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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 2019年工作计划 

2019年，图书馆继续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围绕“持续学习”和

“服务创新”两大任务，从资源、服务、空间、人员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深

层次、个性化满足用户教学科研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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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文献信息中心。 

一、资源建设：基于用户需求，丰富优化馆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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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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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4日在烟台完成“山东工商学院 2019年度图书期刊预采购项目(采购项目

编号：SDGP370000201802001709)”、“电子资源库单一来源采购项目（采购项目

编号：SDGP370000201802001711）”。督促中标图书、期刊、电子资源供应商及时

供货并进行相应分编加工服务，保证各类型文献及时提供用户利用。 

3.纸质图书资源建设继续围绕学校学科专业布局和用户需求进行采购，2019

年图书馆纸质图书政府采购经费为 178.0997 万元，力争年新采图书 4 万册左右。

针对现有馆藏数据，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加大调研力度，掌握学校人才培养方案

及课程设置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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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调研、基于用户决策，有目的性、前瞻性的采购，进

一步优化采选图书的质量。 

4.继续加大“山商文库”相关图书收藏力度，扩展至校友、在校学生等；利

用各种方式，持续充实特色馆藏。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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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的核

心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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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内外正式出版机构发行的中

外文纸质期刊采购金额为 35万元。 

6.根据用户反馈意见、数据库商提供的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数据、图书馆年度

经费等，确定 2019年引进电子资源名单。2019年电子资源采购经费 496.7403

万元，新增 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 Incites平台、Elesevier ScienceDirect

数据库（期刊全文数据库）、TWS台湾学术期刊在线数据库（人社版）。 

7.活跃“山商图书馆图书漂流站”。通过开展与资源供应商、出版社的合作，

鼓励用户捐赠等模式，充实飘流站的文献量、提升飘流文献的质量；认真筹划图

书漂流活动，保证活动的连续性；制定活动相关规范；开展必要的宣传工作；发

挥图管会的作用，使图书飘流切实承载起传播知识、传递文明的使命。 

8.充实“山东工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系统平台”，充分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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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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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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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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等，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目的。 

二、用户服务：以用户为中心，创新泛在服务 

1.深入二级学院部走访调研。通过深入教学科研一线的调研，进一步加强图

书馆与二级学院部之间的交流沟通，在宣传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同时，也获取了

读者对图书馆需求、意见和建议的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推动图书馆继续优化馆藏

结构、深化服务内涵、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 

2.充实学科联络馆员队伍，完善学科联络馆员制度。进一步加强图书馆与各

二级学院部的密切联系和信息交流，建立起通畅的“需求”与“保障”渠道，提

升资源建设质量和信息服务水平。 

3.加强资源推广力度，提升用户信息素养。将数字资源服务推广活动规律化、

常态化。优化新生入馆通识教育、每学期的专题信息资源培训讲座；深入二级学

院进行专题讲座；推广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争取更多图书馆员将信息素养

教育嵌入到课堂教学。 

4.基于 Web of Science、ScienceDirect等高质量资源平台，逐渐开拓深层

次学科服务。包括：学科评价及相关学科竞争力分析；特定学科的研究前沿及发

展态势分析等。 

5.通过对微信公众号和网站服务内容点击量等的分析，了解用户兴趣爱好和

使用情况，为用户提供更便捷、更人性化的服务。 

6.丰富“图书馆文化讲坛”。以“求知·交流·分享”为主题，涵盖经济文

化、生活保健、信息素养教育等多个领域。联合民主党派、鼓励学校社团利用该

平台来扩展活动，合作共享。 

7.指导参赛团队全力备战第二届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全国总

决赛。汲取首届大赛的成功经验，争取再次取得优异成绩。 

8.举办 2019 读书活动节。通过发布自然年度“阅读之星”、“资源利用之最”

排行榜；分享你的年度好书；开启“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信息素养训练营”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大阅读推广力度，推动文化山商建设。 

9.举办丰富多彩的迎新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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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每位新生同学的未来求学

之路上，图书馆能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10.优化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根据用户反馈，适当调整选座规则，在一楼

大厅增加“来选座”立式大屏机，方便用户通过大屏机现场随时选座，提供高效

顺畅的图书馆线上线下选座服务。 

11.完善信息推送服务。基于办公系统、图书馆主页、LED屏、山东工商学

院报等多途径开展信息推送服务，让用户第一时间了解图书馆的服务动态及最新

资源，努力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持续加强对移动图书馆、微信平台的更新优化，

借助新媒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馆读互动。 

12.扎实开展基础服务。为用户提供文献借阅、自主学习、学术不端检测、

文献传递、代查代检、信息咨询等服务；为毕业生办理图书清还手续；取消 “图

书超期罚款”，以“暂停借书权限、志愿者服务等代偿方式”进行管理；编辑印

刷馆刊《信息园地》、《教育信息参考》、《入馆导航（2018-2019版）》手册等。 

三、物理环境：环境整治美化，营造温馨氛围 

1.积极争取学校资金支持，改造学术报告厅。图书馆报告厅现有 218个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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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年建馆以来，每年承接学校及二级学院部的对内对外各类型学术报告、

