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一：年鉴编纂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7 年度年鉴编纂项目包含四大类，项目内容及完成概

况说明如下：

1.编纂出版《武汉年鉴》（2017 年卷）、《武汉市情概览》

（2017 年卷）及制作《武汉年鉴（2017 年卷）电子版。

本项目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湖北省人民政

府《地方志工作规定》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通知设立，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武

汉地方志办公室承办，至今连续出版 32 卷。本项目为系统

记述 2016 年武汉地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2017 年度本项目完成全部出版及

制作，《武汉年鉴》（2017 年卷）印刷出版 2500 本，《武汉市

情概览》（2017 年卷）印刷出版 2500 本，《武汉年鉴（2017

年卷）》电子版完成配套光盘制作 2500 片。

2.编纂出版《武汉城市圈年鉴》（2016 年卷）及制作《武

汉城市圈年鉴》电子版。

本项目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湖北省人民政



府《地方志工作规定》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通知设立，由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主编，

黄石市、鄂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

市、天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协编。本项目收录 2015 年武汉城

市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基本资料。2017 年度

本项目完成全部出版及制作，《武汉城市圈年鉴》印刷出版

2000 本，《武汉城市圈年鉴》2016 年卷电子版完成配套光盘

制作 2000 片。

3.制作《武汉年鉴》（2017 年卷）网络版。

本项目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湖北省人民政

府《地方志工作规定》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通知设立，即时上传武汉年鉴资料信息，

开展网络建设、信息报送、资料编纂等工作。本项目适应互

联网+的社会发展趋势，更好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2017 年

度本项目尚未启动。

4.《武汉城市圈年鉴》编纂业务培训（实施行动）。

本项目根据中共市委组织《关于深化实施行动学习工作

的通知》确立，目的在于巩固和扩展行动学习实施成果，探

索干部教育培训有效形式。本项目主题为武汉城市圈年鉴撰

稿和编审业务方面，主要由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年鉴处负

责统一年鉴编纂和编审工作。通过行动学习培训，总结优秀

案例，紧跟年鉴编纂的框架、类目、范围和文字、版式的新

变化，总结年鉴编纂的新特点、新趋势，形成新的规范或标

准，提高年鉴的编纂效率和质量，更好的服务武汉经济社会



发展。2017 年度开展了地方志会议、圈鉴研讨会等业务培训

会。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1.产出目标

产出数量：《武汉年鉴》预计完成 180 万字、《武汉城市

圈年鉴》预计完成 130 万字、《武汉市情概览》预计完成 20

万字、《武汉年鉴》（2017 年卷）网络版完成网络版制作、圈

鉴业务培训（实施行动）完成实施行动。

质量指标：稿件校对误差及文稿常识性错误保证在万分

之一。

时效指标：年内出版及年内完成制作。

成本指标：《武汉年鉴》预计印刷 2000 册、《武汉城市

圈年鉴》预计印刷 2000 册、《武汉年鉴.实用手册》预计印

刷 2000 册。

2.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完成编纂任务，为决策者、研究人员提供最

新、最权威的资料和信息。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组编审及出版、交换，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

