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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思考
□白玉静 廖志学 肖佐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
求，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推进公共
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中央从文化领域改革发展大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点改革任务。法人治理结构
改革是完善公共文化机构管理体制的客观需要，有利于扩大社会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文化事业
发展的良好局面，对于提高公共文化机构服务水平和效能，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理事会建立走过了漫长历程
自2007年以来，深圳图书馆等公共
文化机构开展了建立公共图书馆法人
治理结构试点工作。 2013年11月12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 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
面代表、 专业人士、 各界群众参与管
理”。以此为契机，公共图书馆建立法人
治理结构，理事会制度进入快速发展时
期。 2014 年7月，文化部办公厅正式发
文部署了在全国开展公共文化机构法
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按照试点工作方
案的要求， 在2014年9月至2015年年底
期间，各省区市文化行政部门分别确定
8 至10家单位作为本省的试点单位。
2014 年9月，文化部公布了南京图书馆
等10 家单位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
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标志着国家层面
的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进
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并带动地方各级公
共文化机构广泛铺开。2015年1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意见》提出“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
构，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
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健全
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 2017年，中宣
部、文化部、中央编办、财政部等7部委
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 部署
推动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
技馆、美术馆等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
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截至2017年3月，47
个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中，23个已建
立理事会 （其中省级13个、 副省级10
个），占48.9%。
2017 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颁布实施，第二十四条指出：国家推动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
化设施管理单位根据其功能定位建立
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吸收有关方面代
表、专业人士和公众参与管理。 2018年
《公共图书馆法》出台，也强调国家推动
公共图书馆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吸
收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和公众参与
管理。 上述政策文件的出台，为公共文
化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明确
的方向指引和重要的政策保障。地方各
级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各省区市也
相继出台系列政策文件，高度重视和努
力推动公共文化机构组建理事会。2019
年，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相继成立
了理事会，到2020年底北京市各公共图

书馆也基本上建立了以理事会为主要
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理事会后的工作策略
所谓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
是公共文化机构以实现公益服务最大
化为目标， 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
由决策层、管理层、监督层三者组成的
一种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之所以要建
立法人治理结构， 就是政府要转变职
能，推动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强化公共
文化机构法人自主权， 激发发展活力，
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管理和运行，形成
多元共治格局，推动社会化发展，其根
本目的是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
那么，建立理事会后，图书馆是不是
“
管办分离、政事分开”？ 还是
一定要追求
追求提高服务效能？ 从文字表述的顺序
看，
“
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结果应该是
服务效能提高了， 自然建立理事会后的
最重要任务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尽快推进
“
管办分离、政事分开”。 但笔者认为，如
果在刚刚建立了理事会后就那样做，不
但做不成，且达不到提升效能的目的。 建
立理事会后， 要利用理事会成立的新鲜
度与领导的重视度， 直接以提高图书馆
的服务效能为导向开展工作， 不要盲目
追求
“
管办分离、政事分开”。
这是图书馆在特定工作阶段的重
点与思路的选择， 是目标与手段的选
择。 提升服务效能、推动事业发展是图
书馆永恒的目标。 现阶段不要在
“管办
分离、政事分开”上下功夫，而是要借力
于理事会，借力于改革，利用好这个时
机，提升服务效能，推动事业发展。
此外，理事会建立后图书馆馆长对
谁负责？ 不少馆长抱怨，理事会建立后
自己又多了一个上级，这个上级还是体
制外的，而自己这个馆长还是这个体制
外的新上级任命的。 可在日常工作中，
图书馆的馆长们还是要向自己原来的
体制内老上级汇报工作，要听从老上级
的指示，要对老上级负责。 这是过去的
事实，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馆长需要
安抚好新上级，处理好三角关系。
笔者思考的结论是，馆长必须要对
上级主管部门负责。馆长在处理与上级
主管部门、 理事会关系上要分清主次、
顺序，要摆正位置；当然也必须同理事
会搞好关系， 得到理事们的认可与帮
助，要以服务领导之心服务好理事会的
各位理事，特别是外部理事，必须充分
听取外部理事、理事长的意见与建议。

