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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公共图书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公共

图书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公共图书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公共图书馆行业的现状、

中国公共图书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公共图书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公

共图书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公共图书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公

共图书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公共图书馆是为市民服务的图书馆，一般由政府税收来支持。与专业图书馆不同，公共图

书馆的服务对象可以针对儿童到成人，即所有的普通居民。提供非专业的图书（包括通俗读

物、期刊杂志和参考书籍）、公共信息、互联网的连接及图书馆教育。这类的图书馆也会收

集与当地地方特色有关的书籍和资讯，并提供社区活动的场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质量越来越高，单纯的物质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当前的生活，精神文

化生活也成为了人们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其中书籍作为人类必不可缺少的精神文化，必然

使得公共图书馆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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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 &ldquo;青番茄&rdquo;盈利模式解剖

 （1）赢利点之一：企业定制服务

 （2）赢利点之二：注意力经济

 （3）赢利点之三：流动资金

 8.5.4 &ldquo;青番茄&rdquo;模式与公共图书馆的比较

 （1）主要指标对比



 （2）网站建设与利用情况比较

 （3）读者便利性比较

 （4）优劣势比较

 8.5.5 &ldquo;青番茄&rdquo;模式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与启示

 （1）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

 （2）对公共图书馆的启示

  

 第九章 领先公共图书馆运营分析

 9.1 中国国家图书馆运营分析

 9.1.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 首都图书馆运营分析

 9.2.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3 上海图书馆运营分析

 9.3.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3.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3.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3.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3.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3.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3.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4 天津图书馆运营分析

 9.4.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4.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4.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4.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4.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4.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4.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5 重庆图书馆运营分析

 9.5.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5.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5.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5.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5.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5.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5.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6 河北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6.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6.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6.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6.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6.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6.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6.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7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运营分析

 9.7.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7.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7.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7.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7.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7.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7.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8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运营分析

 9.8.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8.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8.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8.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8.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8.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8.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9 浙江图书馆运营分析

 9.9.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9.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9.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9.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9.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9.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9.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0 南京图书馆运营分析

 9.10.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0.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0.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0.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0.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0.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0.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第十章 2019-2025年中国公共图书馆趋势预测展望

 10.1 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使命

 10.1.1 关于图书馆发展前途的讨论

 （1）图书馆消亡论

 （2）图书馆发展论

 10.1.2 公共图书馆发展理念的突破

 （1）&ldquo;第二起居室&rdquo;发展理念



 （2）&ldquo;第三空间&rdquo;发展理念

 （3）&ldquo;第二起居室&rdquo;与&ldquo;第三空间&rdquo;的区别和意义

 （4）&ldquo;第三文化空间&rdquo;发展理念解读

 10.1.3 未来公共图书馆的使命

 （1）学习与信息获取

 （2）娱乐与社会交流

 （3）表现与欲望实现

 10.2 公共图书馆发展热点分析

 10.2.1 公共图书馆立法问题分析

 （1）日本公共图书馆立法经验借鉴

 （2）美国地方公共图书馆立法经验借鉴

 （3）&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公共图书馆立法研究进展

 （4）&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公共图书馆立法展望

 10.2.2 &ldquo;智慧&rdquo;公共图书馆建设分析

 （1）&ldquo;智慧城市&rdquo;对公共图书馆提出的要求

 （2）&ldquo;智慧城市&rdquo;理念下公共图书馆工作的设想

 10.2.3 专题图书馆的建设分析

 （1）国内专题图书馆建设概况

 （2）专题图书馆的资源组织

 （3）专题图书馆的重点服务方式

 10.2.4 公共图书馆服务社区化分析

 （1）发展社区服务的必然性

 （2）公共图书馆服务社区化的内涵

 10.2.5 基于微博的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分析

 （1）公共图书馆运用微博开展信息服务的意义

 （2）国内公共图书馆微博应用现状分析

 （3）公共图书馆运用微博开展信息服务的策略

 10.3 公共图书馆投资分析

 10.3.1 公共图书馆投资特性分析

 （1）投资主体

 （2）建设资金来源

 （3）投资方式



 10.3.2 公共图书馆投资现状

 10.3.3 公共图书馆投资预测

 10.4 公共图书馆趋势预测

 10.4.1 公共图书馆发展SWOT分析

 （1）发展优势

 （2）发展劣势

 （3）发展机遇

 （4）发展威胁

 （5）SWOT矩阵

 10.4.2 公共图书馆发展趋势分析

 10.4.3 公共图书馆趋势预测分析

 （1）公共图书馆发展规模预测

 （2）公共图书馆主要业务活动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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