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关于印发《2019 年市直单位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重点任务分解表》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各科室： 

现将《2019 年市直单位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重点任务分解表》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市

局将对各单位示范区创建工作进行重点督查，并纳入各单位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各单位在每季度末月 25 日前报送重点任务完成

情况，并与中期督查前报送创建工作阶段性总结及相关印证资料。  

附件 1：2019年市直单位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重点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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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市直文广单位市直文广单位市直文广单位市直文广单位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重点任务分解表重点任务分解表重点任务分解表重点任务分解表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重点任务重点任务重点任务重点任务                                                                工作标准及时限工作标准及时限工作标准及时限工作标准及时限    

安康

电视

台 

1 创建公益广告宣传 

制作 3期公益广告，在电视台各频道、手机电视台和城区户外 LED 大屏幕定

期播放。 

2 创建工作电视宣传 

在电视台开办创建专栏，播出全市创建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县区动态和典

型案例。  

3 看电视公共服务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和陕西省实施标准，提升电视节目质量，达

到相应标准。 

4 创建工作档案建设 建立示范区创建视频资料库，定期报送市创建办。 

5 其他任务 完成市创建办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安康

人民

广播

电台 

1 创建公益广告宣传 制作 3期公益广告，在广播电台各频道定期播放。 

2 创建工作广播宣传 

在广播电台开办创建专栏，播出全市创建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县区动态和

典型案例。  

3 听广播公共服务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和陕西省实施标准，提升广播节目质量，达

到相应标准。 

4 其他任务 完成市创建办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安康

市群

艺馆 

1 文化馆系统创建达标 完成本馆年度创建指标任务；指导县区文化馆业务创建达标。 

2 服务标准化建设 

健全阵地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规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建

立公众文化需求征询反馈机制；制定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并向社会公布；开展

“菜单式”“订单式”服务。 

3 数字化建设 

完善文化馆网站服务功能；建设 2个以上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库；配合“文化

安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 

4 文化馆服务创新 

打造 2项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牵头组织实施文化小康行动、新民风讲

习所、“艺养天年”老年人文化服务、青少年版画普及行动、艺术培训机构

（社会文化社团）联盟、“安康节拍”广场舞、“公益文化春风行”留守儿

童文化服务等全市性服务品牌建设。 

5 馆际合作、馆企合作 

开展市内馆际合作，推进全市文化馆互联互通；至少与一家企业开展馆企合

作，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6 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规范法人治理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公共文化设施资产统计报告制度、公共文

化服务年报制度和公共文化设施及公众活动安全评价制度。 

7 文化馆评估定级 

牵头组织全市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力争全市 90％以上达到部颁三级以上

标准。 

8 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 

建成以本馆为总馆、高新区和恒口示范区（社区）为分馆的中心城区总分馆

制体系；指导县区文化馆开展总分馆制建设，全市文化馆总分馆制建成达



40％以上。 

9 群众文艺创作 创戏剧剧本 1部、小舞台作品不少于 10件。 

10 志愿服务 

组建本馆志愿服务队，健全文化志愿者注册、招募、服务记录、人员队伍管

理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有特色、有成效。 

11 创建工作阵地宣传 本馆内外设置创建宣传专栏和标语牌（横幅），宣传氛围浓郁。 

12 创建工作档案建设 

按照《创建标准》（西部地区），规范化建立全市文化馆系统创建档案，并

在中期督查时按创建办要求整理上报。 

13 其他任务 完成市创建办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安康

市图

书馆 

1 市图书馆新馆建设 2019 年底前完成选址、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2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建

设 

规划中心城区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建设布局，新建 4个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指导各县区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建设。 

3 

公共图书馆系统创建

达标 

围绕图书馆“五项指标”达标，完成本馆年度创建指标任务；指导县区图书

馆业务达标。 

4 服务标准化建设 

健全阵地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规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建

立公众文化需求征询反馈机制；制定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并向社会公布；开展

“菜单式”“订单式”服务。 

5 数字化建设 
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平台开通运行；完善本馆网站服务功能；建设 3以上地



方特色数字资源库；配合“文化安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 

6 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 

打造国家级全民阅读推广、阅读服务品牌各 1个；在全市组织实施周末读书

会服务品牌建设。指导县区图书馆开展服务创新实践并总结推广。 

7 开展馆际、馆企合作 

开展市内馆际合作，推进全市图书馆互联互通；至少与一家企业开展馆企合

作，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8 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规范法人治理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公共文化设施资产统计报告制度、公共文

