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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校领导到图书馆考察指导工作 

3月 8日上午，党委书记白光昭，副院长王艳明深入图书馆各借阅室、公共

学习区等一线场所，全面调研指导图书馆各项工作。 

在密集书库，文献借阅室，煤炭经济、半岛经济文献库，白书记和王院长边

参观边了解图书馆的馆舍、资源、布局、服务和人员等情况。他们认真查看文献

借阅室、特色库资源收藏、读者利用情况，并对二楼中厅场地合理利用，营造温

馨、实用的学习休闲空间进行了指导。 

在随后的座谈中，白书记指出，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与学习交流中心，

图书馆必须凸显自身的教育职能，更直接、更主动、更全面地参与到教学科研过

程中；注重培养读者的信息意识、提高其信息能力，为读者自主学习提供资源和

指导。白书记强调，图书馆应明确自身的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并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采取新模式、多渠道筹措资金为建设现代化、智能化、人性化新馆作好

前期准备工作。 

正值第 108个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白书记、王院长热情的与一线借阅室的

女馆员合影，勉励大家努力工作、幸福生活。 

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图书馆副馆长：沙淑欣 

校图书情报委员会 2017年度会议召开 

1月 4日下午，校图书情报委员会 2017年度会议在办公楼 10楼会议室召开。

王艳明副院长主持，校图书情报委员会委员、图书馆以及院部有关参加会议。 

王艳明副院长对图书馆 2017年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取得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对图书馆主动服务、扎实高质量地推进各项工作以及开展人性化社会服务，

扩大学校影响予以表扬。在分析图书馆提供的资源服务和用户认知不足、用户对

图书馆空间和资源需求与学校办学条件有限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她强调图书馆

要继续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借助图书情报委员会的平台，加强对教师用户和学生

用户的信息服务宣传推广；充分发挥学校各部门的力量，基于效益最大化原则进

一步整合图书资料经费和空间，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构建高水平的文献、空间和服

务保障体系。 

与会委员们听取了图书馆关于信息资源建设、基础服务、创新服务开展、数

字资源利用和服务分析的工作汇报，并就图书采购模式、图书资料经费整合、图

书馆新馆规划、学科深度评价服务、图书馆空间结构调整、图书馆文化内涵建设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意见建议。 

办公室：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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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图书馆工作十大亮点 

 2017年，图书馆夯实基础服务，突出特色服务，强化馆际合作；实现了深

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范围、提升读者满意度的目标，工作亮点纷呈。 

1.启动“图书馆自助借还服务系统建设”项目调研、论证。2017年“图书

馆自助借还服务系统建设”成为“银校合作信息化建设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引进图书馆自助借还系统；构建读者学习共享空间等。在

充分进行项目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我馆多途径组织馆员利用参会、学习等方式，

对项目方案进行考察、调研、对比、论证；同时抽调熟悉文献分编、图书排架、

馆藏布局的馆员提前计算借阅空间书架、图书容量，确保项目获批后尽早、高质

量投入实施。 

2.整修西校区分馆借阅室地面。学校利用暑假时间对西校区分馆两借阅室地

面进行全面整修。7月 28日，西校区分馆开始图书家具设备搬迁；8月 1日，地

面整修正式启动，原地面磁砖全部清除，改铺强化复合地板，8月 30日地面全

部整修完毕；9 月 8 日，西校区分馆图书家具设备回搬到位。借地面整修之机，

两借阅室对图书进行了调架，并对各室的布局进行了适当调整，将朝向好、通风

好的空间用于读者的阅览、学习。9月 11日，整修一新的图书馆西校区分馆对

读者开放，继续为师生提供整洁、温馨的借阅和学习环境，打造富有亲和力、让

读者舒心的人性化知识殿堂。 

3.完成年度文献资源政府采购及相关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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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完成《山东工商学院 2017年图