二、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管理情况

1.业务管理情况

①项目基础资料是否齐备

项目基础资料齐备



②项目质量控制采取的措施

制定方案，制发文件，召开会议，督促组稿，进行编

审，印刷出版。

③项目验收情况

合格

2.财务管理情况

根据市财政局武财教函【2017】79 号预算批复，项目年

鉴编纂预算资金总额 104.77 万元（均为财政拨款），实际资

金到位总额 104.77 万元，整体资金到位率为 100%，实际支

出 89.10 万元，预算与实际的差异率 14.96%，差异原因：一

是《武汉年鉴》网络版 2017 年未启动，其软件网页制作费、

培训费及考察学习费均未支出。二是编纂业务培训费因客观

原因未支出。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1.产出目标

完成情况：《武汉年鉴》《武汉城市圈年鉴》《武汉市情

概览》均在年内完成预计目标；圈鉴业务培训（实施行动）

完成部分预计目标。

未完成的原因：《武汉年鉴》（2017 年鉴）网络版因年鉴

处承担的任务重，只进行了前期的策划，没有发生相关费用，

未能在年内按时启动并完成预计目标网络版制作；圈鉴业务

培训（实施行动）因城市圈年鉴培训由黄冈市志办承办，并

支付相关费用，我办未发生费用；武汉年鉴组稿和培训，由

我办组织实施，只发生了会场租赁费，未产生其他费用。



2.效果目标

完成情况：《武汉年鉴》《武汉城市圈年鉴》《武汉市情

概览》均在年内完成编纂印刷出版任务，为决策者、研究人

提供最新、最权威的资料和信息；圈鉴业务培训（实施行动）

完成部分预计目标，为年鉴编纂的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未完成的原因：《武汉年鉴》（2017 年鉴）网络版因年鉴

处承担的任务重，只进行了前期的策划，没有发生相关费用，

未能在年内按时启动并完成预计目标网络版制作，未能在

2017 年度适应互联网+的社会发展趋势，更好为社会经济发

展服务；圈鉴业务培训（实施行动）因城市圈年鉴培训由黄

冈市志办承办，并支付相关费用，我办未发生费用；武汉年

鉴组稿和培训，由我办组织实施，只发生了会场租赁费，未

产生其他费用。在年内按时完成全部预计目标实施行动，按

预期总结优秀案例，总结年鉴编纂的新特点、新趋势，形成

新的规范或标准，提高年鉴的编纂效率和质量，更好的服务

武汉经济社会发展。

三、自评结论

(一)自评结论

1.自评得分：优

2.对项目决策管理：

我办 2017 年度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严格

预算资金使用途径和进度，加大项目预算执行考核力度。我

把对项目决策采取了以下具体管理措施。

秘书处每月编报支出进度表，并编报预算执行月报表及



各项目进度情况说明，报我办领导和市财政局掌握项目资金

的使用情况及项目实施进度。明确项目负责人和责任处室对

项目预算执行的职责，将项目执行情况作为月度主任办公会

的汇报和督办内容，确保预算执行用途和进度。同时，加大

监督力度，明确机关党总支履行重要项目资金使用监督责任，

把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与公务员履职尽责和季度评价、年度考

核挂钩，建立考核评价机制。

3.绩效的综合评价

2017 年度年鉴编纂项目开展了以规范全市年鉴编纂为

方向的改革探索，实现了市区两级年鉴编纂质量提档升级。

《武汉年鉴》（2017 年卷）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适

时适度地对篇目作出了 15 处调整；《武汉城市圈年鉴》（2017

年卷）按照增加信息、凸显亮点、优化分类、减少篇幅的原

则，重新设计了框架结构，进一步凸显圈域整体发展面貌和

“两型社会”建设成果；将《武汉年鉴•实用手册》改版为《武

汉市情概览》，增大信息含量，增强使用便利性，提升服务

功能。区级年鉴绩效管理和送审备案工作不断规范化、制度

化。市区两级综合年鉴实用性显著提高，装帧设计精美度明

显提升，地域性年度性特色更加彰显，按期完成编纂出版。

举办区级年鉴作者培训班、武汉年鉴作者培训班、武汉城市

圈年鉴作者培训班，切实提高年鉴供稿和编纂质量。

在 2017 年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织的全国地方志优

秀成果（年鉴类）评选中，《武汉年鉴》（2016 年卷）获得最

高奖特等奖，《汉阳年鉴》获得县区级综合年鉴三等奖。在



2017 年湖北省第四届年鉴评选中，武汉市区两级年鉴全部获

奖，其中《武汉年鉴》和 2 个区级年鉴（汉阳、武昌）获得

特等奖，11 个区级年鉴获得一等奖。

（二）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1.主要经验

（1）政府支持。年鉴、圈鉴的编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紧紧依靠市委、市政府以及全市各单位的大力支持。

