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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乐山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乐山高新区、峨眉山景区、乐

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 

《乐山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实施方案》已经

市政府第 10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 

 

 

 

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12 月 11 日 

盖章单位：sfw-lsszfbgs
盖章时间：2015-12-16 16: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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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我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确

保如期创建成功，根据《乐山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规划（2015－2017 年）》，现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载体，以保

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

的，按照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要求，努力

构建城乡一体、设施配套、网络健全、制度完善、保障有力、

运行有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乐山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公共财政支撑，鼓励社会参与；坚持巩固基

础，突破重点，统筹推进；坚持突出特色，共创共享，服务全民。 

三、工作目标 

通过两年的创建工作，全面达到示范区创建验收标准，努力

把乐山建成一个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供给充足、组织支撑强劲、

保障措施有力、评估机制科学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力争走在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前列，更好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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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四、工作任务 

（一）加快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 

1.推进市级重点公共文化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市图书馆

改扩建和市文化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等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市文化艺术中心（含文化馆、图书馆、博

物馆、美术馆和影剧院项目）规划立项选址工作。市文化馆达到

部颁一级馆标准，市图书馆力争达到部颁一级馆标准。 

2.推进县级重点公共文化设施项目建设。抓好县级文化馆、

图书馆、博物馆等改造提升工程。全市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 80%

以上达到部颁三级馆标准。重点抓好沐川县美术馆、小凉山民俗

博物馆等项目建设，以及峨眉山博物馆、犍为文庙博物馆等改造

提升工程。 

3.实施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工程。实现60%的乡镇（街

道）建成单独设置的综合文化站，达到部颁《乡镇文化站建设标

准》要求，60%的行政村（社区）统筹建有集宣传文化、党员教

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 200 平米,配套建设群众文化

活动广场。 

（二）着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性、

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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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市、县两级文化馆、图

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实现向社会免费开放服

务，免费开放时间和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鼓励支持全市

行业和民办博物馆自行免费开放。 

2.扩大公共文化机构服务辐射能力。市、县两级图书馆、文

化馆至少配置 1台流动服务车，积极组织开展下基层流动服务、

演出、展览等活动。乡镇综合文化站每年开展文艺汇演、培训讲

座各类群众活动 12 次以上。每个行政村每月放映 1 次以上公益

电影，每年组织 5次以上群众性文体活动。全市公共图书馆人均

占有藏书 0.6 册以上，平均每册藏书年流通率 0.6 次以上，人均

年增新书 0.04 册以上，人均到馆 0.4 次以上。 

3.打造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特色文化品牌。以“文瀚嘉州·百

姓直通车”为龙头，带动区县特色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进一步

发挥嘉州歌台飞莺、嘉州画派传承、嘉州讲堂承韵、嘉州古艺萌

春四大平台作用，推进示范项目实现“五个直通”。举办好乐山

大佛旅游文化节、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精品文化周、假日体

育、“欢乐假日”广场活动等一批特色文化活动，为群众提供丰

富的精神文化食粮。 

4.实施“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每年组织市、县文化专干

下基层进行音乐、美术、舞蹈辅导培训 100 次以上，组织非遗、

书画、摄影流动展览到基层 100 次以上。以三江讲坛、百姓讲坛

为主开展百场流动讲座进基层活动。以“文化惠民”、“ 文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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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为主题组织千场演出送基层活动。以“全民阅读活动”为

主题优选万本图书送基层，推进“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 

5.实施“阳光文化”关爱工程。市、县两级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场馆，要面向特殊群体积极开展公

益文化活动，满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及外来务工人员等

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要积极建

设和完善标准配置的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公共图书馆设立盲人、

少儿阅读区，配备设备和盲文读物。文化馆要设立少儿艺术培训

室。立足乡镇综合文化站在全市建设留守儿童文化之家 30 个、

农民工文化驿站 20 个。 

（三）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创新，提供特色优质的多

元服务。 

1.加快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把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纳入

“智慧乐山”建设框架。积极推进市数字图书馆服务中心、文化

馆网络服务中心、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乡（镇）、村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场所配备数字文化设施，具备数字文化服

务能力，基层群众可以通过固定上网终端、网络电视、手机等多

种方式使用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服务产品。 

2.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制定出台《乐山市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管理办法》，将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加强

与地方银行、高等院校和社会组织合作，积极扶持专业院团、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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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群团、文化协会发展。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实施战略合作，

推进示范区创建制度设计课题研究及成果转化运用工作。引进社

会资本共建公共文化设施。 

3.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拓宽服务领域。深入挖掘“名山、名佛、

名人、名城”文化旅游资源内涵，打造佛禅主题文化圈、名人故

里沫若主题文化圈、欢乐假日主题文化圈、乌蒙山田园生态休闲

主题文化圈等“四大主题文化圈”，建设博物馆集群漫游文化走

廊、小凉山彝族民俗文化走廊、民间艺术文化走廊、工业遗产文

化走廊等“四大文化走廊”，促进公共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为

全市城乡居民和来乐游客提供多层次、有特色、更优质的公共文

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坚

实的人力资源保障。 

1.充实壮大人才队伍。建立人才引进制度，引进培养一批公

共文化管理人才、策划人才、专业艺术人才。市级文化单位业务

人员占职工总数不低于 70%，区县文化单位业务人员占职工总数

不低于 80%。配齐基层文化工作人员，每个乡镇（街道）综合文

化站至少配备 3名人员，每个行政村和社区至少配备 1名财政补

贴的文化管理员。 

2.加强干部队伍业务培训。依托高校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培训文化业务干部。市、县两级文化部门每年举办不少于 10 次