化服务年报制度和公共文化设施及公众活动安全评价制度。 

9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建成以本馆为总馆、高新区和恒口示范区（社区）为分馆的中心城区总分馆

制体系；指导县区图书馆开展总分馆制建设，全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成达

50％以上。 

10 志愿服务 

组建本馆志愿服务队，健全文化志愿者注册、招募、服务记录、人员队伍管

理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有特色、有成效。 

11 创建工作阵地宣传 本馆内外设置创建宣传专栏和标语牌（横幅），宣传氛围浓郁。 

12 创建工作档案建设 

按照《创建标准》（西部地区），规范化建立全市图书馆系统创建档案，并

在中期督查时按创建办要求整理上报。 

13 其他任务 完成市创建办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安康

市博

物馆 

1 安康非遗馆建设 年底前建成开放。 

2 博物馆系统创建达标 完成本馆年度创建指标任务；指导县区博物馆业务创建达标。 

3 服务标准化建设 

健全阵地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规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建

立公众文化需求征询反馈机制；制定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并向社会公布；开展

“菜单式”“订单式”服务。 

4 数字化建设 完善本馆网站服务功能；配合“文化安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 

5 博物馆服务创新 

打造国家级服务品牌 2个；在全市组织实施“开笔启智”服务品牌；指导县

区博物馆开展服务创新实践并总结推广。 

6 开展馆际、馆企合作 

开展市内馆际合作，推进全市博物馆互联互通；至少与一家企业开展馆企合

作，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7 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规范法人治理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公共文化设施资产统计报告制度、公共文

化服务年报制度和公共文化设施及公众活动安全评价制度。 

8 志愿服务 

组建本馆志愿服务队，健全文化志愿者注册、招募、服务记录、人员队伍管

理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有特色、有成效。 

9 创建工作阵地宣传 本馆内外设置创建宣传专栏和标语牌（横幅），宣传氛围浓郁。 

10 创建工作档案建设 

按照《创建标准》（西部地区），规范化建立全市博物馆系统创建档案，并

在中期督查时按创建办要求整理上报。 

11 其他任务 完成市创建办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安康

藏一

角博

物馆 

1 年度创建达标 

完成本馆年度创建指标任务；配合安康博物馆指导县区博物馆业务创建达

标。 

2 服务标准化建设 

健全阵地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规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建

立公众文化需求征询反馈机制；制定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并向社会公布；开展

“菜单式”“订单式”服务。 

3 数字化建设 完善本馆网站服务功能；配合“文化安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 

4 博物馆服务创新 

打造国家级服务品牌 1个；配合安康博物馆指导县区博物馆开展服务创新实

践并总结推广。 

5 开展馆际、馆企合作 

开展市内馆际合作，推进全市博物馆互联互通；至少与一家企业开展馆企合

作，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6 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规范法人治理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公共文化设施资产统计报告制度、公共文

化服务年报制度和公共文化设施及公众活动安全评价制度。 

7 志愿服务 

组建本馆志愿服务队，健全文化志愿者注册、招募、服务记录、人员队伍管

理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有特色、有成效。 

8 创建工作阵地宣传 本馆内外设置创建宣传专栏和标语牌（横幅），宣传氛围浓郁。  

9 创建工作档案建设 

按照《创建标准》（西部地区），规范化建立本馆创建档案，并在中期督查

时按创建办要求整理上报。 

10 其他任务 完成市创建办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安康

市文

化产

业发

展中

心 

1 剧院演出 完善剧院公益演出服务机制，剧院每周至少举办一场公益性演出， 

2 舞台艺术创作 

以脱贫攻坚、新民风建设、新门户建设、新社区工厂为题材，创作生产 1台

大型剧（节）目和 10个小舞台节目。 

3 服务创新 在全市组织实施“百姓大舞台”服务品牌。 

4 志愿服务 

组建本馆志愿服务队，健全文化志愿者注册、招募、服务记录、人员队伍管

理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有特色、有成效。 

5 

完成政府购买服务任

务 

完成省级财政、市级财政购买年度演出任务。 

6 创建工作阵地宣传 

本单位和剧院内外设置创建宣传专栏和标语牌（横幅），每场演出均进行示

范区创建宣传。 

7 创建工作档案建设 

按照《创建标准》（西部地区），规范化建立本单位创建和公益性演出档案，

并在中期督查时按创建办要求整理上报。 

8 其他任务 完成市创建办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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