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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4 月 16 日上
午，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

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五
届“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将
于 18 日在滁州全椒县举行。当天上午，
还有万种图书惠民展销、图书捐赠、图书
漂流、图书交换等活动。

5年来，“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经
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开展“书香安徽阅
读季”活动，变“自发活动”为“组织推
动”；二是深化“书香安徽阅读季”活动，
变“机关活动”为“基层互动”；三是突破

“书香安徽阅读季”活动，变“单一活动”
为“全面行动”。

据悉，第五届“书香安徽”全民阅读
活动启动仪式将于4月18日在滁州全椒
县举行，按照长年化、常态化、长效化的要
求，全年活动不间断，每月活动有亮点，全
年共安排5个系列25项重点活动，把全民
阅读活动持续引向深入。今年的启动仪
式上还将揭晓2017年度十佳阅读推广活
动、十佳皖版图书、十佳书香之乡、十佳书
香社区等“书香安徽”系列推选结果。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
省将加快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

进城乡公共阅读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
通。试点建设少儿报刊阅读基地，推广铜
陵市全民阅读示范点、马鞍山市建设全民
阅读名城、合肥市“24小时自助图书馆”等
建设经验。打造“安徽省全民阅读空间”示
范点（示范基地）。同时，大力支持实体书
店发展，评选“最美书店”，促进各类实体书
店在构建当地文化氛围中的基础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实体书店的社会服务功能。推
进农家书屋服务转型升级，加快推广“数字
农家书屋工程”。积极搭建数字阅读平
台，充分利用新兴媒体传播渠道的优势，
开展让利免费赠送流量的数字阅读活动。

人均纸质图书
阅读量8.74本

调查显示，居民对阅读重要性认
识高、目的性强。83.6%的居民认为阅
读对个人成长发展重要；通过阅读获
取信息占16.5%、增长知识占24.9%、
掌握实用技能 10.8%、提高自身修养
占15.9%、职（学）业需要占7.1%。

根据调查情况，2017 年我省居
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8.74本，纸
质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 6.64 份
（类）和4.87期。与2016年第十四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公布数相比，
纸质图书和期刊阅读量分别超出我
国国民人均阅读量 1.08 本和 1.43
期。在 68.3%的居民阅读纸质图书
中，平均每天阅读时长为36.03分钟，
年平均阅读12.80本。

同时，数字化阅读方式有赶超纸
质阅读的趋势。数据显示，64.8%的
居民通过电子媒介进行阅读。数字
化阅读方式接触群体年人均阅读电
子书 7.33 本、电子报 7.21 类、电子期
刊5.20期。

从阅读图书途径来看，居民阅读
图书是以自费购买（占 24.0%）、图书
馆借阅（占12.3%）、网上免费阅读（占

25.8%）三种途径为主。
从购买出版物数量及花费来看，

42.1%居民共计购买纸质图书 21057
本、投入购买经费 495660.80 元，购
买者人均购书 10.15 本、人均购买金
额248.45元。

步行15分钟
可达阅读服务场所

本次调查还囊括了我省阅读服
务设施及使用、文化公共设施和书香
城市建设满意度情况。

在居民居住地步行 15 分钟范围
内，21.2%居民居住地附近设有公共
图书馆、30.6%居民居住地附近存有
实体书店、41.0%居民居住地附近设
有基层书屋、24.3%居民居住地附近
建有阅报栏（屏）、4.2%居民居住地附
近建有公益书吧、16.1%居民居住地
附近没有相关阅读服务设施、12.2%
居民不知道居住地附近是否设有相
关阅读服务设施。

从公共文化设施满意度情况来
看，居民对公共文化设施认为很满
意：公共图书馆占 31.6%、实体书店

占24.7%、基层书屋占27.0%、阅报栏
（屏）占13.1%、公益书吧占3.7%。另
外，28.9%居民对所在地区的书香城
市建设认为很满意、32.2%居民认为
比较满意。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83.4%
2017 年我省成年居民各媒介综

合阅读率为83.4%，较2016年全国成
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 79.9%高
出 3.5 个百分点；纸质图书阅读率为
63.5%，纸质报纸阅读率为 48.2%，纸
质期刊阅读率为 39.8%，数字化阅读
（互联网 PC 端、手机移动端、手持阅