如何解决外部理事的局限性
从目前各个图书馆的理事会成员

构成情况来看，一般是由政府、工商界、
图书馆界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部分省
区市图书馆理事会成员还强调读者代
表构成比例。
理事会的外部理事人选很重要。按
章程，外部理事要多于内部理事，且要
求理事长由外部理事来担任。而外部理
事从哪里来呢？原则上是向社会公开招
募，不少图书馆则是通过媒体向社会招
募外部理事。 在任职条件上一般要求
是：热心公益，有奉献精神；有履职能
力， 在社会或业界具有良好的口碑；年
龄与身体能胜任工作。外部理事的局限
性是一种客观存在， 是无法回避的现
实。外部理事大多是兼职，无薪酬，教育
背景一般也不是图书馆学。 这些局限
性，需要图书馆在下一步工作中克服。
一是要对外部理事进行培训。 英、
美等国的理事会做得好，其中一条就是
要对理事会的理事进行必要的专业培
训，以使这些理事成为决策图书馆事务
的内行。 如果进行培训，笔者认为至少
要培训以下内容：学习中央有关文化事
业单位实施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文件，学
习《公共图书馆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学习《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图书
馆评估标准》；学习《图书馆章程》；了解
本地区图书馆建设概况；悟透理事职责
与权力，这在《图书馆章程》中虽有明确
表述，但仍需重点学习。
二是要思考理事会的阶段性定位。
理事会在图书馆系统中处于金字塔尖，
是决策型的集合体。但在图书馆的实践
操作上，理事会是建成决策型、咨询型
还是监督型？这个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
思考。 因为在具体的实践中，存在着不
同的发展阶段， 对绝大多数图书馆而
言，理事会绝对是一个新生事物，图书
馆人必须认识到推动理事会履职，是需
要逐步进行的，这个逐步就会有若干个
不同阶段，不同具体阶段的工作内容是
不一样的。原则上理事会的类型应该是
决策监督型， 但从近几年的工作情况
看，理事会基本上做的是一些具体业务
操作层面上的事， 监督方面也较有限。
图书馆外部理事本身也较热衷于干具
体的事情。既然现阶段理事会实际上做
不到决策，那么能不能允许一部分图书
馆的理事会先建设成监督型、 咨询型？
待条件成熟一些，再向决策型迈进。

如何落实各方责任清单
探索真正落实理事会决策地位的
可行性办法或机制， 真正明确并落实
政府行政部门、理事会、图书馆的权责
关系，需要拿出三方的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

现阶段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又多了一个新背景、新任务，就是要推
动总分馆建设。对此，图书馆、图书馆上
级主管部门、理事会需要将一馆思维模
式转变为体系建设思维模式。
从相关文件看， 上级主管部门、图
书馆理事会、图书馆管理层的职责是清
晰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对图书馆理事会
进行监督指导、进行绩效考核。 图书馆
理事会要制订图书馆发展规划、财务预
算，决策重大业务等。 图书馆管理层要
按照理事会决议自主履行日常业务管
理、 财务资产管理和一般工作人员管
理。图书馆可通过理事会落实人事管理
自主权，自主决定本单位的内部机构和
岗位设置，自主制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方案和竞聘上岗办法，落实收入分配自
主权。但从目前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
革的具体操作看，还很难达到这样的理
想状态。
文化事业单位的法人治理结构改
革，从研究动议，到试点先行，再到全面
推广，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图书馆改革中， 馆长是关键少数
人。图书馆馆长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深层
次的改革常常是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
痛苦、纠结而负重前行，也是不可能一
蹴而就的。 既然改革是必需的，总体上
就要稳中求进，而不是维稳而不进。 改
革需要有阶段性， 但改革也是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
在对待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的态度上，图书馆的馆长们要有正确的
态度与认识，不要只有怨气，没有志气，
不要只有泄气话，没有鼓气语。 馆长们
要多学习、多思考，要更主动地争取上
级的领导与支持， 要有阶段性的目标。
对待改革，馆长要有
“
风物长宜放眼量”
的胸襟，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要有脚踏
实地的作为，要有原则的坚守，要有能
带来实效的策略与办法。对政府主管部
门而言，要进一步加强对文化事业单位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领导，特别是要加
大统筹协调的力度。对进入图书馆的外
部理事而言， 要认识到自己作为理事，
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利
益相关者。外部理事要看到自己是站在
一个历史的坐标上，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要有主动学习的精神，要坚守关爱
公益事业，有无私奉献之初心，有舍我
其谁的担当。
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新生
事物，它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前
进趋势，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
对此，图书馆人要坚定信心，勇于作为、
善于作为，通过推进改革，提高图书馆
的服务效能， 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在
传播文明、服务社会上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