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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按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写。

本规范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社会发展局提出。

本规范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社会发展局归口。

本规范主要起草单位：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社会发展局、中国计量大学。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孙灿平、王建志、裘卿、虞华君、吴丽、霍荣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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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社区设施建设、服务内容、服务实施、服务

保障和考核评估。

本标准适用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中办发[2015]2号

《杭州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市委办发[2016]3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社区文化员

在社区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人员，包括事业编制、社工和由政府购买的公益文化岗位。

3.2

文化志愿者

在文化志愿服务组织注册登记，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资源自愿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公益文化活

动，无偿为其提供非营利性、非职业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人员。

3.3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是由社区设立的，用于开展图书借阅、群众性文体活动、群众性文艺演出等，为

当地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

3.4

社区文化团队

指以公益为目的，以开展文化活动为形式的社区群众性文化组织，包括民政登记注册的或在相关部

门备案的群众性文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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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社会力量

指能够提供各种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文化团队、非营利机

构、企业等）。

3.6

一社一品

整合社区文化资源，彰显社区文化特质，培育和打造社区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

4 总则

4.1 指导思想

4.1.1 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1.2 保障人民群众文化基本权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加人民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

4.1.3 确保社区文体设施完善，文体活动经常，群众广泛参与，寓教于乐，存进社区和谐。

4.2 基本原则

4.2.1 政府主导

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以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为指导和监督，推进社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发展。

4.2.2 惠及群众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广泛性和普及型，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4.2.3 社会参与

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4.2.4 资源整合

整合社区各类资源，优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足社区群众文化需求。

4.2.5 突出特色

深入挖掘社区文化资源，发挥社区优秀人才作用，培育具有社区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5 社区设施建设

5.1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室内活动用房面积不少于 300 平方米，设有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文体活

动室、多功能活动厅，以及展览室等。

5.2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应设有室外活动场地，室外活动场地总面积不小于 300 平方米。

5.3 社区应在人员密集地点设置阅报栏或电子屏，提供时政、科普、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5.4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应明晰产权归属，保障社区群众公共文化服务。

5.5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应设立统一标识“**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6 服务内容

6.1 场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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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应提供居民室内、室外文体活动场地，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场地、场所、设施、设备等保障。

6.2 文化讲堂

社区应开设文化讲堂，利用社区自身人才力量和聘请讲师，开设居民所需的各种门类的讲座。

6.3 文化展示

社区应围绕中心工作，发挥宣传教育引导作用，展示社区的最美人物、最美现象、社区风采等方面

的内容，利用长廊、橱窗、楼道等设施，开展公益性宣传活动，营造社区文化氛围。

6.4 文化社团

社区应组建文化队伍或成立文体俱乐部，加强指导和培训，提升社区文化队伍整体水平。

6.5 文化品牌

社区应按照“一社一品” 的要求，深入挖掘社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资源，设置各类文化活动载

体，通过文化展示、文化交流等形式，打造社区文化品牌。

社区应开设文化讲堂，利用社区自身人才力量和聘请讲师，开设居民所需的各种门类的讲座。

6.6 文化节日

社区应围绕睦邻友好、向上向善向美等主题，结合传统节日，组织社区居民广泛参与邻居节、读书

节等各类文化节日节庆活动，增进居民感情，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6.7 网络文化平台

社区应建立网络文化服务平台，及时发布公共文化信息，提高居民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和参与力。

6.8 图书借阅

社区应订购各类报刊、杂志和书籍，图书总量不少于 1500 册，报刊种类不少于 10 种，图书阅览室

应错时开放，开放时间每周不少于 40 小时，为居民提供热心周到的服务。

7 服务实施

7.1 制定计划

社区应根据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要求，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结合居民文化需求，制订社区公共文化

服务的年度服务计划。

7.2 公告服务项目清单

根据社区公共文化的服务设施及服务项目，列出可对外提供的各项公共文化服务清单，并进行公告。

7.3 公布开放时间和要求

社区应在文化服务中心的显著位置公布各服务场所的具体开放时间，确保活动场所及设施设备的安

全。

7.4 发布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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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信息发布渠道，及时公布各类公共文化活动信息，鼓励社区群众积极参加，提高活动的参

与率。

7.5 组织文化活动

社区应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做好人员、设备、场地保障，突出社区特色文化活动，保障文化活

动顺利开展。

7.6 台账管理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应根据公共文化开展情况，及时整理必要的影音照片、文字材料，以及票据凭

证等相关材料，确保各项公共文化服务有据可查。

7.7 设施设备维护

及时了解各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设备的使用情况，社区文化工作人员应及时掌握文化设施设备使用

情况，对设施设备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保养，对部分存在损坏或故障的，要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处理，确

保各类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8 服务保障

8.1 组织机构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应做好本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规划、建设和保障等工作。

8.2 人员队伍

8.2.1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应至少配有 1 名专（兼）职社区文化员，全面负责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工

作，同时通过统筹或购买服务等方式聘用具有一定文艺特长的工作人员，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社区文

化工作人员一般需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8.2.2 社区应组建不少于 1 支由居民自我参与、自我管理的社区文化团队，每支文化团队人数不少于

5人，年度活动次数不少于 12 次；社区应借助社会专业力量，对文化骨干进行指导和培训，积极培育

有特色的文化团队。

8.2.3 社区应鼓励有资质、经验、专业能力的个人和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区应按

照不少于常住人口 3‰的比例组建文化志愿者队伍，有计划地提供培训，切实提高服务能力与素质。

8.2.4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应整个各类资源，组建专家指导队伍，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工作咨询、技术

指导和技能服务。具体包括:

a) 相关部门中的专家学者；

b) 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中的专家学者；

c) 共建单位中的专家学者；

d) 其他社会力量中的专家学者。

8.3 管理制度

8.3.1 社区应建立和完善各项日常管理制度，确保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按时开放，做到活动有组织，展

陈有更新，工作有记录，设施有维护，场地有管理。

8.3.2 社区应建立和完善常态活动制度，积极推进“菜单式”、“点单式”服务，把社区文化家园“种”

文化、政府“送”文化和居民“享”文化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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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经费投入

社区应根据上级文件规定，投入相应资金比例，确保社区文体活动经费、人员专项经费、设施设备

维护经费等，保障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权益。

9 考核评估

9.1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公共文化建设服务工作应纳入上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社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的考核指标。

9.2 上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按本规范的内容每年至少一次对辖区内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进行检查评估，

以督促其改进和提高服务能力。

9.3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应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年度评估制度，于每年年底前，按本规范的要求进行自我

评估，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评估报告。

9.4 评估结果公布纳入各社区的年度考核，作为资源分配或奖励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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