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书香机关
1.宜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国家税务总局宜兴市税务局

3.宜兴市人民检察院

4.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宜兴市公安局

6.宜兴市妇女联合会

7.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8.宜兴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9.宜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宜兴市投资促进中心

二、优秀阅读组织
1.读书者联盟（宜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陶都木兰读书会（宜兴市妇女联合会）

3.陶都文学院（宜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4.惠人书友会（丁蜀镇）

5.“小飞屋”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队（宜兴市图书馆）

6.职工读书者联盟（宜兴市人民医院）

7.藿香书友会（宜兴市中医医院）

8.桃溪文学社（张渚镇）

9.鹅西先锋悦读会（杨巷镇）

10.李氏书堂读书会（周铁镇）

11.“阅读青春·共享书香”读书会（新建镇）

12. 乾红读书会（江苏乾元茶业有限公司）

13.“三明”读书会（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14. 阅青春读书会（宜兴市王者塑封有限公司）

15.职工读书部落（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6 .“宜智课堂”学习会（宜城街道宜北社区）

三、优秀阅读项目（品牌）
1.《小君访谈》“爱生活·爱朗读”（宜兴市融媒

体中心）

2.第三届诗词大会（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3.新时代文明·朗读吧（宜兴市朗诵艺术家协会）

4.雅达书院讲谈（江苏雅达书院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5. JING享·悦读（宜兴市公安局）

6.智慧共读（宜兴市图书馆）

7．“书香荆溪”朗读者活动（宜城街道荆溪社区）

8．“小桔灯”亲子阅读吧（宜城街道谈家干社区）

9.“书香润善”读四季（丁蜀镇湖渎社区）

10．“大手拉小手·书香伴成长”亲子阅读（和桥镇）

11.和美书香悦读（和桥实验小学）

12.“晴耕雨读”村民读书会（徐舍镇潘东村）

13.“云朵工厂”青少年公益课堂（万石镇文化站）

14.“tong”成长诵读推广项目（宜城街道土城

社区）

15.康乐馆阅读日（宜城街道城北社区）

16.“周二有约”读书沙龙（张渚镇桃溪文学社）

四、优秀阅读推广人
1.郑钊（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吴敏洁（宜兴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市朗诵

艺术家协会演出部部长）

3.吴茜（宜兴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主任）

4.陈朗然（宜城街道宣传科科员）

5.刘全忠（丁蜀镇党政办方志科副科长）

6.周乐秾（惠人书友会会长）

7.季阳澄（和桥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

8.袁筱（万石镇文化站工作人员）

9.卢亚丽（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三明”读

书会副理事长）

10.周万蓉（宜兴市王者塑封有限公司阅青春读

书会会长）

11.蒋菊妹（张渚镇桃溪文学社社长）

12.蒋姣姣（徐舍镇潘东村村委主任助理）

13.顾胜月（太华镇亲子阅读推广人）

14.高杨（屺亭街道文体站工作人员）

15.莫俊良（湖氵父镇退休教师）

16.魏平（江苏瑞佳化学有限公司校外辅导员）

17.姜曙（新芳小学教师）

18.杨燕（新庄小学教师）

19.欧国芬（红塔小学教师）

20.史旦萍（太华小学教师）

21.欧彦汐（环科园群团科科长）

22.刘婧（芳桥街道金兰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23.刘葩云（新建镇农家书屋辅导员）

24.安雅丽（西渚镇文体旅游办科员）

五、书香企业
江苏远兴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环科园）

宜兴市华丽印铁制罐有限公司（太华镇）

江苏小太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徐舍镇）

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官林镇）

江苏共昌轧辊股份有限公司（新建镇）

新龙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桥镇）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高塍镇）