在编纂过程中，我办严格执行三审制。

（2）保证质量。对编纂人员和撰写人员进行培训，召

开调研会，统一思想，提高水平。

（3）把握进度。每月汇报一次，督促一次，及时补充

力量，确保进度。

2.存在的问题

年鉴、圈鉴宣传力度不够。要进一步扩大年鉴影响力，

推动年鉴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3.改进措施

加大年鉴编纂工作者培训，提升年鉴编写能力，扩大各

单位年鉴编纂工作的交流。

项目二：地情书籍编纂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7 年度地情书籍编纂项目包含两大类，项目内容及完

成概况说明如下：



1.启动项目，启动《复兴大武汉》《国家商贸物流中心

发展报告》《新编武汉桥梁志》。

本项目依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搜集、保存地

方志文献和资料”“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和《湖北省地方

志工作规定》第六条“收集、保存、整理、开发利用地方志

文献和资料”的规定，地方志机构有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

政府提供资政参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义务。《复兴大

武汉》研究武汉历史的辉煌时期，探寻武汉兴起、发展、辉

煌的历史原因，为复兴大武汉提供历史视角的参考。《国家

商贸物流中心发展报告》，研究武汉近年来交通枢纽、现代

商贸流通的发展情况，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参考。

《新编武汉桥梁志》，该项目总汇武汉有史以来各个历史时

期桥梁的文字资料、图像资料等研究武汉桥梁建设史的重要

传证资料，全景展现武汉“桥都”风貌，具有浓厚的时代特

色和地方特色。2017 年度本启动项目均未能按预期分别搜集

40 万字、30 万字、60 万字。

2.编纂完成（出版）《武汉春秋》《武汉新编地方志序跋

选》《武汉园博园志》《武汉沦陷史料》。

本项目依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搜集、保存地

方志文献和资料”“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和《湖北省地方

志工作规定》第六条“收集、保存、整理、开发利用地方志

文献和资料”的规定，地方志机构有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

政府提供资政参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义务。《武汉春

秋》系综合性文史季刊，是挖掘武汉文史资源，展现方志研



究理论成果和经验，宣介全市方志事业发展面貌的重要平台

和抓手之一，已连续出刊约 30 年，在全市文史工作者和爱

好者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武汉新编地方志序跋选》是《武

汉新编地方志综合目录》的姐妹篇，全书汇集建国以来武汉

新编地方志部分优秀序跋成册，对研究志书内容、体例变化、

编纂程序，服务全市第三轮志书编修工作，有着直接指导作

用。《武汉园博园志》，以介绍武汉园博会筹备和园博园规划、

设计、建设、管理及展园各类景观为主要内容，用图文并茂

的形式记述、表现武汉园博园，是全方位宣传武汉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的重要载体。《武汉沦陷史料》以纪念全民族抗日

战争爆发 80 周年，为弘扬武汉人民的抗日精神，特编纂出

版本项目。本项目为《武汉近代史料丛书》的一部分，此前

已出版 4部，已成为武汉地区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1.产出目标

产出数量：《武汉春秋》预计完成 40 万字、《武汉新编

地方志序跋选》预计完成 90 万字、《武汉沦陷史料》预计完

成 130 万字、《武汉园博园志》预计完成 80 万字、《复兴大

武汉》预计搜集 40 万字、《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发展报告》预

计搜集 30 万字、《新编武汉桥梁志》预计搜集 60 万字。

质量指标：稿件校对误差及文稿常识性错误保证在万分

之一。

时效指标：按时出刊、按时出版，每季月底出刊、年内

出版。



成本指标：编纂完成《武汉春秋》预计印刷每期 1000

册、《武汉新编地方志序跋选》预计印刷 1300 册、《武汉沦

陷史料》预计印刷 1500 册、《武汉园博园志》预计印刷 1000

册。

2.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提供地方自然与社会、历史现状、风俗与风

情、地方志事业发展最新状况。总结方志实践经验，指导方

志续修实践，繁荣方志学术研究，宣传民族文化精髓。

可持续影响指标：保障史料记述与披露，史志成果的可

持续性。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组编审及出版、交换，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

