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中图学字〔2017〕75 号

 
各图书馆、各相关机构： 

创新让图书馆与时俱进，创意让图书馆鲜活灵动。近年

来，公共图书馆界积极开展的各类创新创意项目，焕发了图

书馆事业新的生命力。为推动这些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交流、

推广和借鉴，鼓励更多机构和个人积极参与到图书馆创新创

意工作中来，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举办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

广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名称 

创新引领未来——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

广活动 

二、活动时间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5月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 



承办单位：公共图书馆分会图书馆创新工作委员会 

公共图书馆分会图书馆青年工作委员会 

协办单位：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武汉图书馆 

          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 

          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上海图书馆基地 

支持单位：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四、征集对象 

（一）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共图书馆，以及对公众开放、

参与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机构或社会团体、个人。鼓励有协作

关系的机构联合申报。 

（二）申报者可以机构或个人名义（个人申报最多署名

3 人）参与应征。 

（三）为鼓励青年馆员参加，本次活动面向青年馆员（45

岁以下)开设专门奖项。获奖者将有机会参加中国图书馆学

会青年论坛，以及公共图书馆高级研修班。 

五、征集范围 

（一）征集方向 

1. 创新案例征集：已经经过图书馆实践，在提高图书

馆管理水平及服务能力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的各类创新案例。 

2. 创意方案征集：尚未进入实践应用阶段，或处于探

索尝试和起步阶段，预计能够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或服务能

力的各类创意方案。 

（二）征集主题 

1. 技术创新案例或创意方案 

2. 服务创新案例或创意方案 



3. 管理创新案例或创意方案 

4. 社会合作创新案例或创意方案 

5. 资源开发利用创新案例或创意方案 

6. 其他（图书馆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申报者可同时申报两个征集方向。同一方向中，最多申

报 2 个主题。 

六、作品要求 

（一）创新案例申报要求 

申报的案例需来源于本机构（或合作机构）工作中的创

新项目，已经过完整实践，在推动和改进图书馆某一方面工

作有积极成效，对其它图书馆有重要借鉴意义。并需具备以

下特征：  

1. 理念创新：应用了新的理念、理论、技术、方法，

对未来图书馆发展具有引领、导向和示范作用，有较强的前

瞻性、创造性和先进性； 

2. 经过实践：至少在一个图书馆经过完整一轮实践运

行，在推动和改进图书馆某一方面工作中取得积极成效； 

3. 认可度高：受到读者和社会的充分肯定和欢迎，具

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 

4. 可复制推广：具有典型意义，可为其它图书馆转型

创新发展提供一般性规律借鉴和启示。 

（二）创意方案申报要求 

申报的创意方案需立足于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和

管理水平，充分体现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意方案应

能运用于实际工作之中，有利于推动和改进图书馆某一方面

工作。并需具备以下特征： 



1. 紧扣实际：体现公共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符合新时代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内涵； 

2. 创意新颖：整体构思新颖，设计有独创性，不落俗

套，有较高文化品位；形式推陈出新，与高新技术有机结合，

容易被读者接受； 

3. 设计科学: 注重解决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

与科学相结合，有助于读者使用图书馆，适应人性化需求； 

4. 可实际运用：作品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一定

条件下，通过进一步完善有可能被实现或转化为实际应用。 

七、评比办法  

本次活动将开设专门主题网站，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执行通知公告、注册报名、材料提交、互动投票、

专家评审、结果公示、颁证表彰、展示推广、专家互动等环

节。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创新案例及创意方案完

成提交后将在线上公布。初评采取专家评审和公众评选相结

合的形式，邀请专家、学者、权威人士组成评审组，按照评

比标准进行初评，并组织公众开展网络投票，专家认定和公

众投票按 7：3 的比例加权产生初审入围名单。终评采用专

家评审的方式，根据参评者现场答辩，从创新性、实效性、

影响力、推广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产生最终结果。 

八、奖项设置  

主办方将于 2018 年 1 月在活动网站上正式发布评选结

果，并举办线上线下展览。于 2018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期间

颁发奖品证书，以此表彰，同时进行获奖案例及方案的交流

推广，之后将选取部分案例及方案进行汇编发表。 



（一）入围奖 

经初评产生，数量不超过征集总数的 20%。 

（二）最佳创意奖、最佳创新奖 

经终评产生，总数不超过征集总数的 15%。 

（三）青年创意奖、青年创新奖 

面向 45 岁以下申报者设置。经终评产生，总数不超过

征集总数的 10%。 

九、时间安排 

（一）作品征集 

2017 年 10 月 1日—10 月 31日 

（二）作品初评 

2017 年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其中 11 月 7 日至 14

日开展公众投票。  

（三）作品终评 

2017 年 12 月 

（四）宣传展示 

2018 年 1月—4月 

（五）表彰交流 

201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期间 

具体日程以活动主办方公布为准。 

十、参加办法 

（一）参赛方式  

申 报 者 请 登 录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http://www.lsc.org.cn）了解活动相关细则，下载相关

