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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又名中新友
好图书馆），坐落于中新天津生态城中部片区
中泰大道与华三路交口，是中新两国合作重点
建设项目和生态城重大民生工程，是中新天津
生态城的“文化地标”，兼具图书馆、档案馆
职能，于 2018 年 11 月对外开放。

场馆建设采用国家最高绿建标准，综合运
用可再生能源、无废城市等绿色生态技术，整
体建筑为地上五层，占地面积 3.5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6.7 万平方米，楼体主色调是中新
天津生态城标志性的“生态红”。

场馆位置依园傍水，环境宜人，四周有中
新友好公园环抱，紧邻静静流淌的故道河，风
景独好。通体红色的场馆宛如一颗巨大的红宝
石，镶嵌在生机勃勃的花园之中，充满生态气
息与和谐之美。

场馆设计嵌入新加坡元素，由新加坡专业
团队设计两个“馆中馆”——新加坡主题馆和
生态儿童馆，是原汁原味的新加坡风格，处处
体现生态环保、全民阅读的理念，特别注重营
造自由阅读、休闲阅读的浓厚氛围。

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始终致力于
营造浓郁的区域文化氛围，深入推动全民阅
读，努力提供有颜值、有智慧、有品质的高水
平公共文化服务，形成“一馆带动全城参与，
馆藏资源全民共享”的良好局面。

根据生态城的城市建设发展及人口分布
情况，持续动态调整和优化总分馆体系。已经
形成了基本覆盖中新天津生态城起步区的“总
馆—分馆—服务点（书屋）”三级服务体系，
并实现图书通借通还，切实满足广大读者文化
生活需要。截至 2022 年底，共建有分馆 4 个， 
服务点 7 个，书屋 22 个。凭借中新友好图书
馆第二社区分馆的优秀建设成果，生态城第二
社区成为天津市唯一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1 年‘书香社区’”称号的社区，与全国
其他 25 个社区共享殊荣。

作为生态城智慧城市架构的重要一环，中
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连续两届在世界智
能大会亮相，深受业界认可和读者好评，备受
国内外知名媒体关注。2020 年 6 月，在第四
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国内首套智慧图书
馆指标体系——《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图书馆
指标体系》，填补了领域空白，在行业内引起
强烈反响。2021 年 3 月，“中新天津生态城
智慧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标准化试点”成功获批
成为全国第七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
准化试点项目。

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坚持“以服务
立馆、以科研兴馆”，在天津市率先实施“馆室通”
电子档案管理新模式，通过数字档案馆系统与
管委会OA系统的无缝对接，实现了从文件生成、
办理到档案归档、移交的全过程管理。经过多
年努力，形成了基于互联网、政务网、局域网
的三大业务管理平台，建成了技术架构合理、
系统功能完善的新一代数字档案馆系统，实现
了数字档案资源“收、管、存、用”全过程信
息化管理。2022 年 11 月，顺利通过国家档案
局组织的“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系统预测试。
《绿色档案馆评价标准及运营管理研究》《基
于云 GIS 技术的城市地下管线档案动态管理系
统研发与应用》等多项科研课题顺利通过国家
档案局验收，并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

多年来，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坚持
脚踏实地、勤耕不辍，先后荣获“全国巾帼文
明岗”、“天津市档案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共计获得国家机关颁发荣誉 3 项、天津市荣
誉 2 项、滨海新区荣誉 6 项。

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的努力下，
生态城注册读者率达到 56%，人均藏书量超
过6册，书香城市文化底蕴日渐深厚，“读书好、
读好书、好读书”的观念已经根植于生态城人
心中，以书香之美惠民惠城，以文化之力富民
富城的美好愿景正在加快实现。

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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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图书档案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到中新天津生态城视察时的

重要指示要求，紧密团结在生态城党委、管

委会的领导下，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持续推动智慧场馆建设，不断提升图

书馆、档案馆服务水平，奋力谱写生态城公

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全年接待读者 390117 人次，流通

图书 412224 册，办理读者证 4606 张（开馆

至今累计接待读者 3848266 人次，流通图书

2980814 册，办理读者证 56368 张）；举办

各类线上线下活动 556 场，80368 人次参加；

整理接收档案 20280 件 / 卷，提供档案借阅

利用 269 次 15772 件 / 卷，深入现场帮扶企

业 6 次，培训 200 余人次。

重点工作进展

（一）加速推进数字档案馆系统建设。一

是做好随时迎接国家档案局“全国示范数字档

案馆系统测试”的准备工作，根据专家组在预

测试阶段提出的意见建议对问题项进行逐个

整改，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二是推进档案单

套制课题研究，按照《基于安全可控环境下电

子文件“单套制”管理模式与应用研究》课题

研究思路，围绕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要求制定

了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系统升级改造详细开

发方案；三是进行制度创新，在原有制度基础

上新增和修订了《电子档案管理办法》、《电

子文件归档范围》、《电子档案分类方案与保

管期限制度》、《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运行维护

制度》、《电子文件接收和电子档案整理制度》

等多项规章制度，为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提供

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一是

科学推进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区内书屋项

目再增“新成员”，全新打造瑞龙社区共享书

屋、武警部队天津市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动五

中队书屋、生态城绿色建筑研究院书屋、生态

城建设者公寓书屋、华慧芯书屋、国家海洋博

物馆书屋 6 个“新型阅读”空间，让书香飘

满“城”，截至年底，共建有分馆 4 个，服

务点 7 个，书屋 22 个；二是充分发挥信息资

政惠民作用。截至 2022 年 11 月，当年共完

成 11 期信息摘编，总文章数 131 篇，其中外

文来源文章 56 篇；自 2 月开始，每月推出生

态城建设发展热点相关的信息专刊一期，目前

已推出自贸、绿色金融、电商直播等信息专刊

10 期，文章总数 99 篇。馆藏可用数字资源达

89 个，其中微信端数字资源 32 个。数字资源

总访问量 865 万余次，其中 PC 端访问量 564

万余次，微信端访问量 301 万余次；三是档

案服务紧跟项目，为企业纾困解难。重点聚焦

一汽丰田、红星地产、中核大学、中加项目、

阳光海岸、滨海湿地改造等重点项目的档案指

导服务工作，立项跟踪服务、开工上门服务，

完工指导服务，进一步提高了归档效率，助力

企业实现零障碍归档。

（三）精心打造品牌文化活动。一是总结

经验，立足实际，发挥优势资源禀赋，建立“阅”

享生态城、“智”享生态城、“童”享生态城

等六大品牌活动，在各品牌原有基础上改进创

新，新增“盲盒”读书会、全城热读、阅微读

书沙龙等全新活动，注入新鲜活力；二是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以春节、元宵节、

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

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结合世界读书日，以

“奋进新征程 阅读再出发”为主题，承办读

2022 年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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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新时代 2022 滨海全民阅读节开幕仪式，策

划百场阅读活动；三是围绕“喜迎二十大”及“庆

祝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主题，广泛联系社会

各界，针对各年龄段人群，从文学、美术、音乐、

党建多方面开展 30 余场主题活动，把红色文

化、伟大建党精神送进各社区、机关单位、企

业等，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四）扎实筑牢基层党建工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

决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把党

建工作摆在核心地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确保政治方向正确、支部团结有力、党员理想

信念坚定；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注重发挥

党支部对馆内各项工作的领导作用，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各

项决策的科学合理，扎实地推动了智慧图书馆

建设、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以及常态化疫情防

控等重点工作任务，为图书档案馆健康、稳定、

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持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向纵深发展、

向基层延伸，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专题党

课、收听收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学习典型案例，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引领全馆形成风清气正

的良好氛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支部党员积

极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刻苦奋斗、积极进取、

守正创新，努力实现图书档案馆高质量发展。

工作特色亮点

（一）“应用场景”串联智慧图书馆智能

服务。推动智慧图书馆指标体系阶段性目标实

现，有序推进智慧监管平台、智能搬运机器人

等智慧项目建设。“智享 U 阅”平台正式上线，

累计下单 1810 册图书，共惠及 452 名读者。

在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期间，虚拟体验系统和

智能借阅小车投入试运行，通过元宇宙技术给

读者带来奇妙新体验，在馆内投放智能、便捷

的图书推车，为读者提供“超市购物式”体验。

智慧监管平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和云悦读小程

序三项创新项目正在按照规划有序推动，预计

年底前投入试运行。

（二）探索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

在场馆体验上下功夫，为提升读者服务质量，

体现儿童优先原则，将图书馆原有绘本阅读区

域进行升级改造，拓展儿童阅读及活动空间，

促进儿童智力启发；认真听取读者意见，针对

读者呼声较高的自习室功能，积极规划设计区

域改造方案，新升级图书馆“安静自习区”，

有效提升空间利用率和读者满意度。

（三）创新多元化特色宣传模式。充分利

用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发布短视频作

品，对读者活动等新闻报道、开展专题宣传和

跟踪展示，媒体宣传量达百篇，全方面宣传图

书档案馆。同时，开拓新思路，从智慧、阅读、

网红等图书馆形象特征及地域文化资源入手，

精准植入文化 + 旅游元素，提炼代表场馆特

色的“关键符号”，树立文创品牌，围绕图书

馆 IP 形象，多维度开发文创系列产品，并进

行有效推广、深度传播，整合新媒体平台，利

用线上线下资源，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图书馆

特有名片，提高知名度，带动生态城旅游文化

资源的持续发展，实现文旅深度融合。

（四）以档述史弘扬地域文化。挖掘滨海

新区海盐历史，普及传承海盐文化。围绕海

盐历史、海盐风情、海盐爱国情、海盐文化、

海盐传说等五个方面，发布《趣说海盐》线上

阅读推广栏目，并整理成书籍作为馆内刊物。

新增《滨海人物志》线上阅读栏目，通过推介

地域人物的相关事迹，彰显滨海地域文化，见

证滨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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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生态城

十周年，是生态城开工奠基十五周年，中新天

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也将迎来开馆五周年纪

念，我们将牢记初心和使命，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在新征程上奋力开创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党建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坚持加强党组织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常抓

不懈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支部组织力、执

行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文

化自信，坚定人民立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立健全更加便捷、

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满足生态城居

民的文化需求，以文化之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确保场馆安全稳定运行

一是打造舒适阅读环境，提升读者阅读体

验。做好场馆通风、环境消杀、卫生保洁等必

要措施，着力为读者提供整洁、安全、舒适的

阅读环境。二是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以及监管和预防措施。严格 24 小时值班制度 ,

