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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过在公共图书馆借书逾期不还或者遗失图书的
情况吗？在过去，也许你认为一本书才多少钱，丢了就丢
了呗。这种情况从明年起将发生变化，如果再有读者“欠
书不还”时，图书馆将严肃地亮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告知你，朋友你违法了！

11月4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其中明确规定，损坏公共图书
馆的文献信息、 设施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时限归还所借
文献信息，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公共图书馆法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共图书馆法施行后将有哪些新变化？ 记者采访了
长沙图书馆馆长王自洋。

■记者 吴岱霞

本报11月13日讯 近日，湖
南省减灾委集体会商了2017年全
省自然灾害灾情。为确保因灾倒房
户在春节前住上新房，全省加快推
进灾后住房恢复重建工作。

据介绍， 我省今年先后遭受
低温雨雪、风雹、暴雨洪涝、山体
滑坡、 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共
计39次， 特别是6月22日至7月8
日期间， 因灾倒房1.9万户5.7万
间， 严重损坏房屋2.8万户7.2万
间，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29.7亿
元。

为让因灾倒房户在春节前住
上新房， 全省灾后住房恢复重建
工作进度喜人。 截至10月31日，
全省倒房需重建户已开工10531

户， 已竣工6227户， 开工率为
96.8%，竣工率为57.2%；损房需
维修已修复24048户， 修复率
95.5%。

会上， 省减灾委各成员单位
还对2017年湖南省灾情特点进
行了汇总，主要特点是：受灾范围
广，灾害时间集中；总体灾情比往
年重，局部地区受灾严重；城乡积
涝明显，死亡失踪人员较多。

省财政、 民政部门及时下拨
中央和省级救灾资金， 督促市县
落实地方资金投入， 中央和省级
5.3亿元救灾资金现已全部下达，
全省巨灾保险理赔工作正在紧密
推进中。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祝林书

本报11月13日讯 菊花只用
来观赏？还可以带动农民致富。浏
阳市小河乡通过菊花文化打造全
域美丽乡村，举办“菊绽金秋·爱
满小河” 菊花文化节， 创新推动
“旅游+文化+扶贫”的发展模式，
以农业科技助推脱贫攻坚。

今天上午， 小河乡菊花文化
节在该乡新河村菊花基地开幕，
对精准扶贫“自强之星” 进行表
彰，为建档立卡户树立看齐标杆，
注入强大脱贫信心。同时，数十位
女画家汇聚在这里， 用手中画笔
和美妙灵思与秀美小河进行深入
对话。据了解，省女画家协会、省
民间美术协会两大省级协会将正

式在该乡设立艺术基地， 以花为
证、 以画结盟， 让乡村更加具有
“文艺范”。

据介绍， 小河乡潭湾菊花基
地2016年从黄山和九江两地引入
金丝皇菊和小皇菊， 经过 一年的
实践摸索， 今年继续建设新河村
菊花基地，不仅扩大了种植面积，
还全部采用有机肥料，保障“纯天
然”的特点，质量与整体效益较去
年都有了极大提升。据了解，金丝
皇菊的市场价格为0.5元到5元一
朵，小皇菊为300元每斤，每亩产
值达到一万余元，有效带动了周边
建档立卡贫困户及村民的劳动就
业。 ■记者李琪通讯员汤文培

注意！明年起“借书不还”属违法啦
长沙将打造“10分钟”图书馆服务圈 图书馆不作为，读者可告其“违法”

过去对于新建公共图书馆基
本上是按省级、市级、区县级的行
政区划来规划建设。 随着公共图
书馆法的施行这也将发生变化。

比如， 公共图书馆法第十三条
规定：国家建立覆盖城乡、便捷实用
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公共图书馆
服务网络建设坚持政府主导， 鼓励社
会参与。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本行政区域内人口数量、 人口分
布、环境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因地制
宜确定公共图书馆的数量、 规模、结
构和分布，加强固定馆舍和流动服务
设施、自助服务设施建设。