无锡益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周

铁镇）

宜兴市金鱼陶瓷有限公司（丁蜀镇）

江苏正达炉料有限公司（新庄街道）

六、书香家庭
胥荣良家庭 陈 群家庭 欧群英家庭

王美华家庭 张国云家庭 虞 锋家庭

陈志刚家庭 任立武家庭 董富忠家庭

张 祥家庭 宗岳培家庭 苏 敏家庭

吴 叶家庭 陆其忠家庭 徐征东家庭

吴志忠家庭 史文婷家庭 陈洪春家庭

周秋臣家庭 许 宁家庭 许媛媛家庭

施立金家庭 周建平家庭 陆一新家庭

周晓东家庭 吴鸿鑫家庭 李鹤轩家庭

袁建娟家庭 王云妹家庭 周翠芳家庭

周晓波家庭 居文娟家庭 蒋锡军家庭

虞建新家庭 许晓梅家庭 赵 漫家庭

陆嘉祥家庭 朱孟军家庭 吴耀华家庭

蒋祥春家庭 王 震家庭 杨 燕家庭

陈俐军家庭 余 杰家庭 陈海鹰家庭

徐法军家庭 姚 斌家庭 汤蕴瑾家庭

傅梦洁家庭 单 蒙家庭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宜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创建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的实施意见》（宜政办
发【2019】76号），高质量推进全民阅读阵地建设，提升公
共阅读服务能力，营造书香浓郁的社会氛围，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促
进条例》《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
阅读的决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共享阅读空间，是指在我市范
围内依法设立，以社会服务为功能的各类共享阅读文化
空间（场所）。

第三条 支持鼓励我市各类法人，在商场、酒店、景
区、民宿、茶座、咖啡屋等各类公共场所建设运营共享阅
读空间，服务全民阅读，共建书香宜兴。

第四条 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市全民阅读办”）负责共享阅读空间标准条件制定和

认证扶持工作。
第五条 共享阅读空间的标准条件
（一）导向正确、主体清晰。设立、管理、运营主体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设立宗旨应体现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宜兴的导向，共享阅读空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设立主体具有社会责
任感和独立运营能力，阅读空间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诚
实守信、信誉良好，符合法律法规对公共场所管理的相
关要求。

（三）书香浓郁、环境优美。共享阅读空间建筑
面积原则上不少于50 平方米，适配图书藏量不少于
1000册，每年更新图书200册以上，配备与阅读服
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或先进的自助管理系统，功能完
善、服务便捷、环境优美 。城市书房面积要求不少
于100平方米，一次性配置图书3000册以上，安装安
全门禁、自助借还、监控等系统，实现24小时自助开
放。

（四）品牌突出、影响广泛。倡导和践行全民阅读，成
立（或引入）阅读组织。阅读空间活动丰富、形式多样，
每月常态化开展阅读活动不少于 1场（次）。所培育的阅
读品牌吸引力大、带动性强、影响面广。

第六条 共享阅读空间的认证流程
（一）自主申报。共享阅读空间每年上半年申报一

次，由申报单位自主向各镇（园区、街道）申报（市级机关
部门新建的共享阅读空间直接向市委宣传部申报），提
交以下材料：①《宜兴市共享阅读空间认证扶持申报
表》；②共享阅读空间场地（场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
同（复印件）、实景图片（或宣传视频）；③共享阅读空间
年度阅读活动计划、总结（图文资料）及成效证明材料
（复印件）。

（二）过程监管。各镇（园区、街道）对照标准条件，
对申报的共享阅读空间及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确定
符合条件后将材料向市全民阅读办推荐报送 。市全民
阅读办动态跟踪共享阅读空间建设运行。

（三）评审认证。年底，市全民阅读办根据申报审核、过
程监管情况组织综合评审,进行资格认证，确定入选对象，
有效期5年，满5年后复核。评审认证结果向社会公开。

第七条 共享阅读空间的扶持政策
（一）对新建并通过认证的共享阅读空间，给予每

个一次性建设奖补10万元（每年扶持新建不超过5
个）。达到城市书房标准的，给予一次性建设奖补30万
元（每年扶持新建不超过 3 个）。

（二）对原先已建成并通过认证的共享阅读空间，
其举办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优先享受宜兴市公益阅读
推广活动认证扶持政策。

（三）通过认证的共享阅读空间统一颁发“书香宜

兴·共享阅读空间”牌匾。
（四）市级认证通过后，奖补资金一次性拨付给共享

阅读空间的投资建设或管理运营单位。扶持资金主要
用于共享阅读空间建设管理、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全民
阅读领读者培训推广等方面。

（五）已享受市财政奖补扶持的不再享受本办法扶
持政策。

（六）共享阅读空间认证扶持所需资金从市文化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中统筹。

第八条 共享阅读空间的监督管理
（一）建立共享阅读空间动态管理办法。通过认证的

共享阅读空间及其责任主体自觉接受市全民阅读办的指
导与监督，如出现违法违规、安全事故和其它负面影响的，
市全民阅读办取消其宜兴市共享阅读空间资格。

（二）建立共享阅读空间管理问责制度。对于提供虚
假材料、骗取财政扶持资金，以及未按照本办法要求使用
的，市全民阅读办有权取消其资格，并按照有关规定收回
认证扶持资金。同时，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对责任主体进
行追责。在有效期内，已通过认证扶持的市共享阅读空
间改作他用、未能存续发展的，市全民阅读办将按相关规
定把该共享阅读空间法人列入失信主体黑名单。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全民阅读办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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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公益阅读推广活动认证扶持办法宜兴市公益阅读推广活动认证扶持办法（（试行试行））