切实把应急值守、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三是加强安全隐患的排查与治理工作。严

格日常巡查工作，落实整改责任、期限；深入

实施安全生产三年行动计划，持续开展大排查

大整治，消除事故隐患。四是加强全员安全教

育和培训演练。做好安全生产宣传和工作人员

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广泛开展安全生产知识

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和安全生产知识技能。

构建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是积极构建体系完善的地市级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制。持续打造与生态城发展相适

应、相配套的现代化、专业化的“总馆——

分馆——服务点（书屋）”三级总分馆体系。

二是持续推动公共阅读空间高质量发展。因地

制宜打造特色、多元化的公共阅读空间，以

推动“全民阅读”理念让读者获得更深层次

的阅读体验。三是继续树立品牌、打造精品，

策划好各项公益文化惠民服务。围绕“阅享生

态城”“文享生态城”等活动品牌开展阅读推

广活动，利用“智享生态城”“童享生态城”

等特色活动打造文化活动精品，营造浓厚文化

氛围。

打造智慧图书馆示范样板

一是全力推进智慧监管平台、智能搬运机

器人以及云悦读移动服务平台等创新项目建

设，推动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和音阅空间等在

建项目落地落实，力争在上半年陆续建成投入

使用，构建完善多层次多元化智慧应用场景，

打造智慧图书馆示范样板；二是扎实推进综

合标准化试点 149 项标准的实施与改进工作，

力争成功创建全国试点，充分发挥标准化试点

的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为行业的标准化

建设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三是积极

参与智慧图书馆建设相关试点项目、课题项目

及研讨会议，与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3 年重点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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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密切联系，谋划举办 1-2 场全国性或区

域性智慧图书馆研讨会议，提升智慧图书馆知

名度和影响力。

持续深化智慧档案馆建设

一是完成智慧档案馆一期建设，初步打造

智慧档案馆。将建成智慧展示平台，将场馆环

境信息、业务数据、流通信息等大数据资源进

行聚合、分析，形成集决策支持、安全管控、

数据展示为一体的 3D 可视化管理平台。同时

搭建智慧档案利用平台，用户只需要在终端通

过人脸识别可完成自助识别登记，实现刷脸借

档。还将建设国内首个无人值守智能库房，实

现机器人进行档案上架、盘点、统计、借阅利

用等全流程管理，将工作人员从繁重的库房管

理中解放出来。二是进一步完善数字档案馆系

统建设。持续跟踪数字档案馆测试进程，争取

高分通过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测试。在现有数

字档案馆系统基础上，研发电子档案单套制系

统平台，进一步探索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及电

子档案单套制管理的创新模式，逐步推进馆内

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并完成《基于安全可控

环境下电子文件“单套制”管理模式与应用研

究》课题，通过国家档案局验收。

积极策划精品读者活动

一是提高站位，举办高质量红色活动。联

合学校、社区举办红色研学、“纸笔汇聚青春

力量”文化经典传抄活动，积极与生态城党建

工作部、纪检等单位联合开展“我与图书馆的

红色之约”主题诵读会等活动，进一步加强活

动影响力和传播度。二是结合主题，开展系

列周年庆祝活动。2023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城视察十周年和生态城开工奠基十五周年，

也是馆庆五周年，围绕“绿水青山，最美生态

城”、“创新发展，智慧生态城”、“文化惠民，

阅享生态城”三大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和展览，

并于年初全面启动“光影中的生态城”摄影

作品征集，全方位展示生态城建设发展成果。

三是创新形式，传承复古国风阅读文化。围绕

中秋节、七夕节等传统节日开展国潮主题阅读

活动，包括国潮故事会、宋韵读书会、穿汉服

诵经典、紫砂文化传播、国潮话秋读诗会等。

持续在阅读活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打造

书香气满满的沉浸式阅读，让读者获得全新体

验。

丰富场馆多元文化体验

结合场馆优势进行全覆盖宣传推广，探索

并搭建“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宣传新模式，

让文化成为带动旅游的重要引擎，实现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协同联动，深化与区

域内各文化场馆、事业单位、企业、学校的合

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拓展场馆综合服务能力，

引入高品质文化活动，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二

是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发挥文化阵地引领作

用，推出“夏季星空夜读”等特色夜间阅读体

验项目，点亮生态城夜经济；联结滨城地铁，

创建出“书香滨城·阅读时光”专列，将全民

阅读与地铁运行连接起来，深度嫁接城市交通

动脉扩大全民阅读影响力。三是制作真正具有

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精品。开设新系列，善用“微

电影”类、“微记录”类视频以及“深描”和“特

写”的载体方式，增强读者阅读体验，呈现高

质量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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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机构设置

人员设置（按职级排）

支部设置

馆领导
  馆    长：齐丽娜

  副馆长：许江涛

综合管理部

  负责人：包晓晶、郭    杨、王    彤

  成    员：龚蕾洁、赵    静、李鑫宇、杨鹏鹏、肖东琛

                 孟子祺、李佳琪

档案管理部
  负责人：吴轶娟、吴久珊、崔玉清

  成    员：任    蕾、吴丽君、张    悦、兰海燕、资    蓉、苏健伟

信息技术部
  负责人：颜丙东

  成    员：苗    媛、王    璇、李国兵

读者服务部
  负责人：平岳

  成    员：崔立楠、于小波、张晓茜

党支部

  书   记：许江涛

  纪律检查委员：包晓晶

  宣传委员：吴轶娟

  组织委员：孟子祺

  青年委员：平岳

  成员：齐丽娜、吴久珊、王    彤、崔玉清、龚蕾洁、任    蕾、赵    静

            吴丽君、于小波、李国兵、崔立楠、张晓茜、李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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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人员结构（共 29 人）

一、职称结构

正高级职称2人，副高级职称4人，

中级职称6人，初级职称16人，无职称1人。

二、学历结构

研究生18人，本科生11人。



  │ 第一章  │ 年度情况概况

9

三、专业结构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图书馆学、档案学、信

息资源管理）12人，其他类（工商管理、汉语言

文学、英语等）17人。

四、政治面貌结构

中共党员18人，民主党派4人，群众8人。

五、年龄结构

21-29岁7人，30-39岁17人，40-55岁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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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主要接待活动

3 月 3 日，汪锐副主任陪同区委宣传部徐恒部长一行 4 人来馆参观指导。

2022 年公务接待 6 批共 91 人，其中重点接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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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汪锐副主任陪同滨海新区挂职副区长韩海宏一行 4 人来馆参观。

8 月 24 日，天津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童仕欢一行 23 人来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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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综合统计

项目 2022 年

新增注册读者量 4606 人

累计注册读者量 56368 人

到馆人次 390117 人

文献流通量 412224 册

读者活动场次 / 参与人数 556 场 /80368 人

文献购置经费 370.29 万元

新增馆藏量

文献资源 19966 册 / 件

综合档案 7173 件（卷、张）

城建档案 13107 卷（张）

馆藏总量

文献资源 589331 册 / 件

综合档案 89305 件（卷、张）

城建档案 115897 卷（张）

数字资源访问量 9997274 次

综合档案利用 1604 件

城建档案利用 1416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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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文献流通量统计

2022 年文献采访经费使用统计

类别 分馆 数量 总计

文献流通量

一社区 5628 册

412224 册

二社区 4658 册

三社区 2842 册

总馆 399096 册

文献类型 实际使用经费（万元） 占比（%）

中文图书 70.94 19.16%

中文报刊 17.75 4.79%

外文及港澳台报刊 13.90 3.75%

数字资源 267.70 72.30%

总计 370.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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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文献入藏量统计

2022 年文献馆藏总量统计

类别 种数 册 / 份数

中文成人图书 7473 19090

中文儿童图书 12 23

中文报刊 809 810

外文及港澳台报刊 43 43

合计 8337 19966

类别 种数 册 / 份数

中文成人图书 171814 480160

中文儿童图书 31653 92227

外文及港澳台图书 8462 9206

视听资料 2787 7738

合计 214716 58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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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档案入藏量统计

2022 年档案馆藏总量统计

2022 年档案利用情况统计

类别
文书
档案

会计
档案

专业
档案

城建
档案

照片
档案

录像
档案

总计

数量 4771 件 510 卷
242 件
1281 卷

6824 卷 6641 张 11 条
20280 件

（卷、张）

类别
文书
档案

科技
档案

会计
档案

专业
档案

城建
档案

实物
档案

照片
档案

音像
档案

总计

数量 57583 件 138 卷 5328 卷
1911 卷
1953 件

65012 卷 309 件 72008 张 960 条
205202 件
（卷、张）

类别 文书档案 会计档案 城建档案 合计

纸质档案查询数量
( 卷 / 件 )

/ 1520 / 1520

电子档案查询数量
( 卷 / 件）

84 / 14168 14252

查询
人次

57 86 121 264

外借
人次

/ 5 / 5

总计档案利用 269 人次 15772 卷 (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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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读者活动情况统计

品牌活动 活动名称 场次 参与人次

“阅”享
生态城

“Weekly Read”一周阅读“绘” 10 186

学经典 读《论语》分享会 6 76

2022 年《百部经典》专题讲座 5 584

“盲盒”读书会 2 26

文津图书奖专题讲座 5 1000

我们一起讲故事 46 6252

为你读诗 100 15424

童书乐读 12 953

经典选读 12 1831

新书悦读 12 1201

其他阅读推广活动 12 804

“悦”享
生态城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32 3808

中国传统佳节艺享课 5 254

二十大主题活动 14 1126

滨海人话春节 10 3571

“智”享
生态城

科学小实验 8 160

乐高课堂 20 395

科普活动 13 1573

思维导图 20 300

少儿编程 4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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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活动 活动名称 场次 参与人次

“童”享
生态城

中华写字课堂 20 300

国际象棋 4 80

解读儿童成长密码 13 1482

第七届少儿书画节 1 351

“文”享
生态城

盐滩红色故事 4 1630

档案日主题活动 11 5230

滨海人物志 18 4226

百家姓档案 4 1530

我家的故事 5 1101

主题展览 33 12419

“畅”享
生态城

成人丙烯 9 126

光“音”的故事 41 10003

一本“茶”书课 2 595

走进合唱团 7 871

科普课堂

世界地球日“垃圾分类进校园” 1 152

“探蔚蓝 • 阅世界”——海博士科普课堂 3 455

“百场青少年科学实验面对面”系列活动 1 20

总计 556 8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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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PC 端数据库情况统计