王自洋介绍， 未来新建公共图
书馆将主要按照人口分布、数量、交
通来规划设立。 比如人口20万的地
区可建立一座中型图书馆，3万-20
万的地区可建小型图书馆。

她表示，下一步，长沙将加大总
分馆建设力度， 着力推广以县级公
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
文化站、村（社区）图书室等为分馆
或基层服务点的总分馆制。 在长沙
图书馆现有105家总分馆、86个流
动服务点的基础上， 完善公共图书
馆设施网络， 建设更多的流动服务
和自助服务设施， 开展更多更切合
群众需求的阅读推广活动。

目前， 长沙图书馆已有自助图
书馆17家， 每家自助图书馆平均每
月外借图书2100余册次。年底自助
图书馆还将突破20家， 打造“10分
钟” 图书馆服务圈的设想将不再只
是“情怀”，而是不远的“将来”。

长沙图书馆每年发生
多少借书不还的情况呢？根
据对2016年长图外借图书
的统计， 至今逾期1年未归
还的图书占到了2016年图
书总外借量的千分之四，当
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
例会逐步降低。 王自洋说：
“图书逾期越长， 对其他读
者的影响会更大，读者长时
间不能借到自己想看的书，
实际就是影响了其他读者
的阅读权利，同时造成了图
书馆资源的浪费，读者在享
受公共阅读权利的同时，应
当按照公共图书馆法，遵守
图书馆规章制度，及时归还
图书，共同营造一个平等共
享阅读的环境。”

将要施行的公共图书
馆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

定： 损坏公共图书馆的文
献信息、 设施设备或者未
按照规定时限归还所借文
献信息， 造成财产损失或
者其他损害的， 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王自洋表示：“过去对
于逾期不还和遗失图书等
情况开出的滞纳金、赔偿金
是以图书馆管理制度的形
式出现的， 以后这些滞纳
金、赔偿金将有法可依。”

王自洋介绍，因为种种
原因导致所借图书逾期的
朋友们也不要太过紧张，只
要最终将图书归还给图书
馆，这笔账还是可以算一算
的：长图借书逾期产生的滞
纳金为 0.1元/天/册， 但无
论逾期多久，每册图书滞纳
金按2元封顶。

11月11日至12日，一场
“少儿阅读引导训练营”在
长沙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市
的三百多名家长、少儿阅读
推广人、在校大学生在这里
接受为期两天的培训，湖南
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作协
副主席汤素兰、亲子沟通师
魏玛丽等资深阅读推广人
就“如何帮助孩子从文学作
品中汲取力量”、“如何利用
儿童文学作品开展情商教
育”、“你真会给孩子讲故事
读绘本吗”等话题对其进行
专题培训。

王自洋介绍，该活动是
公共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
为市民提供服务的一个缩
影。而这种活动长沙图书馆
总分馆今年以来已举办了
2800余场，每周的讲座活动
在10场以上，其中有关少儿
的活动就举办了400余场。

王自洋说，公共图书馆
法既立足长远为全民公共
阅读提供法律保障，又以法
的力量来夯实人民群众对
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公共图书馆法的施
行除了保障公共图书馆的
设施、经费、人员等，还明确
规定，公共图书馆是向社会
公众免费开放，收集、整理、
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相关
服务，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
文化设施机构， 应当将推
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
为重要任务。公共图书馆应
当向公众提供公益性讲座、
阅读推广、培训、展览等服
务。“这时候，如果我们不干
事，读者就可以告我们了。”
王自洋说。

王自洋认为，“法律不
仅是公共图书馆行为的指
引，也是行为的规范。公共
图书馆法的施行对公共图
书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将会督促我们为公众提供
更好的阅读环境和更优质
的服务 ， 成为奉法的表
率。”她说，公共图书馆是
公民实现“自我教育”的终
身学校，做好各种服务，就
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图书馆不干事，读者可告其“违法”
应当向公众提供公益性讲座、培训、展览等服务

人口数量、交通
决定公共图书馆分布
长沙将打造“10分钟”
图书馆服务圈

“借书不还”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图书馆收取滞纳金、赔偿金将有法可依

确保因灾倒房户春节前住上新房
我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加速推进

浏阳小河乡菊花文化节开幕
小小菊花助推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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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家书屋增配十九大读物
11月13日，长沙邮政电商物流园，工作人员在打包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发往省内各地的农家书屋。为了让

农民深入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振兴乡村”的福音，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迅速行动，将为全省25243个行政
村农家书屋增配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材料。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