二、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管理情况

1.业务管理情况

①项目基础资料是否齐备

项目基础资料齐备

②项目质量控制采取的措施

《武汉新编地方志序跋选》为提高质量，特约请湖北大

学田子渝教授、文史专家鹏翔华老师审读。

《武汉园博园志》广泛征求武汉园博会领导者、参与者

修改意见，根据所征求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武汉新编地方志序跋选》送武汉出版社审读，根据

审读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严把编辑出版质量关。



③项目验收情况

合格

2.财务管理情况

根据市财政局武财教函【2017】79 号预算批复，项目地

情书籍编纂预算资金总额 114.40 万元（均为财政拨款，含

上年结转 10.75 万元），实际资金到位总额 114.40 万元，整

体资金到位率为 100%，实际支出 30.11 万元，预算与实际的

差异率 73.68%，差异原因：一是启动项《复兴大武汉》未获

审核立项，未发生相关费用；二是《武汉沦陷史料》等地情

书籍编辑时间长，出版周期长，审查审核严格，支出跨年度，

按进度支出。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1.产出目标

完成情况：《武汉春秋》在年内完成预计目标；《武汉新

编地方志序跋选》《武汉园博园志》《武汉沦陷史料》完成部

分预计目标。

未完成的原因：启动项《复兴大武汉》因未获审核立项，

未发生相关费用；启动项《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发展报告》因

项目负责人到街道挂职锻炼，2018 年 5 月回单位开始启动项

目；启动项《新编武汉桥梁志》因处于前期准备阶段，拟定

篇目大纲，编辑规范，资料征集目录及征集部分相关资料，

未产生费用支出。编纂完成（出版）项《武汉新编地方志徐

跋选》《武汉园博园志》因送武汉出版社审定需要时间，等

待审定后才可印刷出版，未能在年内按时完成全部预计目标。



编纂出版《武汉沦陷史料》因有关抗战，特别是沦陷时期日

伪方面的资料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要求需审定批准

后才可出版，审查周期一般在 6 个月以上，该项目 2017 年

10 月送出版社审定，等待审定后才可印刷出版，未能在年内

按时完成全部预计目标。

2.效果目标

完成情况：《武汉春秋》在年内完成编纂印刷出版任务，

为决策者、研究人提供地方自然与社会、历史现状、风俗与

风情、地方志事业发展最新状况；《武汉新编地方志序跋选》

《武汉园博园志》《武汉沦陷史料》完成部分预计目标，为

这类地情书籍的印刷出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未完成的原因：启动项《复兴大武汉》未获审核立项，

未发生相关费用；启动项《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发展报告》因

项目负责人到接到挂职锻炼，2018 年 5 月回单位开始启动项

目；启动项《新编武汉桥梁志》因处于前期准备阶段，拟定

篇目大纲，编辑规范，资料征集目录及征集部分相关资料，

未产生费用支出。启动项因以上客观原因未能在年内按时启

动，未能在 2017 年度完成全部资料的搜集工作，给 2018 年

该项目的印刷出版做好基础性工作；编纂完成（出版）项《武

汉新编地方志序跋选》《武汉园博园志》因送武汉出版社审

定需要时间，等待审定后才可印刷出版，未能在年内按时完

成全部预计目标。编纂出版《武汉沦陷史料》因有关抗战，

特别是沦陷时期日伪方面的资料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的要求需审定批准后才可出版，审查周期一般在 6个月以上，