序号 数据库名称 来源 供应商 访问量（次）

1 领导决策支持系统 采购
北京中宏金智资讯

有限公司

182476

2 形势分析支持系统 试用 298765

3 新东方在线双语阅读 采购

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127224

4 新东方微课堂 试用 81779

5 多媒体学习库 试用 100058

6 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试用 36594

7 多纳智慧魔方 试用 47820

8 智慧星少儿专题学习库 采购

北京盛世奇才科技
有限公司

99748

9 民国文献学科建设专题库 采购 131579

10 环球英语 采购 68421

11 少儿多媒体图书馆 采购

北京爱迪科森教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451

12 网上报告厅 试用 70383

13 天天微学习中心 采购 87912

14 龙源多听有声图书馆 采购
北京龙源创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79524

15 龙源期刊 试用 150051

16
文化产业、科学发展观、国际贸易、跨国投
资资源环境、文化产业统计 6 个子数据库

采购

北京国研网信息有限
公司

225257
17 “一带一路”研究与决策支撑平台 采购

18 中国智能制造战略支撑平台 采购

19 国研网 19 个子数据库 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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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来源 供应商 访问量（次）

20 超星发现 采购

北京超星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6812

21 蔚秀报告厅（名师讲坛） 采购 31723

22 超星电子书 采购 40273

23 生态城旅游资源库 采购 建设中

24 读秀知识库 试用 30630

25 党建云平台 试用 32437

26 少儿绘本库 试用 39823

27 少儿学习中心 试用 33124

28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采购

同方知网 ( 北京 )
技术有限公司

684381

29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采购 221641

30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采购 251452

31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采购 45287

32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采购 134821

33 档案知识资源总库 试用 3934

3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文库
试用 3342

35 生态城市建设发展专题库 采购 3090

36 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采购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
有限公司

297653

37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采购

732106

38 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 采购

39 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试用

40 中国法律法规全文数据库 试用

41 中国机构数据库 试用

42 科技专家数据库 试用

43 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 试用

44 标准文摘库 试用

45 媒体报道专题库 采购 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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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来源 供应商 访问量（次）

46 书香中国 采购
北京中文在线教育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9449

47 中阅网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采购 16926

48 博看少儿期刊资源库 采购
武汉鼎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82397

49 博看期刊 试用 260908

50
少儿数字图书馆（小翰林书法、中版数字有
声图书馆、锦绣书香数字图书馆 3 个库）

采购

上海玉屋粟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7380

51 易趣青少年数字动漫馆 试用 31047

52 易趣少儿数字动画馆 试用 30320

53 畅想之星大众阅读库 采购
北京畅想之星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21155

54 畅想之星医学数据库 试用

55 QQ 阅读 采购
北京新阅在线科技

有限公司
23255

56 看展览 采购

神州共享（北京）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186712

57 建党 100 年连环画库 试用 73109

58 中华连环画阅读库 试用 154591

59 翼狐设计学习库 采购
广州冠岳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23192

60 懒人听书 采购
深圳市懒人在线科技

有限公司

60534

61 中国历史文献总库•红色文献数据库 试用 2174

62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库 采购
人民出版社

67206

63 党员教育数据库 试用 61831

64 有声读物 采购
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

开发有限公司
4230

PC 端访问量合计 5647701

（备注：表中显示为 PC端数字资源链接数量，已经对部分数字资源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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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微信端数据库情况统计

序号 数据库名称 供应商 访问量（次）

1 新东方微课堂
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7433

2 新东方在线双语阅读 183788

3 智慧星少儿专题学习库
北京盛世奇才科技有限公司

94583

4 环球英语多媒体资源库 73152

5 少儿多媒体图书馆

北京爱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275

6 网上报告厅 71698

7 天天微学习中心 84737

8 龙源微刊 北京龙源创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1361

9 国研网 北京国研网信息有限公司 68408

10 超星电子书

北京超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4784

11 党建云平台 40349

12 蔚秀报告厅（名师讲坛） 35926

13 少儿绘本库 55790

14 生态城市建设发展专题库 同方知网 ( 北京 ) 技术有限公司 2031

15 万方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133761

16 媒体报道专题库 1130

17 蓝悦读
北京中文在线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5564

18 中阅网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21668

19 博看微书屋
武汉鼎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94493

20 博看党建云微刊 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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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电子书刊阅读机情况统计

品牌 数量（台） 访问量（次）

博看 26 926490

超星 14 336631

龙源 2 11033

九星 10 65317

电子书刊机访问量总计 1339471

序号 数据库名称 供应商 访问量（次）

21 易趣青少年数字动漫馆

上海玉屋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928

22 易趣少儿数字动画馆 45079

23 易趣少儿图书馆 48238

24 畅想之星大众数据库 北京畅想之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8542

25 QQ 阅读 北京新阅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115970

26 数字展览

神州共享（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70395

27 红色故事绘 73090

28 中华连环画数字阅读馆 160884

29 翼狐设计学习库 广州冠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35

30 有声读物 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5032

31 喜马拉雅 青岛海象天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47356

32 懒人听书 京合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8833

微信端访问量合计 3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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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学术成果及获得荣誉统计

学术成果

● 吴久珊同志于2022年2月在在《科学与生活》上发表论文《加强单位档案管理的措施思考》

● 吴久珊同志于2022年5月在《卷宗》发表《大数据对档案管理的影响及优化策略分析》

获得荣誉

● 吴久珊同志家庭获得滨海新区文明家庭表彰。

● 苗媛、于小波、赵静三位同志获得第六届京津冀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优秀组织奖”。

● 李国兵、肖东琛两位同志获得2022年度“京津冀图书馆悦读之星”荣誉称号。

● 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志愿服务团队荣获2022年度天津生态城志愿者协会优秀志愿服务
   团队称号。

● 张悦同志荣获2022年度天津生态城志愿者协会优秀项目志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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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图书档案馆在充分把握公众文化服务需求与智慧图书档案馆发展机遇的基础上，坚

守初心使命，固本强基，守正创新，以智慧监管平台、搬运机器人、云悦读小程序、智享 U 阅、

虚拟体验系统和借阅小车、电子档案单套制、智慧档案馆建设等重点项目为抓手，凝心聚力推动

智慧图书档案馆内涵式发展，用创新驱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多措并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

让优质文化资源滋养滨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深化应用场景开发，加速驱动智慧场馆建设

根据智慧图书馆指标体系阶段目标，为促进业务系统数据整合率、数据实时利用率、年文献

智能流通量占比、年智能采选文献占比等多项指标稳步提升，有序推进智慧监管平台、智能搬运

机器人、云悦读移动服务平台、智享 U 阅、虚拟体验系统、借阅小车等项目建设。

1、智享 U 阅

智享 U 阅作为图书档案馆助力全民阅读的一项文化惠民创新举措，于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

正式上线，平台接入了京东电商平台 2000 余家供应商、120 万多种自营正版图书，变革了文献

采购方式和流程，将网上书店变为图书馆云馆藏，滨海新区范围内的读者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网购

式借书，购书费用由图书馆买单。订单式服务将借与购巧妙融合，促进纸质图书按需采购，实现

资源精准供给，提高图书的利用率，保证图书购置经费合理利用，同时充分发挥图书馆作为全民

阅读主阵地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了读者多元化、个性化阅读需求。先后在天津广播、滨城新闻、

滨海发布、学习强国、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进行大力宣传，读者反响良好。截至 11 月底，

平台累计下单 1810 册图书，共惠及 452 个读者，其中采购 5 册（含）以上的读者高达 126 人。

2022 年智慧馆建设报告

智享U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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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拟体验系统

为给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新体验，图书档案馆于 6 月 24 日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期间重磅推

出元宇宙驱动下的虚拟体验系统。虚拟体验系统包含线上 3D 场馆和馆内数字人智慧屏两部分。

3D 场馆通过采用 SLAM 空间跟踪、AI 、3D 视觉、三维渲染等多项新技术，通过对实景场馆进行

全方位、多角度拍摄，1:1 镜像还原真实场馆，构建了一个沉浸交互式虚拟图书馆。读者可在虚

拟空间中漫游，VR 导航到不同的功能区域，更有真人馆员化身虚拟讲解员为读者介绍图书馆。数

字人智慧屏将传统阅读大屏升级，引入虚拟数字人小博，可提供馆藏书目检索、海量电子资源、

智能语音交互，3D 场馆等诸多功能。与普通阅读设备相比，数字人智慧屏更具交互性，体验感更

好，读者只需要和虚拟人小博对话就能查找资源、在线阅读、咨询问题，虚拟人小博让服务响应

更及时高效。

3、借阅小车

为进一步丰富读者阅读体验，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图书档案馆于 6 月 24 日上线借阅小车，

读者只需使用微信扫描书车上的二维码即可免费

领用小车，让读者在挑选图书时可以解放自己的

双手，享受超市购物般的便捷。借阅小车采用推

车式设计，书斗加载了 RFID 感应元件，除了装

载选好的图书外，还可以读取书籍信息，读者只

需要在屏幕上进行简单操作，就可以完成借书、

还书，此外它还可以根据读者借阅历史推荐图书、

辅助找书、扫码听书等。 虚拟体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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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稳步推进智慧图书馆指标体系落地见效

智慧监管平台、智能搬运机器人、云悦读移动服务平台、第四社区分馆、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和音阅空间是 2022 年图书档案馆落实智慧图书馆指标体系阶段性目标建设的重点智慧项目。

智慧监管平台的建设将直观监控系统、设备、网络运行状态，实时动态分析多维度海量业务

数据，助推图书馆远程精准服务，同时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目前智慧监管平台三个大屏、智慧

监管平台后台及运维小程序开发进度已接近尾声，项目上线后将实现数据共享共用、系统互联互通、

监管智能规范、精准高效。

智能搬运机器人通过对接现有分拣系统，充分考虑图书馆

所有图书搬运需求，将书箱搬运、馆员跟随、跨楼层搬运等功

能集于一体，可动态配置运力，扩展性强，助力馆内图书配送

全流程自动化，提高工作效率。目前 3 台搬运机器人和定制书

箱样机已到馆测试，完成与电梯的联动测试及核心程序的开发

等工作，交付后该项目将实现自动路径规划和 7*24 小时无人

智能图书搬运。

智慧监管平台—网络监控大屏 智慧运维小程序

搬运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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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悦读移动服务平台是图书档案馆倾力打造的一站式阅读平台，通过搭建微信小程序将图书