会议近百次，因投入使用时间长、利用频率高，相关家具设备损坏严重，迫切需

要对其全面改造，以为学校发展提供更优质的学术物理空间。 

2.设计安装图书馆标识系统；改造北大门；摆放新阅览桌椅；书库调整（档

案室进驻）等，继续加大环境整治美化的力度，为用户提供整洁、温馨的借阅和

学习环境。 

四、馆员素养：丰富知识技能，积极快乐工作 

1.针对图书馆人员老化、专业队伍出现断层的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补充

相关专业的高学历青年教辅人员。通过馆际交流、参会学习、内部讲座、业务知

识竞赛等，不断提升图书馆员的学术素养，打造一支爱岗敬业、专业知识与实际

技能兼备、精力充沛的专业技术队伍。 

2.馆工会发挥工会组织“职工之家”的作用，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组

织参加校运动会、烟威高校图书馆排球友谊赛等；开展图书馆内部 “三八节活

动”、“踏青活动”、“元旦活动”等，丰富馆员的文化生活。通过组织各项活动，

加强沟通和理解，增进团结、凝聚人心，为图书馆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感情基础。 

图书馆副馆长：沙淑欣 

图书馆 2018年大事记 

1月 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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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部室主任等参加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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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0日，以图书馆一楼大厅“书舒”朗读亭为载体，图书馆携手北京爱

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阅动山商”经典诵读大赛，根据海选投

票及专家评委团的评议，戈仁婷获最高人气奖，刘学一等 13 名读者分获一、二、

三等奖。 

1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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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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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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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6日，图书馆全体工会会员相聚西校区图书馆报告厅，观看了影片《颤

栗航班 93》。 

3月 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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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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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0日，图书馆召开分工会职工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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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淑欣副馆长公布了 2017 年图书馆工会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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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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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7日，图书馆工会利用周二下午例会时间组织老师登凤凰山，加强团

队沟通。 

4月 8日，为进一步激发读者的读书热情，引导读者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

馆，图书馆发布 2017自然年度“阅读之星”、“资源利用之最”排行榜。“阅读之

星”排行榜包括：2017年度我校学生读者纸质图书借阅排行前 10名、教职工读

者纸质图书借阅排行前 10名、“超星移动图书馆”电子图书访问量前 10名。 

“资源利用之最”排行榜包括：2017年度纸质图书借阅书目排行榜、图书馆订

购电子资源访问使用量排行榜、图书馆免费开放学术资源访问量排行榜。 

4月 10日，来自“NoteExpress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的专业讲师在图书

馆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做了《科研文献管理好帮手》专场推广讲座。 

4月 17日下午，统计学学科带头人李丽教授在西校区分馆一楼报告厅分享

了《基于保险规划的家庭风险管理》。 

4月 18-20日，图书馆一楼自习室关闭，改建密集书库，书架由信息与电子

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转账以及图书馆零散书架调配构

成，现有单面架和双面架约 140节，容书量约为 6 万册。原一楼自习室书桌及座

椅调配至其他各阅览室。 

4月 19-20日，崔洪海、王永军、沙淑欣、常红、于忠安、董宁参加我校第

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月 23日，以“书香溢山商、青春耀梦想”为主题，图书馆联合党委宣传

部、共青团山东工商学院委员会、人文与传播学院，共同策划的山东工商学院

2018读书月正式启动。副院长王艳明出席活动并讲话。启动仪式拉开了精彩纷

呈读书月的序幕。 

4月 23日，由崔洪海、于忠安、李平、徐简组成的图书馆男子毽球队；王

敏、朱琳、李希红、衣春波组成的图书馆女子毽球队；在“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2018年山东工商学院第四届教职工毽球比赛”中分别进入 8强。  

4月 23-24日，图书馆和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第二届“我的图

书馆, 我做主——你选书，我买单”读者荐书活动在图书馆一楼大厅举办，活动

为期两天，共参展新书 6000余册，约有一千多人参加了本次活动，至活动结束

共借阅图书 700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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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5日下午，春光秀丽的纳川广场，来自“读秀学术搜索”、“超星移动

图书馆”、“爱迪科森职业全能培训库”、“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VIPExam考

试学习资源数据库”、“正保多媒体资源库”，以及“芸台购平台”共 7类馆藏学

习型数字资源的推广讲师为学生读者讲授、演示了图书馆引进的优秀学习型资源

的使用方法。 

4月 27日，来自“EPS数据统计/分析平台”的专业讲师在图书馆报告厅为

我校师生做了《EPS助力论文实证分析》讲座。 

5 月 9 日，银校合作“图书馆数字资源库建设”项目通过院长办公会审批，

项目内容包括订购 Web of Science数据平台、Elsevier SD数据库；汇文文献信

息服务系统升级；采购门禁系统、智能书写白板。 

5月 10日，自 3月 19起至 5月 10日，2018上半学年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

共 13讲如期在信息检索室举办。部分讲座通过团委“到梦空间”发布，学生参

与踊跃。 

5月 10-11日，山东工商学院第 32届田径运动会举行，图书馆代表队 2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