书馆电子资源单一来源政采项目》（项目编号：SDSM2017-1044）；5月完成《山

东工商学院 2017 年图书馆外文纸质图书采购项目》(项目编号：SDSM2017-1038)；

11月完成“山东工商学院 2018年度图书期刊预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GXZB2017-11-111)、电子资源单一来源预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GXZB2017-11-112）”。年度中外文图书、报刊、电子资源的合同完善、法律顾问

审核、合同签订、组织验收、报帐付款等工作已全部圆满完成。 

4. 推出基于读者需求图书采选新模式。5月 15-16日，图书馆和北京人天书

店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悦享服务——你选书·我买单”读者荐书活动在图书馆

一楼大厅和文献采编部举办，在为期两天的现场活动中，共参展新书 7000 余册，

有 500余名读者次参加了活动。活动期间读者挑选出的精品图书，书款由图书馆

统一结算，读者个人无需缴费。至活动结束时，共借阅图书近 580种。同时，图

书馆与浙江新华书店集团馆藏有限公司联合推出“芸台购”线上图书荐购及借阅

服务，读者可以按照《“芸台购”（线上）借阅规则》进入“芸台购”系统平台，

注册后选取图书，向图书馆荐购或者免邮费办理借阅手续。  

5.山东工商学院学位论文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依据《山东工商学院图

书馆关于保存、使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办法》收录山东工商学院的全部研究

生学位论文题录和电子版全文，供全院师生检索利用。本年度首批 36篇研究生

毕业论文已全部上传。该资源亦将融入“全国财经高校图书馆硕博论文全文上线

共享平台”，成为全国财经高校特色资源的组成部分，进入中国财经高校共享联

盟平台，真正做到共建共享，合作共赢。 

6.举办丰富多彩的读书节、迎新活动。以“阅动山商 读享时光”为主题，

策划山东工商学院2017读书节系列活动。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十大读书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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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我与电子阅读”主题有奖征文；“分享故事，诵读经典”朗诵活动等有

序开展，活动得到了全校读者的积极响应。开启知识之窗，领略书籍之美，活动

的开展让读者获取知识之余，更为他们的生活学习打开了一扇新窗。金秋 9 月，

图书馆特别为 2017 级新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迎新活动，欢迎新生同学来到山商、

走进图书馆……包括迎新纪念墙、新生入馆培训、在线学习测试、阳光咨询台、

分发《入馆导航》手册等。 今年图书馆首次采用新生一卡通借阅功能开通新方

式——图书馆主页“新生专栏”在线学习、测试，自动开通一卡通的图书借阅功

能。 

7.开启“乐研杯 ”首届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山东工商学院赛

区初赛。为培养大学生检索、分析与利用信息的能力，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图书资料协作组从 2017年起开始举办每年一届

的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山东工商学院赛区初赛从 11月 8日启动，

至 12月 10日结束。12月 20日，初赛颁奖典礼及决赛选拔面试活动在图书馆报

告厅隆重举行，227 名同学参加初赛，仲海旭、张剑、高冉等 97 名选手分获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奖。根据参赛同学的线上成绩、语言表达能力、上机操作应变

能力、信息素养潜能等几方面综合考量，最终来自金融学院的仲海旭、公共管理

学院的胡颖、经济学院的张剑同学组成了冲击全国赛正式团队，公共管理学院的

廖钰榕同学作为替补队员参与所有的赛事准备活动。 

8. 创新读者服务模式。全馆各部室积极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领域、提

高服务质量，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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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类（I大类）图书借阅册数亦由 1册增加为 2册；取消校外读者年服

务费，加大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力度；自 2017届毕业生开始，其学生卡毕业后转