荐购、图书网借等平台高度集成，大力整合馆藏纸电声资源，在满足读者单点登录，一键阅读等

服务的同时，合理化建设馆藏资源，最大程度发挥馆藏资源价值。云悦读小程序体验版于 12 月

底上线试运行。

智慧监管平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和云悦读移动服务平台三个国内首创智慧项目预计年底前建

成并投入使用。此外第四社区分馆和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已完成前期规划以及布线工作，待装修

完工后进行设备安装与调试。为进一步激活互动体验区活力，将互动体验区开放区域从功能设计、

整体布局进行改造提升为音阅空间，通过分设不同主题的有声墙、专业的音乐鉴赏区和可供探讨

交流的沙龙区，目前该项目正在实施中，预计 2023 年上半年可完成建设，届时将为读者提供个

性化有声阅读体验。

云悦读移动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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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档案数字转型，深入推进档案工作创新

档案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建设是推动档案工作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

档案工作中的支撑作用，图书档案馆坚持创新与实用并重，扎实推进电子档案单套制课题研究，

加速智慧档案馆建设，积极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档案工作的

深度融合，加快实现以档案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切实提升档案管

理与服务水平。

1、电子档案单套制

依据《基于安全可控环境下电子文件“单套制”管理模式与应用研究》课题规划，我馆制定

了电子档案单套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方案，申请了专项经费，并完成了项目的采购。项目在现有系

统基础上按照《电子档案单套管理一般要求》以及单套制实施思路，对系统进行二次升级，嵌入

电子签章系统，在电子档案移交、借阅等环节实现电子签名安全认证；嵌入 OFD 版式文件系统，

实现 OFD 格式文件在线浏览、转换及增加水印等功能；升级四性检测工具，能够自动区别实现电

子档案和数字化档案的四性检测；优化 OA 系统电子文件归档功能，在电子文件形成和流转过程

中自动采集电子文件元数据 , 具备电子文件归档整理功能，并生成包含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的存

档信息包 , 按照程序要求向数字档案馆系统归档。此外，我馆在原有制度基础上新增和修订了《电

子档案管理办法》、《电子文件归档范围》、《电子档案分类方案与保管期限制度》、《电子档

案管理系统运行维护制度》、《电子文件接收和电子档案整理制度》等多项规章制度，为电子档

案单套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目前正在准备课题研究报告和工作报告，预计年底完成编制工作。

2、智慧档案馆建设

图书档案馆致力于探索一条特色智慧发展道路，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技

术手段，全面提升档案管理与服务能力。通过研发移动图书档案馆 APP，让用户通过移动终端即

可进行档案的项目报建、业务指导、查档预约等，实现了“零距离服务”；利用 VR、AR 等数字

技术，建设了多媒体展厅与 3D 虚拟展厅，丰富了展厅内容和展出形式；研发了档案服务机器人，

能够提供专业咨询、迎宾接待、展厅讲解等智能服务。

目前图书档案馆正在深入推进智慧档案馆建设，定制研发智慧档案展示系统、智慧档案利用

系统、无人值守智能库房等项目。建成后的智慧档案展示系统将对场馆、库房及专业设备进行实

景 3D 建模实现可视化管理，并将场馆环境信息、业务数据、流通信息等大数据资源进行聚合、分析，

形成集决策支持、安全管控、业务操作、数据展示为一体的 3D 可视化管理平台。智慧档案利用

系统可为用户提供自助查档服务，突显借阅的“个性化，精准化、主动化、智能化”；国内首个

无人值守智能库房将在库房创新引入 AGV 机器人，实现档案上架、盘点、统计、借阅利用等全流

程管理，让机器人全面管理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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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发展方向

未来，图书档案馆将紧紧围绕生态城“生态 + 智慧” 双轮驱动发展战略，以指标体系为引领、

以智慧项目为抓手，着眼能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思路，继续稳步高效推进智慧图书档案馆建设，不

断深化公共文化服务内涵，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和行业影响力。通过规划无感借阅、取书机器人、

5G+、沉浸式阅读等多元服务应用场景，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深度融合，线下场景多元化、线

上服务一站式，全面提升业务数据交换、汇聚、整合、分析能力。持续关注国际国内学术研究与

事业发展前沿动态，组织行业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中国图书馆学会、京津冀图书馆学会等合作

共建，积极参加智慧图书馆档案馆研讨会，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指导图书档案馆创新实

践，努力将图书档案馆建成资源配置更合理、产品供给更丰富、公共服务更优质、交流合作更深入、

品牌形象更突出的公共文化高地，为滨城高质量发展添能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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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建设概况

2022 年新入藏纸质图书共计 7485 种、19113 册；订购中外文报刊共计 852 种、853 份，其

中中文报刊 809 种、810 份，外文及港澳台报刊 46 种、46 份。

目前，图书馆藏总量共计 211929 种、581593 册，其中总馆图书馆藏总量为 156933 种、

502569 册；分馆馆藏总量为 54996 种、79024 册。

经费使用情况统计

2022 年纸质资源使用经费共计 102.59 万元，其中中文图书 70.94 万元，占总体经费的

69%；中文报刊 17.75 万元，占总体经费的 17%；外文及港澳台报刊 13.9 万元，占总体经费的

14%。

2022 年纸质文献资源建设分析报告

图1：纸质资源使用经费占比统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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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情况分析

（一）文献分类统计及利用率分析

1、文献分类统计

馆藏分类统计分析是检验馆藏结构的合理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最为直接的评价方法，同时

又能为制定下一年采访工作计划提供科学的指导。

截至 2022 年底，我馆藏书量占前五位的图书种类分别为：I 文学；T 工业技术 ；F 经济；G 文化、

科学、教育、体育；K 历史、地理（表 1）。

索书号 册数 种数 占比

  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2186 781 0.4%

  B 哲学、宗教 28768 10566 4.9%

  C 社会科学总论 11616 4355 2.0%

  D 政治、法律 35751 12666 6.1%

  E 军事 3491 1242 0.6%

  F 经济 57755 20140 9.9%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41491 14840 7.1%

  H 语言、文字 18859 6567 3.2%

  I 文学 166541 62876 28.6%

  J 艺术 36108 14373 6.2%

  K 历史、地理 39249 14484 6.7%

  N 自然科学总论 1855 681 0.3%

  O 数理科学与化学 4989 1765 0.9%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4889 1734 0.8%

  Q 生物科学 7980 2974 1.4%

  R 医药、卫生 21975 7988 3.8%

  S 农业科学 2812 1030 0.5%

  T 工业技术 83626 28805 14.4%

  U 交通运输 3037 1042 0.5%

  V 航空、航天 755 266 0.1%

  X 环境科学 , 安全科学 4205 1482 0.7%

  Z 综合性图书 3655 1272 0.6%

合计 581593 211929 100.0%

表1：馆藏分类统计（单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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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馆藏利用率分析

图书的借阅率是衡量图书利用程度最直观的标尺。根据“借阅率 = 借阅数量 ÷ 馆藏数量”

公式可知，借阅率数值越大，该类图书的利用率越高；反之，数值越小，利用率则越低。据统计，

我馆各类图书的借阅率如下（图 2）：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文学类图书借阅率最高，最受读者欢迎；文科教体、艺术、历史地

理类图书的借阅率分别位居第二、三、四位，利用率较高。

此外，馆藏量排名与借阅率排名差值也是体现馆藏配比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图书的馆藏量排

名与借阅率排名差值为零，则说明该类图书的馆藏量排名与借阅率排名一致，馆藏数量与利用程

度相当，馆藏配比较为科学合理。因此，馆藏量排名与借阅率排名差值的绝对值越趋近于零，馆

藏配比越趋于合理；反之馆藏量排名与借阅率排名差值的绝对值越大，馆藏配比越不合理。

通过对比图 1 和图 2，计算出各类图书馆藏排名与借阅率排名的差值如下表：

图2：各类图书借阅率统计（单位：%）图2：各类图书借阅率统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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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2 可以看出 :

（1）文学、数理科学与化学、农业科学、医药卫生、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类图书的馆藏量排

名与借阅率排名差值绝对值小，馆藏数量与利用程度相当，馆藏配比最趋于合理。其中文学、数

理科学与化学、农业科学类图书馆藏量排名与借阅率排名差值等于 0，说明其馆藏数量多、利用

率高，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的采购原则。

（2）社会科学总论、马列毛邓、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艺术、历史地理、军事、哲学宗教、语

言文字、生物科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类图书的馆藏量排名与借阅率排名差值绝对值相对较小，馆

藏数量与利用程度比较相当，馆藏配比较为合理。

（3）政治法律、经济、环境科学安全科学、工业技术、综合性图书、自然科学总论类图书的

排名差值绝对值较大，馆藏数量和利用程度有些失衡。尤其是政治法律类图书差值最大，其馆藏

数量较多但利用程度较低，应注意这类图书的精简和剔旧 ; 自然科学总论类图书馆藏量较少但借

阅率较高，因此应适量增加该类图书的馆藏量以满足读者的借阅需求。

该组对比分析对馆藏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今后对利用率低的图书，在遵循我馆采购原则的

基础上，依据读者的阅读兴趣指向，按需采购图书。

图书类别 馆藏量排名 借阅率排名 差值

    N 自然科学总论 21 16 5
    Z 综合性图书 16 12 4
    B 哲学、宗教 8 5 3
    H 语言、文字 10 7 3
    Q 生物科学 12 9 3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14 11 3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4 2 2
    J 艺术 5 3 2
    K 历史、地理 6 4 2
    E 军事 17 15 2
    U 交通运输 18 17 1
    V 航空、航天 22 21 1
    I 文学 1 1 0
    O 数理科学与化学 13 13 0
    S 农业科学 19 19 0
    R 医药、卫生 9 10 -1
    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20 22 -2
    C 社会科学总论 11 14 -3
    T 工业技术 2 6 -4
    F 经济 3 8 -5
    X 环境科学 , 安全科学 15 20 -5
    D 政治、法律 7 18 -11