该项目 2017 年 10 月送出版社审定，等待审定后才可印刷出

版，未能在年内按时完成全部预计目标。以上三个编纂完成

（出版）地情书籍未能在 2017 年为决策者、使用者提供地

方自然与社会、历史现状、风俗与风情、地方志事业发展最

新状况。

三、自评结论

(一)自评结论

1.自评得分：良

2.对项目决策管理：

我办 2017 年度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严格

预算资金使用途径和进度，加大项目预算执行考核力度。我

把对项目决策采取了以下具体管理措施。

秘书处每月编报支出进度表，并编报预算执行月报表及

各项目进度情况说明，报我办领导和市财政局掌握项目资金

的使用情况及项目实施进度。明确项目负责人和责任处室对

项目预算执行的职责，将项目执行情况作为月度主任办公会

的汇报和督办内容，确保预算执行用途和进度。同时，加大

监督力度，明确机关党总支履行重要项目资金使用监督责任，

把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与公务员履职尽责和季度评价、年度考

核挂钩，建立考核评价机制。

3.绩效的综合评价

2017 年度地情书籍编纂项目围绕中心工作，做好项目谋

划，进一步加大地情资源开发力度。近代武汉系列资料丛书

《武汉沦陷史料》完成一、二稿校对和日文翻译，进入总纂



阶段；启动大型资料性文献《武汉改革开放四十年鉴》的编

纂工作。《武汉新编地方志序跋选》和《百姓巧匠》编纂工

作按计划顺利推进。《武汉春秋》季刊按期编辑发行。

（二）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1.主要经验

（1）突出地方史志特色，使之成为宣传武汉地方历史

文化和武汉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窗口。

（2）精组精编，面向党政机关和研究单位以及史志研

究者和爱好者，形成了一批有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栏目。

（3）在组编审及校对工作中严把质量关，对文章，进

行认真审改，不断与作者交流，确保文章质量。

2.存在的问题

（1）计划性不强。

（2）组稿面不宽。

（3）编辑人员不足。

3.改进措施

增加编辑人员，加大编纂工作者培训，提升编写能力，

扩大编辑人员之间编纂工作的交流。

项目三：地情资料管理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7 年度地情资料管理项目包含两大类，项目内容及完