宜兴市共享阅读空间建设管理标准和认证扶持办法宜兴市共享阅读空间建设管理标准和认证扶持办法（（试行试行））

宜兴市星级阅读组织评定管理办法宜兴市星级阅读组织评定管理办法（（试行试行））
为培育扶持我市各类阅读组织健康成长，不

断提升阅读组织活动质量和管理水平，更好发挥
推进全民阅读的独特作用，根据《江苏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和《宜兴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创建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
市的实施意见》（宜政办发【2019】76号）相关精
神，制定本办法。

一、参评对象
由各镇（园区、街道）和市级机关部门、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人民团体或社会力量组织的、以推
广阅读为主要内容的各类读书会、书友俱乐部、文
学社等阅读组织。

二、评星级别与标准
（一）一星级阅读组织标准
1.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丰富知识、开拓视

野、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为目的。
2.坚持正确导向，无违纪违规违法行为。
3. 成员人数保持在5—10人，有管理制度、活

动计划、活动方案、活动记录、活动档案，实施时间
持续半年以上 。

4. 有活动举办场地或载体。
5.每季度开展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不少于 2

次，成员参与率在 85%以上。
（二）二星级阅读组织标准
1.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丰富知识、开拓视

野、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为目的。
2.坚持正确导向，无违纪违规违法行为。
3. 成员人数保持在10—20人，有管理制度、

活动计划、活动方案、活动记录、活动档案，实施
时间持续1年以上。

4. 有活动举办场地或载体。

5. 每季度开展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不少于2
次，成员参与率在85%以上，有活动在媒体上报道
或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在当地有一定影响。

（三）三星级阅读组织标准
1.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丰富知识、开拓视

野、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为目的 。
2. 坚持正确导向，无违纪违规违法行为。
3.成员人数保持在20—30人，有管理制度、活

动计划、活动方案、活动记录、活动档案，实施时间
持续1年以上。

4.有相对固定的活动举办场地或载体，有自己
的阅读项目（品牌）。

5. 每年开展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不少于 10
次，成员参与率在90%以上，有活动在媒体上报道
或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在当地有较好影响。

（四）四星级阅读组织标准
1.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丰富知识、开拓视

野、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为目的 。
2.坚持正确导向，无违纪违规违法行为。
3.成员人数保持在30—50人，有管理制度、活

动计划、活动方案、活动记录、活动档案，实施时间
持续2年以上。

4.有相对固定的活动举办场地或载体，形成自
己的特色阅读项目（品牌）。

5.每年开展各类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不少于
12次，成员参与率在90%以上，组织的多项相关
活动在媒体上报道或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上年
度所开展的特色阅读项目获评市全民阅读优秀
项目（品牌）。

（五）五星级阅读组织标准
1.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丰富知识、开拓视

野、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为目的。
2.坚持正确导向，无违纪违规违法行为。
3.成员人数保持在50人以上，有管理制度、

活动计划、活动方案、活动记录、活动档案，实施时
间持续 2年以上。

4.有相对固定的活动举办场地或载体，形成影
响广泛的特色阅读项目（品牌）。

5. 每年开展各类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不少于20
次，成员参与率在90%以上，组织的多项相关活动在
媒体上报道或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上年度所开展
的特色阅读项目获评市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品牌）。

三、评星组织
（一）市级机关部门负责本部门 一、二、三星

级阅读组织的评定与复核工作，并承担推荐四星、
五星级阅读组织的职责。

（二）各镇（园区、街道）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组织本地一、二、三星级阅读组织
的评定与复核工作，并承担推荐四星、五星级阅读
组织的职责。

（三）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
市阅读组织星级评定与管理工作，具体组织实施
市级机关部门和各镇（园区、街道）推荐的四星、五
星级阅读组织评定与复核工作。

四、评星程序
（一）自评申报。申请评星的阅读组织根据

本办法确定申报级别，对应填写《宜兴市一、二、
三星级阅读组织申报表》《宜兴市四、五星级阅读
组织申报表》，并将有关材料一并报所属市级机关
部门或所在镇（园区、街道）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