表2：馆藏量排名与借阅率排名差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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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年馆藏量统计分析

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22 年，馆藏量总体呈增长趋势。2022 年我馆文献入藏量 19113 册，

剔旧馆藏量为 844 册，新增馆藏 18269 册。总馆藏量较上一年度有小幅增长（图 3）。

馆藏建设优化方案

针对上述分析，我馆拟制订以下几种馆藏优化方案，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丰富和完善我馆馆藏。

（一）立足资源共享，推进共建共享体系建设

推进共建共享体系建设，推进文献联合编目、馆际互借、文献传递、通借通还等工作，建立

全方位的共建共享体系。加强与全市各类型图书馆的沟通合作，依托资源共建共享，协调开展资

源建设工作。

（二）坚持需求导向，提高资源建设水平

加强基础文献资源建设。建立“用户需求”驱动的文献资源建设模式，根据读者需要调整文

献采访方针和采访计划，保障广大读者对常规文献的阅读需求。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等相

关标准和规范，做好文献组织工作。利用新的知识组织手段，对多种载体、多种类型的文献信息

资源进行深度揭示。

（三）树立服务思维，确立“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加强基本阵地服务，创新服务方式，保障读者基本公共文化权益。以满足读者需求、方便读

者阅读为服务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牢固树立服务思维，切实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

图3：馆藏总量统计图（单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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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新友好图书馆共拥有 PC 端数字资源 89 个，涵盖了电子图书、电子期刊、学位

/ 会议论文、电子报纸、音视频和数据事实六个大类；微信端开通数字资源共 32 个，可满足读者

随时随地使用数字资源的需求；另外，中新友好图书馆还拥有各类电子书刊阅读机 52 台，可为

读者提供多样化的阅读体验。

馆藏情况分析

在数字资源购置方面，中新

友好图书馆投入专项经费 267.7

万元，采购 PC 端数据库 43 个，

试用数据库 46 个，同时开通微

信端数据库 32 个。

从图 1 可以看出，采购数据

库的数量在 2019 年达到峰值，

2020 年下降后，2021 年和 2022

年两年的数据又实现了持续稳步

提升。这是因为 2018 年开馆后，

中新友好图书馆加大了数字资源

的建设力度，采购了众多数字资

源为读者服务。近三年来，通过

分析和参考历年的使用数据，在

节省支出的同时不断调整数字资

源结构，剔除不常用数据库，保

留了利用率高的资源，去年和今

年根据读者喜好又增加了一些优

质资源，且今年采购的数量较往

年略有提升，实现了数据库采购

数量的稳中有增。

除采购数据库外，为了更科

学、有效地筛选数据库，中新友

2022 年数字资源建设分析报告

图1  数据库采购情况历年比较分析

图2  开通微信端数据库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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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图书馆按照惯例与多家资源厂商协商开通了 46 个试用库，一方面丰富了数字资源的内容，另

一方面，为后期采购提供决策依据。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移动端途径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行为越来

越普遍。为充分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2020 年中新友好图书馆公众号开通了“微阅读”栏目，

挂接了部分微信端数字资源。近两年为进一步契合读者阅读需求，我们持续优化微信端数字资源

占比，由图 2 可以看出，2020 年开通微信端的数字资源占比 27%，2021 年为 33%，2022 年为

36%，在对微信端资源优中选优的基础上，保持了微信端数字资源的良好增长态势。

今后，中新友好图书馆将继续平衡 PC 端及微信端的数字资源结构，开通更多适合微信端使

用的数字资源，并且在数字资源采购中，继续向微信端资源倾斜。

图 3 展示了各类别数字资源的占比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数据事实类数据库同往年一样仍

然是占比最大的，达到了 35%；音视频类及电子书类数据库占比相当，分别为 22% 及 21%。数

据事实类数据库主要包含了国研网、领导决策支持系统等平台，主要为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提供一

些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导向方面的信息和数据；音视频类数据库涵盖了少儿学习、学科教育、名

家讲座等各类音视频资源；电子图书类数据库涵盖了红色资源、少儿教育等优质资源，可充分满

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占比较高的还有电子期刊类数据库，主要包含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

学术类期刊，以及龙源、博看等生活类期刊，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科研论文资料及大众期刊；其

余的学位 / 会议论文及电子报纸类数据库由于需求量不是很大，因此采购数量较少。

图3  数字资源分类数量统计



  │ 第三章  │ 分析报告

39

资源使用分析

2022 年，中新友好图书馆数字资源总访问量达 865 万余次，同比增长 17%。其中 PC 端访

问量 564 万余次，同比增长 11%，微信端访问量 301 万余次，同比增长 29%。

图 4 显示了历年来数字资源访问量的变化趋势，由于 2020 年开通了微信端服务，因此将微

信端访问量也计入统计数据中。结合趋势图和上述增长率数值可以看出，2022 年数字资源总访问

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 PC 端访问量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微信端访问量增长仍然较快。

从数据上看，PC 端数据库访问量仍然是最高的，微信端数据库虽然增速较快，但相较于 PC

端的访问量仍有不小差距。这主要是因为只有部分数字资源开通了微信端，像知网、万方数据等

科研类数据库还是更适合在 PC 端使用，并且这类数字资源的使用量更高，而微信端数据库则更

加侧重于让读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去阅读和学习。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微信端数字资源的访问量仍明显低于 PC 端，因为只有部分数字资

源开通了微信端，像知网、万方数据等科研类数据库还是更适合在 PC 端使用，并且这类数字资

源的使用量更高，而微信端数据库则更加侧重于让读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去阅读和学习。

图4  历年数字资源访问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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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和图 6 分别为 PC 端及微信端访问量排名前十位的数据库。可以看出，PC 端数据库中，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访问量最高，其次是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其余 8 个访问量高的资

源分别为形势分析支持系统、万方中小学数字图书馆、博看期刊等，可见，查找科研论文和学术

期刊等仍是读者使用 PC 端数据库的主要原因。而微信端数据库中，博看微书屋的访问量高居首位，

图5  PC端数字资源访问量Top 10

图6  微信端数字资源访问量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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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9 个访问量高的资源分别为看展览、新东方在线双语阅读、中华连环画数字阅读馆等，也能

反映出读者更喜欢在微信端浏览电子书，进行视听学习等活动，这类资源在微信端使用更为方便

快捷。

图 7 显示了各类别数字资源访问量占总访问量的比重。可以看出，访问量占比较高的数字资

源为电子期刊类、音视频类，均为 33%，较往年分别提升了 3% 和 6%。这一方面是由于读者更

多地使用电子期刊类数据库进行论文撰写及视听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类数字资源采购量较

多，内容相对丰富。其次是电子图书类，为 17%，由于今年继续加大了电子图书类数字资源的采

购量，因此访问量随之上升，这说明读者对这类资源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中新友好图书馆数字资源涵盖类型较广，总访问量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在

数字资源采购方面，2022 年根据读者需求继续优化资源采购比例，进一步加大了电子图书类数字

资源的采购力度，并更加注重微信端数字资源的建设。在数字资源利用方面，电子期刊及音视频

类资源使用量最大，其次是电子图书类资源。其中音视频类资源访问量占比相较往年有较大提升。

总体而言，2022 年各类别数字资源采购较为均衡，利用率较高，基本可以满足各类读者在数字资

源使用方面的不同需求。下一步，中新友好图书馆将继续加大数字资源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将数

字资源服务向馆外拓展，并且根据读者需求调整各类资源的采购比例，以加大各类数字资源的利

用率。另外，计划继续和区域内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让数字资源服务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图7  数字资源各类别访问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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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友好图书馆通过不断深化“总馆 - 分馆 - 服务点（书屋）”建设，改善分馆阅读环境，

拓展文化活动，创新服务方式，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推进图书馆公共服务向

基层延伸。

总分馆建设基本情况

2022 年，中新友好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进

一步拓展延伸，不断完善镇街、社区分馆智能化

设备的普及和投入使用，进一步提高总分馆共建

共享效率。2022 年我馆在生态城内新建成书屋 6

个，分别为瑞龙社区书屋、武警部队天津市总队

执勤第三支队机动五中队书屋、天津生态城绿色

建筑研究院书屋、生态城建设者公寓书屋、（台企）

华慧芯书屋、国家海洋博物馆书屋，服务范围囊

括社区居民、部队官兵、企事业单位员工、城市

建设者。并与生态城重点旅场馆——国家海洋博

物馆建立联系，共同打造“海洋知识科普天堂”。2022 年上半年，我馆与青年运动协会协商办理“集

体借阅”，为生态城景杉园骑行驿站添置体育类、综合类图书 500 册。至此，我馆自开馆之日起，

共联合建设 4 个分馆，7 个服务点，22 个书屋，共 33 个图书馆点位，其中通借通还点位 5 个，

分别为第一社区分馆、第二社区分馆、第三社区分馆、人才公寓服务点、信息园新智中心服务点（整

修升级中）。

2022 年总分馆建设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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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 是民族精神传达、民族团结发展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文环境、经济条件的改变人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欲

望愈发强烈。

近三年，在分馆建设总量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我馆注重建设质量标准，

严格把控所建分馆，对各点位实行群体文化侧重调研，开展针对性较强的服务与文化建设，让阅

读在人民群众生活中占比越来越重。

2022年新增书屋情况一览表

近三年分馆建设情况统计

书屋名称 服务范围 藏书 / 册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瑞龙社区书屋 社区居民 1000 78

武警部队天津市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动
五中队书屋

部队官兵 1000 70

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研究院书屋 单位员工 500 80

生态城建设者公寓书屋 城市建设者 700 78

（台企）华慧芯书屋 单位员工 300 70

国家海洋博物馆书屋 居民及游客 2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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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借通还点位基本情况