为校友卡后可继续利用图书馆资源；继续在本科教学中嵌入 4-18学时的信息素

养内容，为信息与电子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院的研究生开设《信息检索》

课程；开展电子资源专场推广讲座；举办书舒朗读亭“阅动山商”朗读大赛等。 

9.加强校地共建、馆际合作。5月 7日，致公党莱山区支部联合山东工商学

院图书馆在南水桃林村举行了“文化公益工程走进解甲庄”的启动仪式。针对此

次活动，图书馆精心挑选了 120余种近 1500册适合乡村阅读的期刊杂志，分类

打包，送刊下乡。通过此次活动，致公党莱山区支部、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和解

甲庄街道就文化互动达成了长期合作意向。 由山东工商学院、烟台大学、烟台

大学文经学院、滨州医学院四高校图书馆联手合作开发手机端“馆际互借”服务

平台，九月正式上线运行。四高校的师生读者通过登录“馆际互借”手机端应用

程序，扫描自动生成四馆对应电子读者证条码号，实现跨馆搜索、跨馆借阅。 

10.“女排精神”引领图书馆前进。6月 22日，图书馆排球女队依靠精湛娴

熟的技术、默契周密的配合、高昂顽强的斗志在全校 16 个参赛女队中脱颖而出，

喜获 2017年教职工女子组排球比赛冠军；这也是图书馆排球女队第六次获得该

赛事的冠军。这种以拼搏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图书馆

女排精神将激励全馆同仁，以更大的决心、更积极的态度，和更具创新精神的理

念投身工作，推动图书馆和谐发展。                 图书馆副馆长：沙淑欣                                                                                                   

2017年度光荣榜 

1月 21日，在学校 2017年度考核中，沙淑欣获得处级干部优秀等次；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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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吕郑芳、朱琳、刘慧、肖红、陈浩义、夏惟获得教职工优秀等次。  

1 月 21 日，王永军被评为 2017 年度“优秀工会工作者”；王秀举、牛金虎、

李平、邱萍、徐简、董宁被评为 2017年度“工会活动积极分子”。 

                                                     办公室：常红 

图书馆完成二级教代会和基层工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2018年 3月 20日，图书馆召开分工会职工大会，图书馆馆长崔洪海、副馆

长沙淑欣及图书馆工会会员共计 31人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按照《山东工商学

院教职工代表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换届工作指导手册》要求，按照规范流程选举

产生了七届双代会代表和图书馆工会委员。 

崔洪海馆长在会上做了图书馆行政工作报告和工会工作报告，对图书馆过去

一年的资源建设及创新服务、读者活动、工会工作思路做了总结，对 2018年图

书馆自助借还服务系统建设项目以及图书馆资源建设、读者服务、馆员素养、工

会工作等几方面对图书馆的发展做了详细规划。沙淑欣副馆长公布了 2017年图

书馆工会收支情况。全体工会会员一致通过了图书馆行政工作报告和工会工作报

告。 

2018年图书馆工会将在校党委、校行政及校工会的组织指导下，进一步贯

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学校 2018年改革发展总体目标，努力提升图

书馆服务质量，推动图书馆各项工作稳定发展。 

办公室：常红 

“绚丽图书馆、你我共谱写” 

——记图书馆工会 2018三·八国际妇女节观影活动 

新学期伊始，图书馆工会举办了“庆三·八观优秀影片”活动，拉开了新一

年图书馆文体活动的帷幕。 

3月 6日，图书馆全体教工相聚西校区图书馆报告厅，崔洪海馆长展望了新

一年图书馆工作和工会活动工作。随后全体会员观看了影片《颤栗航班 93》。影

片突出了信念与民众的力量，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大家在欣赏影片的同时也纷

纷交流自己的体会。此次观影活动得到了广大会员的一致好评和积极反馈。 

3月 7-8日，响应学院工会号召，全体女教工观看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

国》。影片不仅彰显了我国的雄厚实力，也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埋头苦干、

开拓进取的美好情操。该片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是宏大主题的表现，也是微观

感性的展示，它通过一个又一个生动具体的故事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在

赞叹在惊呼的同时，发自内心地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观优秀影片陶冶了每一位馆员的情操、更激励了广大员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今后，图书馆工会将广泛听取会员意见，通过组织多种生动、有意义的工会活动

丰富广大会员的文化生活，创造和谐、健康的文化氛围。 

                                             信息咨询部：董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