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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许

昌市图书馆、上海格物文化发展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宏阳、岳希忠、陈猛、张帆、符湘林、来其发、赵全宜、郝玉、

张可睿、刘阳、汪菲、朱冰清、胡晶晶。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DB4110/T 48—2022

Ⅲ

引   言

为提高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质量，促进基层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基层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制

定本文件。

本文件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乡镇（办事处）、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和功能，完

善基层文化设施的服务条件，发挥设施服务效能。

本文件是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条件、服务能力、服务水平、组织建设、日常管理的基本要求，

是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评价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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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管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术语和定义、总则，服务条件、服务能

力、服务监督、组织建设和日常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许昌市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管理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没有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940 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标准

建标 160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

JGJ/T 136 文化馆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文化服务

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全体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

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3.2

免费开放

公共文化设施由政府部门出资修建，免费为群众提供的文化学习平台，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阵

地。

3.3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文化遗产保护等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基层综

合性文化场所。

3.4

村宝

通过村委推荐、群众推荐、个人自荐等多种形式产生的各村具有文化技艺、文化符号的“能人”，助

孤济困、向上向善的爱心人士或德高望重的乡贤，是河南省文化建设的一个品牌项目。

4 总则

4.1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按照国家要求开展面向群众的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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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4.2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应全面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

4.3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应以人民为中心，深度融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的建设活动，引领城乡文化创新发展的前进方向，构建基层新型文化阵地。

5 服务条件

5.1 服务环境

5.1.1 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根据其建筑面积规模划分为大型服务中心、中型服务中心和小型服务

中心三种类型。

——大型服务中心是指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 800 ㎡的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中型服务中心是指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 500 ㎡且小于 800 ㎡的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小型服务中心是指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 300 ㎡且小于 500 ㎡的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5.1.2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设施设备应达到省级三级以上标准。

5.1.3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设施建设应当按照国家标准科学布局，建设标准化

公共文化设施。室外活动场地应符合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环境。大型及中型文化服务中心规模应符合 JGJ/T

136-2010 相关标准。

5.1.4 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设置图书阅览室、文化活动室、数字资源室、多功能教室等；室

外应设置文化活动广场、百姓舞台、宣传栏等。

5.1.5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配置宣传栏、电子阅报屏、灯光、音响和群众体

育活动器材等，建设文化舞台或文化长廊。

5.1.6 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有一套文化器材（含服装、音响、乐器等），一套广播器材，一

套体育设施器材（含篮球、乒乓球、健身器材等）。

5.1.7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主动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服务活动，配备

相应的新时代思想教育设施设备，开展常态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5.2 标识

5.2.1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在主体建筑设立明显的单位标识和导向标识。

5.2.2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入口处应设置场所布局图，应在醒目位置设置服务

导向标识。

5.2.3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各楼层、活动厅室、功能用房等应设有醒目的服务

标识。

5.2.4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保证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各通道应有

明显的指引牌和应急指示牌。

5.3 人员

5.3.1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根据建筑面积、使用功能、活动场地数量和实际

工作量，从群众需求出发合理安排工作人员。

5.3.2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人员应做到：

——着装整洁、仪态端庄、用语文明、微笑服务、主动服务、热情服务；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在服务工作中应尊重服务对象，服务周到；

——挂牌上岗,服务热情，能够为群众提供准确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5.3.3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配备2-3名专职管理人员，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至少

配备一名享受财政补贴的协管员。

5.3.4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建设 3 支以上不同文化类型，每支不少于 10 人的文化服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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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应建立 2 支以上群众文化队伍，培育文化骨干 10 人以上。

5.3.6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根据工作需要和资源情况，分别建设 3 支～5 支以上的乡镇文

化团队，并经常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展演活动。对乡镇文艺团队的组织建设和活动开展情况，应定期组织

检查评估。

5.3.7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导入志愿者服务机制，吸引社会文化艺术人才和

社会公众参与文化馆志愿服务。根据《许昌市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办法》加强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

5.4 资金

5.4.1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人员经费、文化事业活动经费，文化活动经费

应纳入政府年度资金预算。

5.4.2 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从村(社区）工作经费中安排文化活动经费。

5.4.3 鼓励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通过直接投资、赞助活动、捐助设备、资助项目，以

及公益创投、公益众筹等方式，参与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和管理，形成良性

多元服务保障机制。

6 服务能力

6.1 基本服务

6.1.1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服务活动。

6.1.2 村（社区）应保障群众享有的读书、看报、看电影、看电视、听广播、参加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

益。

6.1.3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立足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如红色文化、三国文化、

钧瓷文化、烟草文化、花木文化、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数字文化服务。

6.1.4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围绕新时代文化工作的特点，开展创新服务，如

流动服务、阵地服务、数字服务等等。

6.1.5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主动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活动，在服务内

容、服务方式、服务品牌、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创新服务。

6.1.6 乡镇（街道）村（社区）应当根据群众文化需求开展菜（订）单服务，通过网上云平台、意见箱

等形式，及时收集群众个性化文化需求，并迅速回应。满足群众需求的文化服务时限一般不超过 48 小时。

6.1.7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实践乡

村振兴文化特色服务活动。

6.1.8 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利用公共数字文化项目和资源,为基层群众提供数字文化服

务，开展云展览、云阅读、云视听，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走上“云端”、进入“指尖”。

6.2 活动

6.2.1 乡镇（街道）、村（社区）应根据群众需要，提供具有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传统文化特色，群

众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打造基层文化品牌。

6.2.2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需

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活动。

6.2.4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围绕“我们的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

活动，如“乡村村晚”“广场舞”“民俗文化节”等。

7 服务监督

7.1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建立群众监督机制，定期开展服务效能评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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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效能评估应每半年进行 1 次，并制定相应的评估

标准。

7.3 评估结果应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8 组织建设

8.1 建立完善的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管理制度。

8.2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当有专门的文化管理服务人员。

8.3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管理好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9 日常管理

9.1 乡镇（街道）应负责指导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开展文化服务活动。

9.2 镇（街道）应负责管辖区域内文化活动的策划与实施。

9.3 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当围绕群众需求开展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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