2022 年，各通借通还点位全年流通总量为 5594 册图书。第一社区分馆流通量为 2404 册，

占总流通量的 42.97%；第二社区分馆流通量为 1790 册，占总流通量的 32.00%；第三社区分馆

流通量为 1052 册，占总流通量的 18.81%；人才公寓服务点年流通量为 348 册，占总流通量的

6.22%。2022 年第三社区分馆和人才公寓服务点流通占比相较 2021 年的 9.71% 和 3.17% 均翻

番 2 倍，上涨趋势尤为突出。其原因可总结为，自 2021 年我馆便注重加强通借通还点位的升级

改造工作，同时不断加强“全民阅读”“全城热读”等品牌活动的宣传力度，对通借通还点位资

源进行细化分类，在第三社区分馆设立军事类图书阅读专区，注重人才公寓服务点儿童读物更新

工作，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两个点位的图书流

通率。

2022 年，由于分馆长期处于闭馆状态，

导致多数读者选择到汽车穿梭还书处进行还

书，同时，分馆的开放时间比较零散也是分

馆读者流通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并且各分馆

所属社区服务中心对本社区场馆的开放都有

着严格的限流管理措施，开放期间每日要求

限量 15 人以内，因此很多读者无法进入分馆

内进行借阅，影响了通借通还点位的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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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资源及电子资源更新情况

图书分馆目前拥有丰富的纸质文献资料和大量的数字资源，充分发挥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各

自的特点。2022 年不断更新纸质图书和电子资源，对馆藏信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切实满足广

大读者阅读书籍、查阅资料、汲取知识等多方面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中新友好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分馆、服务点、书屋总量逐年稳

步提高。在文献资源方面，2022 年根据读者需求不断更新分馆、服务点及书屋的纸质资源和数字

资源。数字资源的持续更新，疫情期间电子图书类资源访问量占比相较去年提升较大。 

下一步，中新友好图书馆将继续深入推进总分馆制建设，多元化合作建设新分馆。

一是创建新服务点、书屋等。加强与政府机关、社区、企业、研究机构、公共事业单位、部

队等组织机构的合作，积极推动分馆建设进园区、进楼宇，打造图书馆分馆及服务点，拓展青年

群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途径，进一步消除公共文化服务的“盲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覆盖。

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总分馆网络体系。

二是输送优质资源。根据分馆受众，精准配送图书，并通过图书流转，加快分馆图书更新，

提高图书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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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读者需求是中新友好图书馆做好读者服务工作的前提，我馆以满足读者需求为己任，不

断提升图书馆的服务供给，强化监督管理力度，广泛听取读者意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读者

满意率，结合图书馆实际情况，开展读者满意率问卷调查工作，收集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意

见和建议，调查方式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进行，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回收有效问卷 907 份，

线下通过现场拦截访问，回收有效问卷 500 份，形成以下分析：

读者基本情况分析

参与问卷调查受访读者女性读者偏多占 53.48%。年龄比例为，未成年人读者（18 岁以下）

占据读者群体的 36.43%，青年读者（18-45 岁）占据读者群体的 32.61%，中年读者（45-60 岁）

占据读者群体的 15.74%，老年人读者（60 岁以上）占据读者群体的 15.32%, 从读者职业分布可

以看出企业人员、事业单位、学生以较为平均的分布（占比分别为 22.31%、19.30%、20.86% 

）构成读者的主要职业架构。

2022 年读者调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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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分析在受访读者中未成年人读者占比较大，是我馆读者的主要群体，这种现象出现的

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上网课到图书馆学习的需求较大 ; 另一方面成年读者忙于工作，业余时

间比较少，导致很少有休闲时间到图书馆学习。这些数据同时说明我馆的未成年人服务设施、馆

藏及阅读环境能够满足此类读者的需求。从读者职业分布综合来看，农民、无职业两类读者参与

调查问卷比例偏低，说明未来的工作中需要加强对以上两类读者开展相关的阅读推广工作，加强

对本区域相关读者群体需求的深入研究，进一步体现人文关怀，更好地发挥公共图书馆的职能。

读者满意度调查

近年来，我馆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服务措施、服务制度，以更好的服务读者为己任，

建设读者满意的图书馆，在此次问卷中从五个方向调研读者对于我馆服务情况的满意程度，分别为：

馆内环境、开放时间、管理方式、设备设施、服务能力。

空间环境满意度主要从“馆内环境清洁、舒适”“图书馆开放时间”“图书馆管理方式”等

方面了解读者对我馆的满意程度；设备设施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科技化的设计、信息化设备、自

助设备设施等，受访读者整体满意度高达 93.77%；馆员工作服务能力分别是态度及业务熟练程

度和处理读者意见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了解读者对图书馆的满意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读者对馆

员工作服务满意度为 99.10%。

由此可见，中新友好图书馆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认可，在读者群体中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

我们也会继续认真做好读者意见收集工作，重视读者意见，多开渠道吸纳读者意见，把读者反映

的问题尽快、及时地处理好。



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  │ 2022 年·年报  │
2022 Annual Report

48

读者需求调查

读者接收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阅读方式也更加广泛，中新友好图书馆通过各种方式将知识、

信息提供给广大读者，研究读者需求、摸清读者需求有效地针对服务、区分服务，本次问卷从三

个维度功能需求、形式需求、外延性需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2.54% 的读者对图书资源获取

能力上希望“提高电子芯片图书定位技术”；26.70% 的读者希望增加便民设施，如：水吧、咖

啡吧、餐饮；呼声最高的是“希望增加自习区开放时长”。

以上这些读者需求均反映出，开馆以来中新友好图书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对于我

馆的发展，读者朋友也积极献策，未来在开展相关工作时，我们会继续加强与读者之间的沟通，

不断掌握新的管理理念，更新工作观念。为读者创造更好的阅读环境，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服务。

下一步提升服务措施

读者满意度是读者对我馆服务质量的事前期望和他们在获得服务后的实际感受，从读者的评

价中发现、了解和关注读者需求，以期读者更加关注我馆制度建设与管理创新。

（一）提升服务效能

以标准化建设工作为契机，从管理机制方面创新做起，制订馆员专业素养提升计划，不断提

升馆员政治素养、职业道德以及业务能力。以更高的工作热情积极投入到读者服务工作中去。培

养团队合作意识，提升业务能力掌握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并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知识，做到见多识广，

能够一专多能，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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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级阅读环境

对暂未开放区域的精装修工程，预计 2023 年年初正式开放。将新增阅览区、创客空间、书

画作家艺术创作区等全新区域。还将在二楼入口台阶处打造“24 小时阅读区”，设置有图书期刊

和阅览桌椅，方便读者随时享受阅读的乐趣，同时全天候开启馆外智能设备── 24 小时智能书

柜和 24 小时汽车穿梭还书系统，为读者提供图书自循环借还服务。

（三）加强为特殊群体服务能力

更好地发挥公共图书馆的职能，调整工作思路，重视特殊群体、弱势群体的服务工作，加强

对本区域弱势群体需求的深入研究，完善服务的制度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措施加强阅读推广，充

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活动中的龙头作用，为读者持续学习知识、获取信息提供方便，同

时让他们在繁忙的间隙享受到阅读的快乐。

中新友好图书馆也将进一步提升馆藏资源服务能力、创新读者活动形式和内容，继续推进智

慧图书馆研发和应用，围绕读者需求和社会发展要求，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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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活动概况

2022 年，共举办各类读者活动 556 场，累计参与人数 80368 人。其中，讲座 37 场，展览 33 场，

培训 121 场，阅读推广活动 365 场。

 

为配合好疫情防控工作，2022 年我馆读者活动主要以线上阅读推广与线下小型培训为主，与

去年相比，今年活动数量与参与人数均有所减少。其中线上活动 489 场，线下活动 67 场。

活动品牌概况

2022 年依托场馆资源优势，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推进活动品牌升级，推出了“阅”享生态

城、“童”享生态城、“智”享生态城、“畅”享生态城、“文”享生态城、“悦”享生态城六

大活动品牌，加强区域联动，打响品牌知名度。

1.“阅”享生态城

作为生态城全民阅读重要阵地，“阅”享态城品牌在建设书香生态城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2022 年在原有学经典 读《论语》分享会、我们一起讲故事、为你读诗阅读推广活动外，推出了

2022 年读者活动服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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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盒读书会、一周阅读“绘”等亲子共读、文津图书奖专题讲座等。2022 年共举办活动 222 场，

累计参与人数 28337 人。

  

4·23 世界读书日期间，举办“奋进新征程 阅读再出发”滨海全民阅读节启动仪式，新区区

委宣传部和文旅局领导出席此次活动，推出“智享 U 阅”免费购书平台项目、百本阅读推荐书单

及主题系列活动，为 2021 年度滨城“书香社区”“书香社团”“图书馆文化志愿者”进行表彰，

发出阅读倡议。

  

2.“悦”享生态城

全年围绕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节日及毕业季、母亲节、劳动节等重要节点，走进包保社区、

学校、局室、企业、养老院联合开展 32 场特色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居民营

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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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建党 100 周年”、“党的二十大”、“共

青团成立 100 周年”等主题，联合教体局、区域内学校、社区等社会团体共开展活动 14 场。包括“这

场青春，值得骄傲”五四青年节视频展示、“学习雷锋好榜样！”走进北师大附校、喜迎二十大“童

心向党，阅享童年”、“庆祝二十大，歌颂新征程”朗诵大赛、抗疫有我，健康“童”行美术作

品征集等主题活动，凝聚奋进新征程，讴歌伟大新时代。

    



  │ 第三章  │ 分析报告

53

3.“童”享生态城

为开拓少儿视野，激发少儿学习兴趣，我馆针对少儿读者开设了“童”享生态城品牌，在原

有中华写字课堂、乐高课堂上，新增《解读儿童成长密码》线上栏目，联合新区书法家协会、美

术家协会、教体局共同开展喜迎二十大“紫荆盛放，再创辉煌”第七届少儿书画节、“童心向党，

快乐成长”儿童绘长卷、“疫”样六一，“童”样精彩才艺展示等活动，为生态城儿童搭建全面

学习与快乐成长的公益平台，开拓少儿视野，促进少儿成长。2022 年共举办活动 38 场，累计参

与人数 2213 人。

  

4.“智”享生态城

为充分发挥科普基地引领作用，积极开展科普活动，我馆开设了“智”享生态城品牌。在已

有科学小实验、乐高课堂、思维导图、烫伤小课堂进校园、少儿编程基础上，加强与其他科普组

织合作，包括：与环卫公司、生态城医院合作开展“垃圾分类”有奖竞答、“关爱女性”健康知

识讲座；冬奥会期间，开展“冬奥来了”科普栏目、“喜迎冬奥，一起向未来”主题作品线上展，

普及冰雪文化。2022 年共举办活动 101 场，累计参与人数 3328 人。

5.“文”享生态城

本品牌旨在引导读者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及特色地域文化，在原有栏目外，与新区文联、新区

