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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2016 年图书馆工作十大亮点 

2016年，图书馆深入落实《山东工商学院“十三五”综合改革与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及学校年度工作会议精神，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为宗

旨，努力形成“馆藏结构优化，读者服务泛在，馆际交流见长”的发展格局，工

作亮点纷呈。 

1. 制定《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 年—2020 年）》。 

《规划》的撰写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14号）制定的

发展思路与行业规范，紧紧围绕学校“十三五”总体发展目标与核心指标，同时

积极参考国内高校图书馆经营理念，充分结合图书馆“十二五”期间的建设经验

及存在问题，客观定位了“十三五”时期图书馆的发展目标，并论证分析了图书

馆和谐健康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规划》已被收录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的《 十三五: 财经高校图书馆的抉择——全国财经高校图书馆十三五发展

规划汇编》一书。 

2 . 申报省教育专项资金项目。省教育专项资金项目“图书馆自助借还服务

系统建设”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充分考虑了读者对于文献自助借还、

学习交流场所、信息能力培养、信息资源获取以及问题咨询的需要。其主要内容

包括：1、引进图书馆自助借还系统；2、构建读者学习共享空间；3、新建密集

书库。希望申报工作能获得成功，为图书馆服务设备的购置、服务手段的更新提

供资金保障。 

3. 进行年度文献资源政府采购。根据国家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在

学校资产管理处的大力支持下，于 4月 26日在济南顺利完成《山东工商学院中

文版普通图书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XZB2016-03-20）；《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电子资源库单一来源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XZB2016-03-19）。鉴于文献资料出

版、发行、采购、加工等流程的特殊性，为了保证文献资源及时到馆、更好地为

教学科研服务，经与学校资产管理处协商，提前进行 2017年的纸质图书、纸质

报刊的预采购，12月 20日在济南完成了《山东工商学院 2017年图书馆中文纸

质图书、中外文纸质期刊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XZB2016-11-128）。 

4. 组织 2016 读书节活动。图书馆联合校团委以“畅游书海 灿烂人生”为主

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读书节系列活动。具体活动包括：风采篇：评选山东工商

学院 2015年度读者借阅排行榜、“趣阅读•山商书脸”阅读推广创意摄影；集萃

篇:“诗意地生活”山商诗词大会、“胶片的力量”经典电影展播；互动篇：“唤

醒沉睡的图书”温情免责还书活动、“心随书动，书随缘流”图书飘流、畅所欲

言—读者心情墙等。4月-5 月，各项活动有声有色的开展，活动亦得到了全校读

者的积极响应，参与过程、收获喜悦，也让更多人走进图书馆、走进阅读，放飞

梦想。 

5. 推出图书馆微信服务。借助南京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在本学年开始

时推出“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微信服务”，实现图书馆服务信息的裂变传播和共

享。读者关注微信平台，可以及时了解图书馆通知公告、查询借阅信息、续借图

书、图书荐购，还可以享受到提醒类信息主动推送服务，包括借书成功提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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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成功提醒、书刊到期提醒、预约到书提醒、委托到书提醒等点对点信息推送服

务。持续加强对微信平台后台的更新优化。 

6. 设计图书馆新版主页。以“简洁大方、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实用和谐”

