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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示

黄仁浩沈红

(上海大学图书馆)

摘要:文章总结了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发展进程，论述了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其实施对图书馆社会地位的影响，认为条例的内容不

仅有利图书馆地位的提升，而且为图书馆立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启示，有助图书馆以

新的切入点去开展商书馆立法工作。最后文章提出了推动我国图书馆立法工作的一些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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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根据李国新教授的资料 1)我国图书馆界正式推进中国图书馆法的立法工作是从 2001

年 4 月的天津会议算起的，到目前已走过了 8个年头了。但图书馆立法工作在中国有

限的立法的资源中，始终不能像菌民经济活动部门那样占据优先位置。图书馆在立法

程序中还处在必须回答诸如立法必要性、调整那接关系等初级问题上。

原因何在?主要是中国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中国图书馆的弱势排序。

从《省(每治区、市)圈书馆工作条例» 2)、《普通高等学校团书馆规程(修订呀口

一些已经建立了因书馆地方法规中肴，从来没有把图书馆定位为国家政治改革、民主

、社会和谐、经济发展重要机构，就是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也是如此。各级

图书馆在国家事业机构组织中的地位是:宣传辞地、商书文献的流通处、科技信

息服务部门、第二课堂、书犀或文化遗产保藏机关、服务性学术机构等等。这样性质

定位的事业机构，在有限的立法资源中有一个政府规章予以规范就完全足够了 o

再说，中国的发展处于快速社会转型期，各种新事物、新矛盾、新情况，不断出现，

急需用法律来予以规范。在这样情况下，图书馆要挤进各级立法机构有限立法资源的

前列十分困难。按一般常理思考，在诸多重大社会关系需要调整的社会状态下，有限

的立法资源、必然面向公民、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急需、最重要、最突出、最关心的方向。

图书馆工作尽管重要，但在社会快速转型期的诸多矛盾中还排不上号。要是立法机构

在立法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仅仅为了规定囱书馆在社会中如前面提到的那些作用、地

位、责任和运行发展方式去占用紧张的立法资源、就显得勉为其难了。 1f以口:上海人大

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上海图书馆条例)的建议》就因为这方面的原因未进入立法

程序 4)。为此，图书馆立法必须寻找新的立法切入点，在有限的立法资源、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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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4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签署了第 492 号国务院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5)0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

布为离书馆立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部将于 2008 年 5 月 1 日实施的条例是"为了保障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6)而制定的。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第十六条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囱

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 3 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

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场所、设施，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

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7)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了公共图书馆与档案馆相词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职能，

对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了要便利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政府公开信息的要求，

规定政府行政机关及时向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8)。如上表述大大提升

和转变了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和地位，把公共商书馆提升到为国家政治改革、民主建设、

法制建设、社会建设服务的重要机构位置，使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的拓展，

也使公共图书馆从文献信息资料的保管者、提供者和服务性学术机构等远离政治文明

建设的单纯社会服务机构中解脱出来，为公共图书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和能力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总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不仅戚予图书馆维护社会

信息平等、传播政府公开信息的新职能，也为图书馆性质贼予了新的内涵 o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法律的权威

性，是国家"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是建立行为规范、

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 9)。这个法规是我国政治

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举措，它将确保我国政府在行政权力方面透明运行、政府公开信息

不再是叶轨陀、政府信息公开的严格和有序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 171吵的执行将为

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律前提。

由于图书馆被《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了执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新职能，使图书

馆第一次成为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仅为图书馆带

来了新职能，也为图书馆带来了重大的社会责任 o 图书馆要贯彻和执行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贼予的职能，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法规来规范，只有根据相应的图书馆法规，

才能确保图书馆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中有效的一环 o 据此，现有的各级图

书馆规章要做重大修订，需要增加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适应的内容。随着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国家和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图书馆