作家协会联合开展“以青春之名，拥抱新时代” 第三届青少年征文比赛、“喜迎二十大·书香伴

我行”读书征文比赛积极投稿，共征集作品 189 件。

在非遗文化、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宣传推广方面，与一本茶书馆合作开展“中国传统节日

艺享课”；打造《滨海人物志》地域文化栏目，并将《趣说海盐》编辑成书。同时，邀请书法家

韩天宏、渔民作家刘翠波等开展线上、线下主题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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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畅”享生态城

我馆的艺术品牌——“畅”享生态城，旨在提升读者的生活品质和艺术审美，在成人丙烯、光“音”

的故事、一本“茶”书课外，新增“走进合唱团”、“走进吉他世界”、“非洲鼓线上公开课”

等多档线上课程，举办“庆祝二十大，歌诵新征程”中新友好图书馆朗诵大赛，带领读者共同感

受艺术的美好。2022 年共举办活动 59 场，累计参与人数 11595 人。

呈现的特点

1. 传承“我们的节日”，弘扬红色主旋律

全年围绕“我们的节日”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围绕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及毕业季、

母亲节、劳动节等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传播传统文化魅力，增强民族凝聚力。

提升政治站位，联合教体局、区域内学校、社区等社会团体围绕“党的二十大”、“共青团

成立 100 周年”等主题，开展了“这场青春，值得骄傲”五四青年节视频展示、“学习雷锋好榜样！”

走进北师大附校、“庆祝二十大，歌颂新征程”朗诵大赛、抗疫有我，健康“童”行美术作品征

集 14 场活动，为居民搭建品读红色经典、感悟红色精神的平台，坚定群众文化信心。

2. 创新内容形式，打响品牌知名度

推进活动品牌全面升级，突出“阅”享生态城、“悦”享生态城、“童”享生态城、“智”

享生态城、“文”享生态城、“畅”享生态城六大品牌活动特色，不断扩大各活动品牌影响力；

依托场馆资源优势，加强区域联动，在各品牌原有基础上改进创新，新增“盲盒”读书会、全城热读、

阅微读书沙龙等全新活动，注入新鲜活力，突出各品牌特色，多方面、全方位满足各年龄段读者

的阅读需求。

3. 突出馆际社会合作，推动“书香滨城”的建设

整合资源，积极寻求与行业馆、学校、社区、军队及社会组织合作，加强馆际、馆局、馆校

资源共建、协作开发，全力推进阅读推广事业工作的开展，在 4.23 世界读书日期间成功举办了

2022 滨海全民阅读节，受到了区内读者极高的关注，进一步形成了良好的全民阅读氛围，推动“书

香滨城”的建设。

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重要阵地作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持续开展亲子阅读、家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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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阅读、社区阅读等多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各类人群。

当前局限及改进办法

加大基层推广力度，深挖阅读推广深度。由于疫情影响，今年在各社区分馆及基层服务点举

办活动较少，形式内容较为单一，不能良好推动社区各分馆读者活动开展。明年，我馆计划每季

度在一社区、二社区、三社区分等分馆开展至少两次活动，加强资源整合，向分馆、基层服务点

提供高质量阅读服务，提升社区文化氛围。

结语

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是公共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 , 不仅能够深化其与读者的沟通 , 还能够

提高读者的科学文化素养。随着我国对全民阅读工作重视程度的提升,公共图书馆应勇于面对挑战,

积极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 与时俱进 , 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和形式 , 激发读者的参与热情 , 以提升阅读

推广活动的服务效益。今后，公共图书馆需要根据后疫情时代读者需求，调整阅读推广规划，策

划开展潮流化阅读推广活动，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高速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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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资源建设

2022 年共接收文书档案 4771 件，专业档案 242 件 /1281 卷，会计档案 510 卷，城建档案

6824 卷，照片档案 6641 张，视频档案 11 条。

2022 年档案工作服务报告

图1 档案业务数据对比图

2022 年档案业务数据统计表

类别
文书

档案（件）
专业档案

（件 / 卷）
会计

档案（卷）
城建

档案（卷）
照片

档案（张）
视频

档案（条）

数量 4771 1523 510 6824 6641 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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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档案年利用量对比图

2022 年因疫情原因，线上开展工作居多，导致照片、视频档案减少，其余门类档案接收数据

与去年基本持平。

为了更好地发挥档案在服务生态城管委会的经济、建设、文化和资政育人方面的作用，针对

近年来国家档案局和天津市档案局要求，我们重点收集和整理了扶贫、疫情防控、党史教育、“871”

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相关的档案，将分散在管委会各立档单位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文书档案进行了检

索、梳理，建立了扶贫、疫情防控、党史教育、“871”重大生态建设工程 4 个专题组织，及时

进行专题推送，以便集中化、针对性地提供查考利用。

档案利用情况

2022 年档案查询共计 15772 件（卷），其中综合档案利用 1604 件（卷），城建档案利用

14168 卷。同时向天津市民生档案平台上载共享我馆民生档案数据 1972 条。

2022 年度档案利用统计表

类别 / 数量 年利用量（件 / 卷） 年利用人次

综合档案 1604 148

城建档案 14168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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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档案在资政服务能力上大幅上升，配合财政局审计工作，提供了大量充分有力的原

始凭证和参考资料，先后接待财政审计查档 86 人次，提供档案 1520 卷，确保了审计工作的顺利

开展，充分发挥了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效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档案工作特色分析

1、档案活动丰富多彩

我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同时根据《天津市“八五”法治

宣传教育规划（2021-2025 年）》要求，以深入贯彻实施档案法为抓手推进依法治档，围绕“6.9

国际档案日”和“9.5 档案法颁布纪念日”，开展了一系列档案普法宣传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

在“6·9 国际档案日”活动中，举办了“喜

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党史档案知识竞答活动，

用档案见证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讲好党史故事，

讲好档案故事，为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营造良好

氛围。

同时，走进生态城第一社区、第二社区、第三

社区为居民发放《档案法》手册及《中国的世界记

忆遗产》宣传折页，普及新修订的《档案法》知识，

贯彻落实我市档案八五法治宣传教育，进一步拉近

了广大群众与档案的距离，让普通百姓充分感受到

档案文化的魅力，增强档案法制观念。

“6·9国际档案日”为居民发放宣传手册及折页

“6·9国际档案日”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9.5档案法颁布纪念日”档案宣传进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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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5 档案法颁布纪念日”开展了“档案开放日”系列活动。针对不同年龄层人群，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了丰富的档案知识宣传活动。内容包括“家庭档案 DIY”、“档案宣

传进社区”、“线上有奖竞答”、“漫画档案小知识”、“档案服务进企业”等，参与人数达到

3000 余人次。

2、档案服务成效显著

2022 年，我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加强了对社区档案工作的指导服务。了解到社区

对于档案管理的具体需求后，档案工作人员现场协助和风社区对近两年来的各类疫情资料进行了

整理装盒，并对档案整理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进一步促进了社区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促使社区档案工作更上一层楼。

同时，继续把档案服务送进建设项目、送到施工现场，在强化指导、优化服务的基础上不断

探索对区域内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业务指导“最优解”。先后开展了滨海新区妇女儿童医院、红

星地产、中核大学、中加项目、阳光海岸、滨海湿地改造等重点项目的服务工作。工作人员走进

施工现场，进行档案培训，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指出档案整编过程中的各个关键环节和具体要求，

现场解答与会人员在工程建档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进行，以优质高效服务确保项目竣工

后档案及时接收进馆，助力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帮助和风社区整理档案

服务方特企业 服务滨海红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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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编研成绩斐然

接收生态城管委会大事记、新闻汇编、会议纪要、年度工作文件共四类（12 本）汇编进馆；

完成 2021 年度合同档案汇编；并将《趣说海盐》编辑成书。同时进一步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色，

在原有的“盐滩红色故事”档案栏目外，打造《滨海人物志》地域文化栏目。

结语

2022 年各项档案工作稳步推进，馆藏档案资源进一步丰富，档案“以档资政”能力有所提升。

下一步，我们在持续保持现有工作高效基础上，将加快推动无人值守智慧档案库房、智慧展

示平台、智慧档案利用平台等项目建设，构建能感知、会思考、可进化、有温度的智慧档案管理

模式，让智慧科技更快更好地走进用户，服务用户。

汇编材料 《滨海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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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4日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举办多彩活动迎新年

                              生态城发布：新年第一场阅读，从“盲盒”读书会开始

●  1月13日     津滨海：“春节”不打烊  年味有“书香”，中新友好图书馆举办多种线上活动

●  1月14日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提供海量数字资源开展线上阅读推广

●  1月28日     津滨海@滨城读书人：中新友好图书馆明起有序恢复开放，还有不少线上新春

                         活动等你来约

●  2月4日       津滨海：牵手冬奥  冰雪追梦｜中新友好图书馆推出冬奥主题线上展览

●  2月12日     津云：天津市人大代表齐丽娜：打造“书香城市”  为群众提供优质文化服务

                              津滨海：滨海新区部分景区场馆陆续恢复开放

●  2月13日     生态城发布：天津市人大代表齐丽娜：打造“书香生态城” 为群众提供优质文化

                         服务

●  2月14日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书间藏爱”浪漫开展

●  2月15日     天津日报：云端相聚  氤氲书香

                              津滨海：“悦”享生态城——元宵花灯喜乐会走进和风社区

                              津滨海：加快打造绿色智慧宜居宜业美丽“滨城”

                              生态城发布：乐在生态城，全城“闹”元宵！

●  2月22日     滨海电视台：中新友好图书馆：新增艺术空间丰富互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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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        津滨海：《人世间》同名小说在中新友好图书馆上架

                              津滨海: 中新友好图书馆开展防疫演练

●  3月4日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志愿者：宣讲雷锋精神 分享阅读快乐

                               天津滨海文明：【学雷锋纪念日】雷锋精神永流传

●  3月5日       生态城发布：春暖三月学雷锋，定格生态城志愿服务瞬间  

●  3月7日       天津日报：流动书车开进津城校园

●  3月8日       今晚报：为女性朋友送上关爱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庆“三八”妇女节

                               津云：创意绘画、公益讲座……生态城多彩活动“庆三八”