成概况说明如下：



1.购置地情文献资料。

本项目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搜集、购

置地方志情资料是方志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编纂地方

志的基础工作，确立购置收藏地方志文献资料项目，并作为

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要。我办 2017 年度购置各

类地情资料、年鉴、杂志，社会科学类费用约 4.67 万余元；

2.保障机关办公设备的正常运行及大武汉方志网的正

常运行、武汉方志馆资源数字化。

本项目根据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对有关网站建设

的要求，保障网站能够正常运行，并加强武汉方志馆资源数

字化建设。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1.产出目标

产出数量：完成年度地情文献图书购置及保障网络、网

站正常运行

质量指标：突出武汉地区地情文献图书购置的全面性和

年度性。网站符合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的标准，保障网站的科

学、稳定。

时效指标：完成时间年内完成。

2.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为修志编鉴提供地情文献资料参考，为社会

提供科研素材，编辑出版地方文献书籍。及推进修志编鉴工

作现代化，让方志文化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发布新书目录，

扩大查询量。及增加网站点击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确保社会公众及服务

对象满意。

二、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管理情况

1.业务管理情况

①项目基础资料是否齐备

项目基础资料齐备

②项目质量控制采取的措施

设置 AB 岗，保证窗口工作人员工作日有人接待服务，

提供咨询服务；保证网络门户网站安全运行，在网站上能查

阅到志书、年鉴、地情资料等书籍。

③项目验收情况

合格

2.财务管理情况

根据市财政局武财教函【2017】79 号预算批复，项目地

情资料管理预算资金总额 59.30 万元（均为财政拨款，含上

年财政拨款结转 13 万元），实际资金到位总额 59.30 万元，

整体资金到位率为 100%，实际支出 47.71 万元，预算与实际

的差异率 19.54%，差异原因：一是电子出版物及社会科学类

因图书出版市场无我办所需要的图书书籍及地情资料，未能

在 2017 年的完成文献资料的全部搜集、购置。二是方志馆

资源数字化，预计 2017 年完成旧志资源数字化约 3800 万字，

因考虑到方志馆资源数字化建设是一个整体项目，如依据

2016 年编制的 2017 年预算实施旧志资源数字化，一是预算



经费不足以推进该项目，二是考虑到方志馆资源数字化建设

宜整体立项推进，避免重复建设。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1.产出目标

完成情况：文献资料书籍购置完成部分预算；大武汉方

志网、志鉴信息数据迁移均在年内完成预计目标。

未完成的原因：购置文献资料书籍因图书出版市场无我

办所需要的图书书籍及地情资料未能在年内完成全部资料

的搜集、购置；方志馆资源数字化因考虑到方志馆资源数字

化建设是一个整体项目，如依据 2016 年编制的 2017 年预算

实施旧志资源数字化，一是预算经费不足以推进该项目，二

是考虑到方志馆资源数字化建设宜整体立项推进，避免重复

建设。未能在年内启动旧志资源数字化工作，未能完成预计

目标。

2.效果目标

完成情况：文献资料书籍购置完成部分预算,为修志编

鉴提供地情文献资料参考，为社会提供科研素材，编辑出版

地方文献书籍。大武汉方志网、志鉴信息数据迁移均在年内

完成预计目标,为推进修志编鉴工作现代化，增加网站点击

率，为方志文化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继续努力。

未完成的原因：文献资料书籍购置因图书出版市场无我

办所需要的图书书籍及地情资料未能在年内完成预计全部

目标；方志馆资源数字化因考虑到方志馆资源数字化建设

是一个整体项目，如依据 2016 年编制的 2017 年预算实施旧



志资源数字化，一是预算经费不足以推进该项目，二是考虑

到方志馆资源数字化建设宜整体立项推进，避免重复建设。

未能在年内启动旧志资源数字化工作，未能完成预计目标。

三、自评结论

(一)自评结论

1.自评得分：良

2.对项目决策管理：

我办 2017 年度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严格

预算资金使用途径和进度，加大项目预算执行考核力度。我

把对项目决策采取了以下具体管理措施。

秘书处每月编报支出进度表，并编报预算执行月报表及

各项目进度情况说明，报我办领导和市财政局掌握项目资金

的使用情况及项目实施进度。明确项目负责人和责任处室对

项目预算执行的职责，将项目执行情况作为月度主任办公会

的汇报和督办内容，确保预算执行用途和进度。同时，加大

监督力度，明确机关党总支履行重要项目资金使用监督责任，

把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与公务员履职尽责和季度评价、年度考

核挂钩，建立考核评价机制。

3.绩效的综合评价

2017 年度地情资料管理项目完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新

网站志鉴信息迁移，上传书籍 271 册，上传文史信息 323 条。

13 个区级二级网站建设工作顺利完成，11 月正式开通。政

务微博全年发布 15 场次，9 月“方志武汉”微信公众号正式

上线，共推送文章 38 篇。新入藏图书 370 册，方志馆馆藏



图书累计达 40265 册。全年共接待对外查询服务 84 批次 200

余人次，服务满意率保持 100%。

（二）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1.主要经验

（1）实施订购、书店采购、网购入藏地情文献资料图

书。

（2）形成武汉特色的地情文献图书馆藏。

（3）学习其他省市经验，确立网站建设较高定位。

（4）运用现代互联网前沿技术，建设一流网站，推进

方志互联网应用能力的提升。

2.存在的问题

（1）库房面积还不适应馆藏实际需要，致使不少志鉴

图书和地情资料运用效果还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2）网络人才结构需要进一步改善。

3.改进措施

（1）增加馆藏的库房使用面积。

（2）有计划地招录有网络知识背景的公务员，增强网

络建设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