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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对智能化服务

的总体要求 
一 



       4月16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向各省、国家图书

馆、发展中心印发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

展实施方案》。工程的两家牵头单位细化实施方案要

求的内容，成立了7个工作小组。 

智能服务组的工作主要是： 

围绕移动互联网的两微一端界面统一和社会化服务 



创新驱动，突出效能 开放共享，社会参与 

具体就是要加强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科技应用，创新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业态，促进工程

转型升级和服务效能提升 

具体就是要创新工程建设

模式，拓宽社会力量参与

渠道，打破信息壁垒，探

索跨部门、跨行业、跨地

域的开放共享 



目标任务 

       到2019年底，实现工程的统筹管理，建立统一

的标准规范框架，推出统一的基层服务界面，初步

形成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服务总目录，统筹开展基层

数字文化资源配送，做好工程平台、资源、服务的

融合创新发展试点工作。到2020年底，社会力量参

与机制更加健全，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重点任务 

       整合工程平台与服务界面，要推出统一的基层

服务界面。在乡镇、村基层服务点积极开展智能化

服务应用。建立健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体验

机制，开展订单式、菜单式服务。今年年底前统一

基层服务界面工作要推出面向移动互联网的公共数

字文化应用程序，推广应用智能化服务终端。 



重点强调 

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工程建设 

深入推进资源建设社会化 

拓宽资源传输渠道 

创新工程设施管理运营模式 



开展智能服务的意义 

一、增强行业发展活力，提升服务效能的必要举措，是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发展的必然要求 



开展智能服务的意义 

二、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基层文化需求的现实需要 



三大工程两微一端前期的建设情况 二 



调研和梳理服务情况 

网站服务 

共拥有网站形式的服务界面18个 

PC端服务 手机门户 硬盘服务 

“基层图书馆数字资源提升活动” 
4tb硬盘资源服务 



调研和梳理服务情况 

网站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 

3000册中文电子图书 

1000册红色连环画 

200种优质期刊 

2500集视频资源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基层数字图书馆”平台 百姓戏曲馆 社区文化生活馆 中国文化网络电视 

提供普适性服务 
以特殊群体 

为服务对象设立 
为某个资源建设项目

设立 
和为某种特定需求 

设立 



调研和梳理服务情况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服务:APP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没有开发应用程序。文化共享工程现有应用程序（APP）7个，

服务内容基本与前文中PC网站一致。 

国家公共文化云 中国文化网络电视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 

扶贫超市 

在线培训系统 国家数字文化网 百姓戏曲馆 

视听空间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服务：微信 

调研和梳理服务情况 

两大工程之前的微信公众号8个，

粉丝数量从几百人到几万人不等 



一体机的服务 

调研和梳理服务情况 

       服务有5项，服务内容基本与PC

网站服务一致，除“边疆万里数字文

化长廊服务专版”外，其他一体机服

务仅在界面、资源方面略有不同。 



在统一称谓的基础上，对现有服务界面提出融合和定位建议 

在网站服务层面 

       重新定位国家公共数字文化网和公共文化云 

国家公共文化云 
定位为国家数字文化馆网站 

国家数字文化网 
定位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门户网站 



在统一称谓的基础上，对现有服务界面提出融合和定位建议 

在新的平台上线后 

具有可替代性的服务界面将陆续停用 

之前已经存在的各个平台 

新的平台上线前 

前界面在保持范围不变情况下继续服务 

以“文旅e家”为品牌，着手建设新的两微一端系列服务账号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在移动互联网的

界面统一工作进展 
三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以“文旅e家”为移动服务品牌，先后推出 

文旅e家微信订阅号 文旅e家新浪微博账号 文旅e家抖音号 文旅e家app 
（苹果、安卓版本） 



“文旅e家”手机客户端拥有多项核心功能 

文化地图展示及定位导航 

精彩节目直播和录播 

电子读物与全国图书馆实体馆藏 
检索对照 

全国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站 
活动预告信息查询 

线上阅读视听服务 

多种形式网络互动 



文化地图 

根据用户定位信息自动推送周边图书馆及基层文化服务机构场馆信息 

今年计划完成全国各级图书馆和文化馆6500家场馆基本信息的采集和录入 



活动预告 

       每天更新各地图书馆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讲座、活动、培训、展览、

演出等预告信息。 



直播服务 

提供基层文化活动直播时时在线和录播回看 

十一前，已完成6场各地广

场舞活动的直播，录播7场。 



线上阅读视听功能 

精选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多年累积的多种类资源 

资源类别 

图书 期刊 微视频 

公开课 音频 动漫 

旅游 戏曲 ...... 