                               生态城发布：戳！这是生态城“女神”们的节日打开方式

●  3月9日       天津日报：主题书展庆祝妇女节

●  3月17日     津滨海：服务“转移阵地” 中新友好图书馆与读者“云端”共享阅读乐趣

●  3月18日     津云：中新友好图书馆推出线上“无接触”活动

●  3月20日     天津日报：中新友好图书馆推出系列线上活动，读者“云端”享文化大餐

                               今晚报：中新友好图书馆举办线上活动，让图书馆触角深入千家万户

●  3月21日       中新友好图书馆举办线上活动，让图书馆触角深入千家万户

                         共享文化盛宴！中新友好图书馆邀您“线上见”！

●  3月24日      津云：这个春天 赴一场浪漫美好的“云上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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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9日     津滨海：馆校“云端合作” 共筑“书香之城”

●  3月30日     滨海时报：生态城馆校“云上”合作 共筑“书香之城”

                         

                                津滨海：24小时智能“微型图书馆”让阅读“不打烊”

                               人民网：馆校并举共筑“书香生态城”

●  3月31日     津云： 24小时智能“微型图书馆”让阅读“不打烊”

●  4月1日        滨城新闻：智能微型图书馆让阅读“不打烊”

                               今晚报：微型图书馆全天不打烊

●  4月7日       津滨海：“你读书我买单”中新友好图书馆“智享U阅”平台即将上线

●  4月9日       天津日报：智能设备让借阅更方便

                                生态城发布：天津日报：中新友好图书馆智能设备让借阅更方便

                      

●  4月13日      津滨海：4·23世界读书日 | 叮咚！请查收您的“阅读大礼包”

●  4月14日     生态城发布：请查收！中新友好图书馆世界读书日线上活动预告来啦

●  4月17日     天津日报：邀读者赏春意品书香

         

●  4月21日      津滨海：世界读书日｜这次流动书车活动有点不一样

●  4月23日     津滨海：书香润滨城  阅读伴成长  2022滨海全民阅读节活动启幕

                               生态城发布：你买书我下单，看完再还图书馆！生态城中新友好图书馆

                       “智享U阅”正式上线

                               滨城新闻：世界读书日·书香润滨城｜2022年滨海全民阅读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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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4日     今晚报：中新友好图书馆订单式服务｜读者想看什么书 图书馆按需采购

                               津云：中新友好图书馆“智享U阅”上线

                               学习强国：让书香浸润滨城|2022年滨海全民阅读节启幕

                               津滨海：生态城中新友好图书馆“智享U阅”正式上线

●  5月3日        生态城发布：“书香伴我同行，致敬最美劳动者！”劳动节主题活动走进生态城       

                          智慧中心

●  5月4日        津滨海：“书香伴我同行，致敬最美劳动者”劳动节专场活动举行

●  5月6日         天津日报：中新友好图书馆“智享U阅”上线 ｜你读书我买单 读完还回图书馆

                          学习强国：中新友好图书馆“智享U阅”上线：你读书我买单 读完还回图书馆

●  5月7日        津滨海：情暖母亲节｜中新友好图书馆走进和风社区送祝福

●  5月13日      津云：说变化，晒幸福｜这个智慧“样板间”就是天津生活的模样

                          生态城发布：中新友好流动书车进工地！外来务工人员共享书香

●  5月14日      津滨海：流动书车进建设公寓  外来务工人员也有好书相伴

●  5月19日      生态城发布：已为读者“买书”近600册，中新友好图书馆“智享U阅”平台

                          全攻略来啦！

●  5月21日     天津日报：我们的新时代  天津这十年｜智慧生活  扑面而来

                          潇湘晨报：新区首家台青书屋揭牌为台胞提供高质量文化服务

●  5月26日      中国台湾网：天津滨海新区首家台青书屋揭牌

                          津滨海：请接招！中新友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多项活动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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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7日     滨海时报：中新友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出炉

●  5月28日     津云：我市图书馆开展线上活动推广科学知识 夏日共享“云端”科普盛宴

●  5月29日     滨城新闻：新区首家“台青书屋”揭牌

●  5月31日     生态城发布：招募｜中新友好图书馆邀您共读美文

●  6月1日       津滨海：“云”端儿童节同样五彩斑斓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阅读·在清晨”栏目上线啦！

●  6月2日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端午文化活动走进社区

●  6月8日       生态城发布：充满书香气！中新友好图书馆“一米线”变身“文化带”

●  6月9日       津滨海：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开展“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津滨海：提升档案认识！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做好档案宣传和普及工作

●  6月19日     津滨海：传诵文学经典延续诗词记忆  中新友好图书馆《为你读诗》栏目开设3周年

●  6月22日     天津日报：让更多人感受文化档案魅力

●  6月24日     津云：当图书馆遇上元宇宙，会是怎样奇妙的体验

●  6月25日     天津日报：沉浸式体验阅读乐趣

                         学习强国：中新友好图书馆虚拟体验系统试运行 沉浸式体验阅读乐趣

●  6月26日     今晚报：图书馆遇上元宇宙  读者享智慧阅读

●  7月1日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开展“红色七一·书香部队”流动书车进部队活动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开展多个活动庆祝“七一”建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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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日       天津日报：我市图书馆举办“七一”主题系列活动  重温红色经典  赓续红色血脉

●  7月4日       生态城发布：献给“最可爱的人”！中新友好图书馆开展“流动书车进部队”活动

●  7月11日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举办“情暖最美夕阳红”主题活动

●  7月15日     滨城新闻：探访图书修复师：装帧修补传书香

●  7月24日     滨城新闻：中新友好图书馆再添两项智慧应用

●  7月29日     生态城发布：快来参与！中新友好图书馆“阅”享生态城LOGO征集大赛开始啦

●  8月7日       生态城发布：便民！生态城瑞龙社区服务驿站投用

●  8月24日     滨城新闻：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31个“微”阅读空间

●  8月25日     文化随行：31个！中新天津生态城“微”阅读空间让书香遍满城

●  9月2日       津滨海：文旅融合“再”出发  中新友好图书馆系列文创产品首次“亮相”

                         生态城发布：文创产品首次“亮相”！中新友好图书馆探索文旅融合新发展

●  9月5日       津滨海：生态城图书档案馆档案开放日系列活动成效显著

                         今晚报：中新友好图书馆文创产品亮相

●  9月6日       学习强国：手账本、魔方、帆布袋……快来“围观”中新友好图书馆首个系列

                         文创产品

●  9月7日       津滨海：画出别样“月亮”迎中秋 中新友好图书馆走进生态城和风社区

●  9月13日     生态城发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新友好图书馆多项专利获国家授权

●  10月1日     津滨海：云端尽享书香！中新友好图书馆多项线上活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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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6日     滨海时报：生态城中新友好图书馆打造三级服务体系促进构建书香社会31个

                       “微阅读”空间让书香飘满“城”

                         学习强国：中新天津生态城：31个“微阅读”空间让书香飘满“城”

●  10月14日   津滨海：2022“滨城印象”伴手礼｜文创产品变身“文化使者” 
                         中新友好图书馆释放文化新活力

●  10月15日   津滨海：喜迎二十大｜中新友好图书馆主题系列活动鼓舞人心  受读者欢迎

●  10月16日   天津电视台：视频新闻|《津·海岸》—海之城

●  10月24日   天津日报：“00后”阅读宣讲团分享好书

●  10月25日   津云：生态城：阅读宣讲团发出“青春宣讲”最强音

                         津滨海：生态城：阅读宣讲团发出“青春宣讲”最强音

●  11月17日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智享U阅”O2O服务助力打造“书香生态城”

●  11月18日   津滨海：中新友好图书馆迎来4周岁“生日”！服务读者384万人次  
                         注册读者超5.6万

●  11月20日   生态城发布：开馆四年，共有384万人次走进中新友好图书馆

                         滨海时报：中新友好图书馆推出文化惠民活动 “智享U阅”为读者“买书”

                         1700余册

●  11月21日   图书馆报：新友好图书馆：打造具有推广复制和示范引领价值的现代化智慧图书馆
                         

                         滨海文旅发布：中新友好图书馆4岁啦！开馆以来接待超300万人次！

●  12月5日     天津日报：中新友好图书馆打造城市书房

●  12月6日     生态城发布：生态城这些公共场馆有序恢复开放

●  12月8日     生态城发布：今日起，中新友好图书馆各社区分馆有序恢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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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方媒体平台宣传报道统计：

门户网站：

更新内容400篇，累计点击量10万次。

微信公众号：

发布推文1178篇，累计阅读量50万次。

抖音视频平台、微信视频号

发布视频作品609篇，累计播放量为56万次。

微博

发布博文365篇，累计浏览量20.9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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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码借书外观设计专利获批。

书目检索机、汽车穿梭还书机外观设计专利获批。

安静自习区、绘本馆完成提升改造。

举办“奋进新征程 阅读再出发”2022滨海全民阅读节启动仪式。

联合天津市滨海新区作家协会开展“以青春之名，拥抱新时代”第三届青

少年征文比赛。

“智享U阅”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启动智慧监管平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及云悦读移动服务平台等智慧图书馆

创新项目。

基于地磁+5G技术的室内定位导航系统外观设计专利获批。

围绕“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主题，开展“6·9国际档案日”系列活 

动。

联合滨海新区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开展“喜迎二十大——紫荆盛放，

再创辉煌”第七届少儿书画节。

智能借阅小车上线运行，扫码即可领用，让读者找书时解放双手。

虚拟体验系统上线运行，带给读者与虚拟人交互的阅读新体验。

举办“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演

讲比赛。

4 月 20 日

2 月 8 日

4 月 25 日

6 月 9 日

7 月 30 日

3 月 1 日

4 月 23 日

5 月 27 日

6 月 27 日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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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理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顺利召开。

开展“9·5档案开放日”系列活动，参与人数3000余人次。

举办“遇见更好的自己”图书管理员演讲比赛。

智慧档案馆建设一期项目启动。

开展“迎盛会 读经典 向未来”读书月主题活动，参与人数400余人次。

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城附属学校成立“阅”享生态城，书香伴成长阅读

宣讲团。

顺利通过国家档案局组织的“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预测试。

开展2022年中新图书互赠活动，接收新加坡赠送的100册图书进馆。

9 月 5 日

9 月 12 日

10 月 21 日

11 月 17 日

9 月 19 日

10 月

11 月 30 日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