申报表格。  

申报者线上申报及材料提交请在“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



新 创 意 征 集 推 广 活 动 ” 专 题 网 站

（http://innovation.cnki.net）进行，网站开通时间为

2017 年 9月 15日。 

申报者请按活动时间安排报名和报送作品，申报截止日

期：2017年 10月 31 日。 

（二）报送材料要求  

1. 申报者须填写申报表，内容包括：案例概述、详细

介绍、实施背景、主要创新点、成效及评价等，要求文字精

炼，要点清晰。可提交相关图片、视频以及 PPT等。申报表

需签名盖章后，通过活动专题网站提交扫描件。 

2. 申报者需填写作品版权及授权声明，签名盖章后通

过活动专题网站提交扫描件。 

（三）其他要求  

1. 申报者要保证作品为原创，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如作品发生知识产权或版权纠纷等，主办方将取消其参赛资

格，产生的后果由申报机构或个人负责，申报者应保证主办

方不会因使用申报作品而产生任何版权或知识产权纠纷。  

2. 模型、样品及产品的设计制作费用均由申报者自行

负担。  

3、本参赛规则解释权在活动主办方。 

十一、联系方式 

（一）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秘书处  孙慧明 

电话：010-67358114-6320   邮箱：sunhm@clcn.net.cn 

（二）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  邬仟 

电话：021-31220097   邮箱：jdqtsg@126.com 

（三）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王思允            

http://innovation.cnki.net�����У���վ��ͨʱ��
http://innovation.cnki.net�����У���վ��ͨʱ��


电话：010-62969002-6672   邮箱：wsy10707@cnki.net 

 

附件:1.创新引领未来——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

征集   

推广活动机构申报表 

2.创新引领未来——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

征集  

推广活动个人申报表 

3.作品版权及授权声明 

 

 

               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 

              （代章）                       

                2017年 9 月 6日 

 

 

 

 

 

 

 

 

 

 

 

 



附件 1

 

案例/方案名称 
 

 

类

型 

□创新案例 

□创意方案 

类别 
□技术           □服务           □管理 

□社会合作       □资源开发利用   □其他 

申报机构名称  

申报项目 

负责人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务  手机  

E-mail  联系地址  

联系人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务  手机  

E-mail  联系地址  

案例/方案简介 

关键词 （3-5个）正式填写申请表时此备注文字应删除，下同。 

案例/方案概述（不超过 800字） 

详细介

绍（总体

不超过

3000字） 

背景 

介绍 

侧重说明所处行业和部门的变革环境、事件目标等相关背景和意义 

 

 

 

 

 



主要创

新点 

案例/方案的主要特点和创新点 

 

 

成效及

评价 

创新案例此处需详述案例应用情况，解决的主要问题，取得的成效，

发布或发表过的成果等情况；以及读者、社会公众或上级有关门的评

价，曾经获得各类奖励，以及对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应用的意

见建议等。 

 

创意方案此处需详述方案主要实施目的、解决的主要问题、预期实施

效果及可行性等。 

 

上传附件 （相关图片、表格、视频、PPT等） 

请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机构章，承诺所提交的案例/方案真实并已得到机构认可。 

 

签名/盖章：  

                                              

日期： 

 



附件 2 

 

案例/方案名称 
 

 

类

型 

□创新案例 

□创意方案 

类别 
□技术           □服务           □管理 

□社会合作       □资源开发利用   □其他 

申报人所属 

机构名称 如涉及多个机构，皆可填写，正式填写此表时备注文字应删除，下同。 

申报人 1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务  手机  

E-mail  联系地址  

申报人 2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务  手机  

E-mail  联系地址  

申报人 3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务  手机  

E-mail  联系地址  

案例/方案简介 

关键词 （3-5个） 

案例/方案概述（不超过 800字） 

详细介

绍（总体

背景 

介绍 
侧重说明所处行业和部门的变革环境、事件目标等相关背景和意义 

 



不超过

3000字） 

 

 

主要创

新点 

案例/方案的主要特点和创新点 

 

成效及

评价 

创新案例此处需详述案例应用情况，解决的主要问题，取得的成效，

发布或发表过的成果等情况；以及读者、社会公众或上级有关门的评

价，曾经获得各类奖励，以及对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应用的意

见建议等。 

 

创意方案此处需详述方案主要实施目的、解决的主要问题、预期实施

效果及可行性等。 

上传附件 （相关图片、表格、视频、PPT等） 

请第一顺位申报人签名并加盖所属机构章，承诺所提交的案例/方案真实无版权争议。 

                                                 签名/盖章：                                               

日期： 

 

 

 

 

 

 

 

 

 

 

 

 



附件 3  

 

 

《                                            》

为本机构/本人在“创新引领未来——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

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的申报作品，本机构/本人对其拥有

完全的和独立的知识产权。我谨保证：作品无任何侵犯他人

设计版权行为。如出现任何版权方面的法律纠纷，本机构/

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主办方无关。   

本机构/本人同意“创新引领未来——第一届公共图书

馆创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主办方将上述作品及本人撰写的

相关说明文字收录以及发布到“创新引领未来——第一届公

共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作品集、参赛指南（指导）

或其它相关集合中，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以纸介质出版物、电

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或其它形式予以出版。  

 

 

 

授权人：                 

                           机构盖章： 

                    201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