内容涵盖 

全民阅读 

文化旅游 

全民艺术
普及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本级经费建设 
中央转移支付经费 

各地申报完成 
经费情况 



线上阅读试听功能 

汇集了群众自发创作音视频资源 



线上阅读试听功能 

提供多种资源的线上视听服务基本服务 

图书300册 期刊90种 音频56种 视频340种 

活动类视频320种 



实体馆藏数据比对 

       不仅支持图书电子版本的在线

阅读，同时实现了与全国公共图书

馆实体馆藏数据的比对 



 互动功能 

提供基于场馆、活动和资源的收藏功能 



 互动功能 

签到打卡与个人活动轨迹 活动投票 



目前基于APP我们正在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全国广场舞活动专题的推送 

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推选的广场舞节

目在节目中进行专题展示，在6地进行广场舞

活动展演直播，10月8日开始开启线上投票。 



“文旅e家”APP帮助您快速找到您中意的作品 

查找功能 



筛选功能 

“文旅e家”APP帮助您快速找到您中意的作品 



为您喜爱的作品投票 

       注册登录“文旅e家”APP后，点击

参赛作品下方的“为TA投票”按钮，即

可完成投票。 

投票规则 

在投票活动有效时间内， 

每个手机每天最多可投10票。 



       点击参赛作品下方的“为TA助力”按钮，将您喜欢的参赛作品分享至

微信朋友圈或分享给微信好友，为该作品拉票 



       10月下旬，启动线上“唱‘享’美好新生活”——2019中国合唱新

作品征集与推广活动。 



开始 

结束 

用户 

报名注册 

作品提交 

作品区 

群众用户 

入围作品 

获奖作品 

邮件推送 

专家初审 专家二审 专家终审 初审 通过 

推送 
邮箱WEB链接 

投  票 文旅e家APP 或文旅e家微信公众号 

评分 评分 评分 



app目前做了两级用户权限 

不需要注册的权限 实名用户 

可以浏览app的各种场馆信息预告 

和自有版权的资源内容 

可以在线阅读电子图书 

和参与交互活动 



9月20日app正式上线，目前已经进行了2次版本更新。 

苹果手机用户可以在苹果应用商店搜索

“文旅e家”APP下载使用 

安卓用户目前仅支持在文旅e家服务号

中的app下载栏目，识别二维码下载。 



在手机客户端上线同期，文旅e家微信服务号也正式推出 



微博账号和微信订阅号5月份推出，定期推动跟工程和有关的新闻和活动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在移动服务领域的

布局已基本完成。未来，公共数字工程将

继续巩固并激发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

的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为基层群众开启

全民数字文化新生活提供助力。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正在开展文旅e家相关服务的线下体验测试活动 



社会化合作开展情况 四 



喜马拉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项目 

       开设以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为主体的服务

账号—“文旅之声”， 通过网络电台传播公

共数字文化建设成果，传播主旋律和正能量。 



定期提供收听数据报告 
 
 
 
 
 
 
 
 
 

推广手段 

APP开机画面宣传 

首页焦点图推广 

重点城市频道和栏目页投放 

随时对资源和服务方式进行调

整，共同开展各类线上活动等 



专辑11张，1781条声音，粉丝2.2万人，收听总量873万次（前台数据929万次） 

包含声音203条 

收听量502.5万次 

包含声音145条 

收听量250.4万次 

包含声音49条 

收听量60万次 收听量56.4万次 

收听量38.4万次 听单收听量20万 



比如名字不够吸引眼球，声音的时长过长，完播

率不高 

资源在契合互联网传播规律上还有欠缺 



资源合作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向喜马拉雅

公司采购一批适用性强、覆盖面广、

群众喜闻乐见的音频资源专辑 

20余万条音频资源 

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开展与学习强国平台的合作 

       2019年9月9日，正值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

之际，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

举措之一，“数字文化”学习强国号正式上线。 



       “数字文化”强国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面向

党员群众传播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精品资源与品牌服

务，使工程融合创新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党员群众。 



“数字文化”强国号重点发布三方面内容： 

“数字文化” “文化动态” “群众文化” 

文化和旅游部系统工作要闻 

工程动态、成果、成效 

图书馆、文化馆行业重点工作 

群众文化专题资源与品牌活动 

广场舞 

非遗 农民画 

乡村春晚 小戏小品 

群众摄影 

按时间节点、面向不同群体，

专题推荐工程精品系列资源以

及各地选送的文旅特色内容 





多方合作共建信息资源战略保存基地 

       国家图书馆从2003年开始实施网络信息保存保护工作，今年正式启动互

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旨在建设覆盖全国的分级分布式中文互联网信息资

源采集与保存体系。 



       国家图书馆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基地将采取社会化保存模式，共建过程

中，信息数据仍由共建主体保存和管理，国家图书馆适时将部分基地数据纳

入保存体系，并合作开展分析和非商业用途的开发。  



与新浪微博合作 

       本着“互利共赢、资源共享”的原则，新浪成为第一个挂牌的国家互联

网信息战略保存基地。 



与华为的社会化合作 

共同推动5G时代图书馆的科技创新应用 

       基于华为先进的5G技术，结合5G

网络，帮助国家图书馆实现“极速”数

字体验，包括但不限于馆区5G覆盖，国

图公开课和公共社会教育、知识服务、

AR可视化图书馆导航、文化资源图谱化

呈现等领域的5G应用。 



帮助国家图书馆打造多云融合、智能物联的智慧数字图书馆新业态 

       为国家图书馆提供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的咨询服务，构建安全、智慧、绿

色的信息化平台。加速5G在各级图书馆、

文化馆（群艺馆）的落地，实现5G技术

支持下的全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数据

化、智能化、可视化运营。 



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 

       挂牌成立“国家图书馆-华为联合

创新实验室”。开展业务创新，联合孵

化行业解决方案，打造业界领先的创新

实验室。共建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AI人

才培养学院（线上），定期开展竞赛与

线下ICT培训课程。 



建立合作机制，定期开展交流互访 

       华为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国家图书馆

信息技术部相关团队进行相关技术培训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