业务培训。县（市、区）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单位在职员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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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脱产培训时间每年不少于 15 天，乡镇（街道）、村（社区）基

层文化专兼职人员参加集中培训时间每年不少于 5天。 

3.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志愿者队伍。成立乐山市文化志愿者

协会，动员、鼓励各方面人才特别是有文艺专长的人员成为文化

志愿者，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一支不少于 3000 人的文化志愿者队

伍。充分发挥文化志愿者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重要作用，积极

参与公益文化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服

务。 

五、制度设计 

以“构建文旅融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为课题，探索

构建文旅融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乐山模式”。在乐山市己出

台的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及开展文旅套餐活动的基

础上，探讨研究乐山文旅融合模式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相关措施、办法、成效和价值，重点从公共文化服务硬件设施建

设与景区开发共建共享、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设计与景区特色文化

活动融合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如何依托景区旅游平台惠及中外游

客，以及如何建立文旅融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机制等方面进行

研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和建议，探索出乐山文旅融合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模式，并形成相关支撑政策、保障措施、管理机

制、长效运行的理论体系，推进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 

六、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2015 年 11 月-12 月）：宣传动员阶段。召开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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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创建工作动员大会，市政府与县（市、区）和市级有关部门签

订目标责任书，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全面启动创建工作。各级

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不断

提高创建单位、社会参与创建工作的积极性，着力营造全市动员、

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第二阶段（2016 年 1 月-12 月）：全面推进阶段。按照创建

规划和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举措，全面推进重大设施建设、重大

文化活动开展、重点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设等工作，加强对创建工

作的督导检查，扎实推进创建工作逐项落实，逐项达标。认真做

好国家创建示范区督导组中期督导检查各项准备迎检工作。 

第三阶段（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整改提升阶段。根

据国家创建示范区督导组中期督查提出的要求和问题，查漏补

缺，扎实进行整改，进一步完善各项创建指标和资料的整理汇总，

确保各项任务全部达标。 

第四阶段（2017 年 7 月-10 月）：全面验收阶段。开展创建

工作督导自查并进行整改完善，接受省上初检。进一步查漏补缺、

全面完善，扎实做好文化部、财政部的检查验收工作，确保验收

顺利通过。将形成的成果和特色工作进行梳理汇总，通过媒体宣

传报道和经验交流会等方式进行推广，巩固创建成果。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创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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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解决创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县（市、区）政府是本区域

内创建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将创建工作纳入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全

局统筹安排部署，相应成立创建工作领导机构,严格按照创建标

准、创建规划、实施方案和目标责任书,扎实开展示范区创建工

作。市级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履职尽责,合力推进创建

工作。 

（二）落实经费保障。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费投

入。市、县财政多渠道筹措资金保障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创建工作，其中市财政从 2015 年起在原有 2000 万元文化专项

资金的基础上再增加 1000 万元文化专项资金。积极整合文化、

旅游、城建等专项资金，统筹安排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公共文化资金支持。通过采用 PPP 模式、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投入机制。 

（三）强化督查考核。建立目标任务考核机制，将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对县（市、区）

和市级部门年度目标考核目标，切实保证创建工作责任到位、投

入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抓

好创建工作的日常测评和督导，半年召开推进会、季度召开协调

会、不定期召开督办会，及时通报创建工作进展情况。2016 年 9

月,按照国家创建标准对各县（市、区）和市级相关部门创建工

作开展一次全面督查。引入第三方社会调查统计机构，以群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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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率和满意度为重点,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体系,提高绩

效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四）加大宣传力度。成立宣传工作组，制定宣传报道方案，

开办创建示范区工作简报，设置信息专报员，及时向省文化厅、

国家文化部报送创建工作动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宣传作用，在

国家、省、市级重要媒体大力宣传我市示范区创建工作。市级新

闻媒体要开辟专栏、专版，多种形式、多角度宣传，扩大创建工

作影响力。利用户外广告、城市 LED 显示屏等有效形式对创建工

作内容、进度、成果进行宣传，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认识统一、共

同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附件：乐山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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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乐山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为切实加强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组织领

导，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张  彤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副组长：赖淑芳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徐建群    市政府副市长 

        金永伟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魏立先    市政府副秘书长 

        段声策    市委政研室主任 

        钟勤俭    市委编办主任 

        胡玉玲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 

        刘忠东    市目标办主任 

        罗新礼    市发改委主任 

        邓贵银  市经信委主任 

罗  宁    市旅游体育委主任 

刘建丹    市教育局局长 

        广  兵    市财政局局长 

        刘碧友    市民宗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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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瑶伦    市人社局局长 

张国清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郑贵林    市住建局局长 

        谢晓明    市文广新局局长 

毛先贵    市城管局局长 

        廖策军    市扶贫移民局局长 

        李文飞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主任 

        秦福荣    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主任 

        王学东    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陈林强     团市委书记 

王素英    市社科联主席 

        廖  敏    市妇联主席 

        蒋 敏    市残联理事长 

        王大强  乐山日报社总编 

先 斌  乐山广播电视台台长 

胡 丹    乐山师范学院校长 

    陈有波  市中区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杨 军  五通桥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周华荣  沙湾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段俊辉  金口河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袁仕伦  峨眉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陈建东  犍为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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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勇  井研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张建红  夹江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周明德  沐川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粟那针尔 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李夫铁  马边彝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文广新局，由魏立先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谢晓明同志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周

玉容、市财政局机关党委书记王树江、市旅游体育委副主任陈炼

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

日常工作，办公室由综合协调组、项目建设组、督查考核组、宣

传工作组、课题研究组组成，实行领导小组定期例会制度和重大

事项会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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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不予公开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乐山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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