为理念，结合校信息化建设办公室的统一要求，重新设计、开发、制作图书馆主

页，并对相关数据进行迁移。3 月 22 日新版主页的推出，既方便了读者的检索、

利用，又实现了版面编排和色彩搭配的和谐一致及网站目录结构和链接结构的清

晰有序，体现了我馆独特的文化底蕴。 

    7．延长相应部室开放时间。按《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

14号）第六章要求，图书馆在学校教学时间内开馆每周应不低于 90小时。目前

图书馆网上资源的服务已做到全天 24小时开放；自 11月 18日起，图书馆一楼

自习室、四楼考研阅览室早 6点 15分之前即对读者开放，同时开放时间延长到

晚 22：00，周开放时间超过 110小时；电子阅览室亦实现从早（7:50）到晚

（22:00）不间断开放，周开放时间超过 95小时，更好的满足了读者的学习需求。 

8. 增加读者自主学习空间。针对电子阅览室上机人数剧减，机位大面积闲

置的现状，自 3月 15日起将电子阅览室部分区域调整为读者自习区，读者可携

带自己的书、包等物品入室学习。该室的开放使用部分满足了读者对图书馆安静、

温馨学习环境的需求，也是图书馆围绕学校教学理念的转变，为学生的自主学习

提供切实可行服务的重要举措。 

9. 开展电子资源推广活动。4月 12日，超星公司山东市场部培训师在图书

馆中厅向全校读者介绍了读秀学术搜索、移动图书馆及歌德电子借阅机的使用方

法。5月 18日、11月 23日来自中国知网的专业讲师在图书馆报告厅为我校师生

做了关于“中国知网平台资源及利用”的讲座。通过现场讲解演示、咨询答疑，

辅以发放数字资源宣传手册等，帮助读者更好、更有效地了解并利用网上数据库

资源，及时追踪科学前沿，助力学术科研之旅。此外，博学易知学习平台（试用

资源）、赛文“学问全媒体自主学习资源库”（试用资源）也进行了相应的宣传、

调研活动。 

10. 进行“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读者满意度'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于 11

月 14日-25日进行，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1068份,其中教师填写 51份，学生填写

1017份。问卷内容包括“读者基本资料”、“资源建设”、“读者服务”、“读者满

意度”以及“读者对图书馆工作的具体意见、建议”五部分。图书馆在对问卷结

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图书馆开放时间、读者占座、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

面问题进行了客观回复。问卷调查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读者第一”的服务理

念，全面、深入的了解读者需求，切实实现以读者需求为导向来引领服务创新起

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图书馆副馆长：沙淑欣 

图书馆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7年，图书馆积极落实《山东工商学院“十三五”综合改革与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山东工商学院 2017年工作要点》（党发〔2017〕1号）、《山

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年—2020年）》，继续强化“以人为

本”的服务理念，以“深化服务、彰显特色、科学发展”为思路，从资源、服务、

环境、人才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层次、个性化满足读者教学科研需求，努

力成为学校基础服务扎实、特色服务鲜明的综合性、开放式、现代化的文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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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一、资源建设：实体馆藏和虚拟馆藏的复合体 

1.2017年图书馆资源采购完全采用政府采购模式。按照国家政府采购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配合学校资产管理处已于 2016年 12月 20日在济南完成了《山

东工商学院 2017年图书馆中文纸质图书、中外文纸质期刊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GXZB2016-11-128）。2017年继续做好图书馆电子资源单一来源采购工作，同时

督促中标图书、报刊供应商及时供货并进行相应分编加工服务，保证各类型文献

顺利提供读者借阅检索，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保障。 

2.以“满足需求和重点保障”为基础，努力实现馆藏结构的合理、优化配置。

稳步推进图书馆资源建设，实现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平衡发展、基础资源和特色

资源平衡发展。 

3.纸质图书资源建设继续围绕学校学科专业布局和读者需求进行采购，2017

年纸质图书采购经费为政府采购 160万元、自行采购 18万元，力争年采购图书 4

万册，逐步缩少与“十三五”时期学校事业发展核心指标年新增图书 6万册的差

距。 

4.争取机会实现同重点学科专家老师一起现采图书，每月初向全校教师发送

征订目录信息，根据学科需要定期为各学科做专题书目，通过各种方式处理读者

急需资料。 

5.继续加大“山商文库”相关图书收藏力度，逐步扩展至校友、在校学生等；

联合探讨煤炭经济、半岛经济相关资料及学校科研报告、项目、课题等灰色文献

的收藏、利用方式，持续丰富特色馆藏。 

6.与中标书商协商在校内或者在烟台市新华书店等开展“你选书，我买单；

我的图书馆，我做主”读者自选图书活动。基于读者需求，通过读者决策采购，

可优化采购图书的质量，丰富馆藏，提高图书利用率。 

7.根据学校的专业设置和教学、科研的需要，对相关各专业和学科的核心期

刊、重点期刊（包括外文原版期刊）、重点高等院校的学报和人大复印资料期刊

等，保证持续的订购，使之逐渐形成系统、完整的馆藏报刊资源体系。2017年

国内正式出版机构发行的中文纸质期刊采购金额：24万元；2017年国外相关出

版机构正式发行的原版纸质期刊采购金额：21万元。 

8.根据 2016年 11月-12月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读者满意度”调查问卷意

见征询、读者意见反馈、数据商提供的 2015-2016 年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数据、图