在信息公开执行和贯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这一切将为图书馆立法带来新的机遇，

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留书馆法将水到渠成。

、《政府信息公开条锅》的发布对爵书馆立法的启示

《政府信息公开条 17!j })发布给图书馆界带来了两个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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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的地位已从科学文化教育和知识信息传递部门上升为维护社会信息公平

的信息服务窗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公民有效参与国

家管理维护自身权益机制的重要环节、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息保障机构。

为此，图书馆要有充分的准备。

2、《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漫长的制定过程对自书馆立法具有借鉴作用。公共行政

治理专家在这漫长的立法过程中叭根据国家管理中遭遇重大事件的教训，深入研究

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法律的内容和执行方法，从地方政府率先实施开始，再通过实践总

结，不断明确中国特色政府信息公开的理念和科学方法，最终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可以这么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法律体系，现公布的《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只是我国整体《信息公开法》的雏形，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信息公开

必须成为国家法律，在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政党和社会组织等全部国家组织机

构中施行，让公武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及时便捷地了解自家事务信息、积极参与国家

管理，正确维护自身权利。目前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是政府管理层面的先

行实践，最终必将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形成国家法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过程说明:立法是一项十分慎重的过程，她需要不断的

努力和时间的考验，还要有历史机遇。如果没有 2003 年"非典"的考验，没有和谐社

会建设的要求，没有法律专家和社会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现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可能还在制定之中。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过程为我国图书馆的立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不仅为图书馆立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为图书馆以执行《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切入点，推动图书馆立法进入程序开创了条件。图书馆可以像《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那样，抓住每个机遇，由部门和地方开始实践，不断总结经验，

逐渐完善。

这些信息对有志推动中国图书馆立法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如下启示:

(一)抓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图书馆新功能的机遇，推动囱书馆立法

1、中国图书馆的地位得到巨大提高，造就了新的商书馆立法在~手。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公共商书馆的职能，我国图书馆不再是与社会改

革发展主流相分离的科学文化教育和知识信息服务性学术机构，图书馆已成为国家维

护社会公平，保证公民合法利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

阵地。图书馆在未来我国政治社会改革与发展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为此，有志推

动图书馆立法的有识之士将有新的主~手来推进图书馆立法，有利于图书馆将国际图书

馆界先进的图书馆法制理念引入国内，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促进图书馆立法工

作前进。

2、中国图书馆的功能得到巨大扩充，引导全面修订现有图书馆法规时机到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图书馆开展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服务功能，为图书馆开

展政府信息的组织整理、参考咨询、开发研究、用户政府信息素养培育等提供了舞台，

使原来以科学文化教育和知识信息传播为主要职能的图书馆成为了政府联系群众的

窗口和桥梁。图书馆的服务构架和员工能力将成为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关键

要素。为了确保图书馆贯彻国务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图书馆的主管部门和地

方立法机构必须在法规和制度层面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衔接，来保障和规范图书

馆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机制和效率。目前，图书馆执行的文化部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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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和一些省、市、自治区制定的地方图书馆法规的内

容基本不包括如上内容，必须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做重大调整，否则将

与国务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相容。此时将为图书馆立法打开一个重要的时间

窗口，引导全面修订现有图书馆法律时机的到来。

(二)学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的经验，推动图书馆立法

1、《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历程，坚定了图书馆立法长期努力的信心。

文化部《省(自治区、市)囱书馆工作条例》已有 25年历史了，在当时条件下这

部政府规章有效地调整了经十年动乱而百废待兴的中国图书馆界与改革开放对图书馆

工作需求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重要的

科学文化教育和知识信息服务支持。然而， 25年来，我国的社会发生了重要变革，中

国图书馆事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 2007年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又赋予

