 级博士后延期出站。

�0�� 级博士后出站鉴定会

（三）在站博士后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 �0�� 年底，工作站共有合作导师 �0 人，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

文献信息组织、数字图书馆、古籍题跋整理与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和善本书志与古籍保护。已

出站人员 �� 人，在站研究人员 � 人。

在站博士后人员中：�0�� 级 � 人，�0�� 级 � 人，�0�� 级 � 人；古典文献学 � 人，图书馆学 �

人；全职 � 人，兼职 � 人；女 � 人，男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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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士后基金申报与资助情况

�0�� 年，工作站积极组织在站博士后申报第 �� 批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等科研项目，获批面

上资助二等项目 � 项。

（五）博士后科研及学术交

流情况

�0�� 年，工作站在站博士后

共发表论文 �0 余篇，参加学术研

讨会 �0 余人次。组织博士后在馆

内开展学术报告 � 场，反响良好。

四、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与图书馆政策研究

（一）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 组织开展图书馆事业中长期规划研究

组织编制规划文本。其中，编制《国家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纲要》“起草说明”，就规划中

涉及的重要发展指标的测算提供说明文本，并根据馆务会和职代会意见完成规划文本修改，于

�0�� 年 � 月正式印发。受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托编制《“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规划》，起草规划编制说明和主要指标测算说明，并根据文化部及有关各方面意见修改完善，最终

形成送审稿上报，于 �0�� 年 � 月初正式发布。开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三年规划》研制。

受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托开展两项规划支撑研究。其中《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支撑研究报告》共计 ��.� 万字，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 �0�� 年度十佳调研报告”；《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支撑研究报告》共计 �.� 万字，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 �0�� 年度优秀

调研报告”。

征集整理《图书馆行业中长期战略规划选编（续编）》，对国内各主要图书馆的“十三五”规

划和国外同时期主要规划进行汇编，为图书馆界提供研究与规划编制参考资料，已完成初稿并交

付出版。

编辑整理《“十三五”规划资料汇编》，共计三辑，分别收录由国家图书馆或挂靠国家图书馆

的组织机构制订和发布的规划，以及中宣部和文化部等发布的与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

�� 份规划，作为工作参考资料。

�. 组织开展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组织编纂《国家图书馆年鉴》和《中国图书馆年鉴》（参见“文献整理与编辑出版”之“年鉴

编辑出版”）。

组织编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蓝皮书）。其中《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 数字图

�0�� 级博士后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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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卷》于 � 月正式出版；《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 少年儿童图书馆卷》于 � 月正式出版；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十二五”时期事业发展综合卷》完成撰写与统稿，并交付出版；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 图书馆标准化卷》于 �0 月召开启动会。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数字图书馆卷》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少年儿童图书馆卷》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十二五”时期事业发展综合卷》统稿会

参与文化部《公共文化服务蓝皮书（�0��—�0��）》综述撰稿，对 �0��—�0�� 年度我国公共

文化领域推进全民阅读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况进行梳理总结，撰稿近 � 万字。

组织编纂《国家图书馆概论》，为国家图书馆建设“国内最好，世界领先”图书馆提供参考借

鉴，目前修改稿已基本完成，约 �� 万字。

在文化部财务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继续组织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年度数据进行汇总

整理和分析，编制完成《�0��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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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图书馆事业”分支条目，共联络馆内外一百余位专家，

完成 ��� 个条目撰稿与审校。

开展全国各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调研。梳理各省省情、公共文化事业以及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情况，已完成 �� 个省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初稿。为文化部“砥砺奋进的五年”大

型成就展提供素材，共提供图书馆事业发展相关照片 �� 张。

受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托，承担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抽查工作项目和乡镇综合文化站专

题调研项目，根据项目工作需要，组织召开 � 次项目会议，参会专家 �� 人次。

（二）图书馆政策研究

�. 开展立法支撑研究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先后受

文化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全国人大委托，分别就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国内外

图书馆立法概况、现代社会公共图书馆功能作用、民办图书馆发展情况及立法问题、图书馆与全

民阅读、图书馆与数字服务、国家图书馆职能等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提供研究报告及参考资

料 �0 余份，约 �.� 万字，为《公共图书馆法》出台做出历史性贡献。特别是围绕“国家图书馆入

法”问题，与有关部门进行多次深入细致的沟通交流，提供立法建议，�0 月 �0 日，全国人大法

制工作委员会专门就“国家图书馆入法”来国家图书馆进行调研时，提供详尽的汇报材料，为较

为圆满地解决国家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关系及在法律文本中的表述做出积极贡献。

组织《公共图书馆法》解读工作。《公共图书馆法》出台后，参与全国人大组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释义》编纂工作，同时，受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托，组织业界专家，编

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学习问答》，初稿

已完成。

�. 提供重要政策建议及报告

根据文化部等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送审稿）》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国际标准《信息与文献 国家图书馆质

量评价》提出意见和建议。

就图书馆领域的重点工作开展调研，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包括：开展《公共图书馆总

分馆业务规范》调研；整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周年评估图书馆自查报告》；开展国内外图

书馆理事会制度建设调研，完成《国内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建设情况调研报告》《国外主

要国家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调研报告》《国外图书馆立法中有关理事会 / 委员会规定情况》等。

就国家图书馆重点工作开展调研，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及相关政策建议。研制《国家图

书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国家图书馆

两地三处馆舍的文献布局及业务功能研究报告》《国家图书馆贯彻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

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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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相关政策文件及行业发展动态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

面向图书馆管理者和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跟踪报道国内外图书馆相关政策制度发布情况和图

书馆事业发展实践动态信息，全年组织编发《图书馆决策参考》� 期、《业界动态》�� 期。其中，

《图书馆决策参考》�0�� 年第 � 期以 �0�� 年“两会”公共文化有关议案提案为主题，获雒树刚部

长批示。

编辑整理系列政策研究资料，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条文及解读》《关于政治文化的

资料汇编》《�0�� 年公共文化相关法律政策选编》，共计 �0 余万字。

（三）数字图书馆研究

�0�� 年，跟踪最新信息技术，结合相关业务，深入研究数字图书馆发展方向，探索新技术在

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全年共完成 � 期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专报、� 期数字图书馆技术动态。《图

书馆信息资源整合研究》专报研究和分析了当前主流的信息资源整合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主要

的基于信息资源整合的服务与应用，开展信息资源整合理念、技术与手段的研究与创新，以实现

知识服务的最终目标；《图书馆人工智能应用研究》专报指出图书馆是信息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的

前沿战场，人工智能已被列为图书馆新技术趋势之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驱使图书馆进一

步提供基于用户信息行为数据挖掘分析的需求感知与传递、知识生成与发现、服务策略创建与调

整、用户反馈与优化等服务，从而实现向“以数据智能计算为中心”的智能图书馆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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