（二）初审把关。市级机关部门和各镇（园区、

街道）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不同级
别的评星标准条件，对申请评星的阅读组织所报
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核实有关信息，从严把好质量
关。一、二、三星级阅读组织申报表及材料由市级
机关各部门和各镇（园区、街道）全民阅读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自行审定，结果报市全民阅读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申报四、五星级阅读组织
的，由市级机关各部门和各镇（园区、街道）全民阅
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表
及材料报送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评审核查。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所有四、五星级阅读组织申报单位和材料
进行参评资格审查，并组织评审，确定各星级入选
名单。

（四）表彰激励。对全市获评的星级阅读组织
发文表彰，获评四星级以上的阅读组织，在每年

“书香宜兴”读书节启动仪式上统一进行授牌表彰。
五、评星时限
星级阅读组织评定每年组织一次。
六、复审和管理
为促进星级阅读组织不断向更高层级发展，

对已评选出的星级阅读组织实行动态管理，不搞
终身制，每年进行一次复审确认，复审的依据不是
原评星条件，而是当年评星的新标准，达到新标准
的，继续保留其该星级阅读组织称号；达到更高标
准的，可以申请升级；达不到新标准的，考核组将
提出黄牌警告，给予其一年的整改期，一年后再次
复审仍达不到标准的，降级直至取消星级阅读组
织称号。

本办法由宜兴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培养公民自觉阅读习惯，激发全社会
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积极性，有效推进书香
宜兴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江苏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
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全民阅读工作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是指由政
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培养公民阅读习惯、提高公
民阅读能力、提升公民阅读质量、营造社会阅读氛围为
主要目标的公益性文化活动。

第三条 公益阅读推广活动，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传播有益于公民全面发展和
社会文明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

第四条 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全民阅读办”）负责全市公益阅读推广活动的认证
扶持和省级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推荐申报工作。

第五条 各镇（园区、街道）和市级机关各部门（国
有企业）分别负责本辖区、本单位公益阅读推广活动的
申报推荐工作，并制定鼓励措施支持公益阅读推广活

动开展，将公益阅读推广活动组织开展和申报推荐纳
入本板块、本单位全民阅读活动规划和年度工作安
排。

第六条 市全民阅读办认证扶持的公益阅读推广活
动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由各镇（园区、街道）和市级机关部门、企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及社会力量，或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
社会组织主办的活动。

（二）面向市内社会公众或特定群体开展的活动。
（三）活动主办方承担全部活动经费，未向参与对

象摊派、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的公益性活动。
（四）活动的组织开展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大型活动履行相关报备手续。
第七条 市全民阅读办重点认证扶持以下公益阅

读推广活动：
（一）围绕江苏全民阅读日、“书香宜兴”读书节等

主题开展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二）围绕书香城市、书香乡镇（街道）、书香乡村

（社区）、书香校园、书香机关、书香企业、书香家庭创建
开展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三）围绕未成年人、农村居民、大学生等重点群体

开展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四）围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福利

院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开展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五）在全市范围内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示范性的

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六）有活动举办场所和经费来源，且已成功举办

过多次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第八条 市全民阅读办认证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每

年组织一次，遵循以下工作流程：
（一）自主申报。每年第一季度，活动主办方于活

动开展前，向认证部门（市全民阅读办）提交公益阅读
推广活动认证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活动实
施方案。

（二）实时监管。市全民阅读办对各单位申报的公
益阅读推广活动进行资格审核，确定年度公益阅读推
广活动项目名单，并进行实时监管，督促活动主办方认
真开展活动。

（三）评价认证。每年第四季度，市全民阅读办对
各单位申报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进行认证评审，确定
年度优秀公益阅读推广活动项目。

第九条 纳入认证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可享受以

下扶持政策：
（一）对认证通过的所有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予以通

报表扬，并向社会统一发布。
（二）市内各级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

屋以及政府部门认证扶持的江苏最美书店和共享
阅读空间，优先为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场所。

（三）市内各社会阅读组织、领读者、阅读志
愿服务组织和个人，优先为公益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
提供领读和志愿服务。

（四）市内电台、电视台、报刊、新闻网站和各级新
媒体，优先报道公益阅读推广活动开展情况，提供宣传
推介服务。

（五）对入选的优秀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择优推荐申
报省级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

（六）对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主办单位和主要承办
人，优先推选为各级全民阅读先进典型。

（七）设立年度优秀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扶持资金30
万元，对获得市级认证评为年度优秀公益阅读推广活
动的，给予一定额度的资金扶持。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全民阅读办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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