读器等）方式接触率为 72.1%，与全
国成年国民阅读率相比分别高出
5.1、8.5、13.5和3.9个百分点。

手机移动端阅读
是主要数字化阅读方式

在新兴媒介中，手机阅读成为我省
居民主要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数据显
示，我省居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56.6%，
较互联网 PC 端阅读率的 19.8%高出
36.8个百分点，较手持阅读器阅读率
的9.4%高出47.2个百分点。

我省成年居民传统媒介阅读中，
每天阅读图书时间最长为 21.48 分
钟，高出全国成年人均每天阅读时长
1.28 分钟；期刊为 7.86 分钟，高出全
国成年人均每天阅读时长1.25分钟，
报纸为9.83分钟；新兴媒介接触时长
都低于全国成年人均时长，全省成年
居民互联网 PC 端为 8.24 分钟、手机
移动端为 30.15 分钟、手持阅读器为
3.70分钟。

我省居民阅读形式
倾向于数字化阅读趋势

数据显示，我省居民数字化阅读
方式接触率为 64.8%，较图书阅读率
的 68.3%相差 3.5 个百分点，较纸质
报纸阅读率的 42.8%高出 22 个百分
点，较纸质期刊阅读率的 38.6%高出
26.2 个百分点。全省成年居民数字
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 72.1%，较图书
阅读率的 63.5%高出 8.6 个百分点，
较纸质报纸阅读率的48.2%高出23.9
个 百 分 点 ，较 纸 质 期 刊 阅 读 率 的
39.8%高出 45.9 个百分点。由此可
见，我省居民阅读形式倾向于数字化
阅读方式的趋势。

合肥蜀山区今年
将新建6处城市阅读空间

星报讯（李飞 孙雨静 记者 沈娟
娟） 书香城市需要有很多的城市阅读
空间，记者了解到，今年，蜀山区将新建6
处城市阅读空间，将于10月底前全面建
成对外开放，其中面积最大的场馆达到
1250 平方米。目前，6 处城市阅读空间
选址分别位于龙图路翠庭园北门、东至
路绿怡居小区东门、岳西路岳西新村东
门原社区办公用房、创新大道南岗和园
小区社区服务用房、二里街社区办公楼、
三郢路与洪岗路交口蜀山区文化馆。

相关负责人透露，6处阅读空间点的
设计工作已经展开，预计 5 月份将确定
设计方案，10月底前全面建成对外开放，
城市阅读空间原则上将具备“4+X”功能，
包括阅读、活动、展示、休闲等4个标配服
务功能和双创空间、市民小剧场、四点半
学校、便民服务点等特色服务功能。

此外，阅读空间里将配置自助办证
机、自助图书借还机、图书销售设备和数
字资源阅览屏等，并实现无线网络的全
覆盖。根据规划，到 2020 年，蜀山区将
建成20个左右的城市阅读空间，通过现
代信息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区、
街、社区三级纵向贯通、横向互动的阅读
服务体系和网络，加快形成“15分钟阅读
圈”，全力打造“书香蜀山”。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2017 年，蜀山
区投入近千万元在全市率先建成 5 处城
市阅读空间，所有市民均可免费共享基
本公共服务，实现“零门槛”参与。目前，
5 处城市阅读空间共有藏书约七万二千
余册，包含最新出版、畅销、文学名著、创
意生活、儿童文学、人文社科、历史、创
客、经管类书籍、刊物等。

“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明天启幕
全年将安排5个系列25项重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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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即将
到来之际，“书香
安徽”全民阅读活
动组委会办公室
公布了安徽省居
民阅读状况首次
调查报告，去年我
省人均阅读纸质
图书8.74本，我省
成年居民综合阅
读率高于全国，大
部分居民步行 15
分钟可达阅读服
务场所。另外，全
省居民阅读形式
倾向于数字化阅
读方式的趋势。

▋记者 于彩丽

捐出一本旧书得5元卡
星报讯（段援朝 刘亚萍 记者 沈娟

娟） 家里书太多，可有些书根本就不会
再看，图书也能以旧换新。在
合肥市蜀山区金寨南路社区
稻香书阁，市民用一本旧
图书就可以兑换一张面
值为 5 元的换书卡，持
换书卡到阅读点前
台，购买图书满 50
元可抵用1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