书馆年度经费预算等，落实 2017年度的电子资源采购计划，2017年电子资源采

购经费 177万元，增订“华艺 airitilibrary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人社版）”。 

9.构建“山东工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系统平台”，实现 2017年毕业硕士

生论文的在线提交，以更好地保存和利用学位论文。 

10.继续丰富 CALIS特色库三期数据库新平台数据，加大上传煤炭经济论文

库、半岛经济论文库数据量。 

11.依托“全国财经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共享计划”，在实现学校硕士学位论

文提交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上，逐步融入“全国财经高校图书馆特色库全文上线

共享平台”、“全国财经高校图书馆硕博论文全文上线共享平台”，真正做到共建

共享，合作共赢。 

12.协调科研处、教学科研机构，整合财力，为 2017年统一采购电子资源做

好前期准备，以期实现合理配置资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学校教学科研助力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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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实体馆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免费网络资源的搜集整合力度。通

过网站设计，对数字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揭示，逐步实现将数字资源透明、无缝

地集成在一起，达到读者通过统一的检索界面和检索语言，方便快捷地检索到本

馆所有分布式资源的目的。从整合资源、发现知识、知识关联与预测、文献获取

方便度以及个性化服务等方面开展调研，探寻适合我馆现状的知识发现系统。 

14.依托计算机网络和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强与山东省高校图书馆、煤炭高

校图书馆、全国财经高校图书馆的联系和合作；积极参加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CALIS）、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 、中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

馆联盟等图书馆联盟，参与信息资源协调采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数字资源

建设及资源合作储存；人员培训与业务辅导等，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目的。 

二、泛在服务：以读者为中心，服务无处不在 

1.调整读者借阅权限。为满足读者的文献借阅需求，提高图书流通率，自

2017年 3月 1日起，图书馆取消校内读者除文艺类（I大类）外其他类别图书的

借阅册数限制，校内读者借阅文艺类图书（I大类）亦由原先的 1册增加到 2册，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对文艺类图书（I大类）逐步过渡到没有借阅册数限制。 

2.实现烟台大学城馆际互借。通过第三方平台，有效解决各馆文献信息服务

系统不一致的限制，实现烟台地区高校（烟大、工商、滨医、文经）图书馆之间

的馆际互借，解决由于馆舍和经费的限制，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完全满足读者

对文献需求的问题。 

3.提供人性化文献借阅服务。数字资源的快速发展、读者阅读习惯的转变及

借阅室布局的改善，纸质图书的借阅数量有所减少，但借阅室每天的读者接待人

数却在明显上涨。各借阅室将继续做好书刊整理、卫生保洁、秩序维护等工作，

做到书刊布局合理有序、环境整洁温馨；将图书馆四楼原考研阅览室调整为读者

自习室，3月 1日自早 6:40起全天不间断开放，以充分满足读者的自主学习需

求。 

4.继续举办图书超期免罚活动。2016年，该项服务的推出得到了广大读者

的积极配合和充分肯定。2017年 4月份，图书馆将继续举办历时一个月的“唤

醒沉睡的图书”超期免罚活动，让超期图书早日“回家”，以更好的保护公共图

书资源。 

5.提高馆藏图书利用率。继续在东西校区各借阅室开辟“新书展示”和“好

书推荐”专架，使读者能够了解图书馆入藏动态，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新书、好

书，真正实现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岗纳赞提出的“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

者”的图书馆服务宗旨。 

6.开通类型多样的咨询渠道。采用新浪微博、电话咨询、电子邮件咨询、QQ 

在线咨询、CALIS虚拟参考咨询系统等多种咨询形式，及时、耐心、细致地为读

者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7.更新随书光盘和光盘数据库服务。纸质图书随书光盘随图书免费提供读者

借阅使用，向读者宣传推广“山东高校图书馆随书光盘联合中心”数据库，利用

网络云盘、电子邮箱等为读者传递所需的光盘文件，有效提高随书光盘和光盘数

据库的利用率。 

8.拓展文献传递等服务。借助 CALIS文献传递共享版，为广大读者、服务馆

传递文献；提高清华大学图书馆为教师代查代检文献的数量和质量。 

9.提供学术不端检测服务。借助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开展面向全

校师生及校外读者的科研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学术不端检测服务，以保障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