了圈书馆工作的新内涵，为图书馆事业新飞跃提供了广阔前景。这样的巨变是 25年前

的法规制定者无法预料的。因此，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已不能继续

指导现有公共图书馆的工作和发展了，尤其是不适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的

客观要求。其他一些地方或政府部门的图书馆规章和条例也存在相同问题，需要修订

是不容置疑。

然而，政府和立法机构的立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过程中，有很

多法律法规要建立，而法制国家建设又要求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每一部法律

法规，不提倡仓促上马。鉴此，有志推动中国图书馆立法的有识之士必须学习《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十年磨一剑的经验，长期坚持，不断努力，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图书馆

立法的重要性，不断仔细研究国外商书馆法的内容、形式和立法经验，探索国内图书

馆立法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事实证明功夫一定不负苦心人。

2、《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中抓住机遇和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经验，拓展了图

书馆立法的思路。

对"非典"发生中信息不公开发生导致公共危机事件的反思，是加快《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制定步伐的重要事件，而党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形势、任务和要求，是

加快《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发布的步伐重要动力。机遇推动和形势要求是任何法律法

规制定的重要条件。以 WTO举例，如果没有加入 WTO机遇和形势要求，中国的许多

经济、社会法律将不会有机会制定发布施行，如《物权法» 1吨企业所得税法» 12)等等。

然而，机遇出现了，是否能抓住和利用十分关键。现在，图书馆出现了贯彻执行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重要机遇，就看如何掌握和利用了。为此，有志于推动中国

图书馆立法的有识之士应该拓宽立法努力的思路，牢牢抓住这个机遇，仔细研究国外

政府信息公开中图书馆的作用、地位和发展形势，认真部署图书馆开展政府主动公开

信息服务的工作步骤，积极建言修改和制定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衔接的图书馆

法律和法规，在相关法规未修改前扎扎实实地提前按法规的要求规范图书馆的工作，

以图书馆的超前实践和经验来推进中国图书馆立法的进程。

四、醋书馆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需傲的立法准备工作思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 2008年 5 月 1 日施行。国务院为此留了一年的法规施行

准备期。许多人对这部法规的实施寄予厚望，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会引起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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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机制的重大改革。目前，许多省市自治区都制定了本地区和部门的政府信息

公开制度，各地的档案部门都按照有关规定在开展政府信息的服务工作。由于各地区

和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没有规定公共图书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任务，所以省、

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没有可操作的法律依据，也没有这方面的工作渠道。自前离《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还有半年时词，在规定的法律准备期中，商书馆应做好准备

工作，迎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通过有力执行和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娥予图书馆的职责和任务，来推动新图书馆立法进程。

为此，笔者认为在此期间图书馆要做好如下准备:

1、学术上图书馆要积极研究国外图书馆开展政府信息服务工作的经验，为图书馆

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供坚实的理论框架和服务机制。

2、工作上图书馆要在准备执行和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过程中，大力宣传囱

书馆传播政府信息的新作用和新地位，不断地总结开展政府信息服务的新经验，开展

有效提高政府信息服务工作方法的理论研究。

3、思想上图书馆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图书馆是科学文化教育和知识信息服务性

学术机构的认识，从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图书馆

的新功能和新作用，提升图书馆的自我定位。

4、立法理念上图书馆要从信息平等是和谐社会基础的角度阐述图书馆立法对国家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科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提升图书馆立法的重要

性。

5、立法行动上图书馆要以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为抓手，以推动现有

各级图书馆规章修订为契机，提高囱书馆的立法地位，推进圈书馆立法工作发展。

《政府信息公开条仔吵的发布与实施把中国图书馆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公共管理理念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结果。

同时，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的中国图书馆界也面对着新的挑战:如何贯彻《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如何服务公民、如何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如何在图书馆服务工

作中体现社会公平和信息透明的价值观念等等。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公民的认可程度

将直接影响中国图书馆的立法进程。为此，图书馆工作者要向社会公共管理学专家学

习，以扎扎实实、努力工作、不断实践、抓住机遇、由下向上、层层推进、勇于进取

的作风和方式来造就图书馆的新形象，为图书馆立法能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那样

早日成功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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