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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卷寄语 

辛勤耕耘，创新信息传播的又一个春天 

 

繁花四月，春意渐浓。《信息园地》步入了第

21 个年华。作为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馆刊，它记

录着图书馆成长的步履，书写着二十余载图书馆

从稚嫩到成熟，兢兢业业服务学校教学、科研的成

长历史。如今，《信息园地》更是每一位馆员学习

和对外交流展示的信息桥梁。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必将承担起新信息技术

传承与创新服务的使命。图书馆的发展必须融入

到学校各项工作当中，发挥信息传递、文化育人、

知识传授、技术支撑的作用。 

2020 年《信息园地》秉承围绕学校和图书馆“财富管理”特色建设的工作

重点，以财经信息资源专栏为抓手，挖掘国内外优秀资源；报道图书馆学界最新

动态，展示本馆财富管理特色建设和各项工作进展；提升互动平台的广度与深度，

加大合作与交流，传递馆内外、校内外用户心声，吸纳全校教师和学生，乃至社

会人士共同参与创作。 

图书馆为每一位图书馆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新的一年，《信息园地》

将继续创新报道视角，聚焦图书馆人、图书馆服务和特色信息资源等亮点，使本

刊成为展示图书馆人才华、传播信息知识、书写图书馆创新服务的广阔信息平台。 

   

 

 

                                                      

202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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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 2020 年工作计划 

2020 年，图书馆将继续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围绕“特色建设”

和“服务创新”两大任务，加强资源建设、更新服务模式、优化物理空间、提升

服务质量，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一、积极探索、加大力度，推进“图书馆财富管理特色研学中心”建设。在

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积极探索，持续推进财富管理特色实

体空间、数据总库及信息集刊建设，实现三翼齐飞。 

首先打破传统的空间界线，将功能完善的计算机、现代化设施和多样化的信

息资源进行整合，为展示、学习、讨论和研究等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通过新空

间、新服务、新体验，促进特色空间知识传播、共享、创新的实现。 

其次联合校内外专家团队综合对比、客观论证，根据实际择优制定《山东工

商学院财富管理特色库建设方案》，初步建立“财富管理特色学术数据总库”。

打造国内首个“财富管理+学科”特色学术数据存储总库；构建融合自建特色资

源、商业数据库和互联网 OA 资源的“一站式”统一发现平台。 

二、加强资源推广力度，提升读者信息素养。继续创新信息素养教学相长的

模式，以“大学生财商素养”为主题，举办图书馆第二届信息素养训练营。加强

新书、好书、财富管理特色图书的宣传推广力度，提高图书利用率。推广嵌入式

（团委第二课堂、教师发展中心、各学院）讲座、嵌入式信息素养教学等，提升

图书馆信息素养教学团队素质。 

三、加强分析调研力度，提高馆藏质量。分析现有馆藏数据，进行定性定

量分析，让数据辅助决策采购。加大调研力度，掌握本科、研究生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熟知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创新创业课程等

设置情况，结合社会发展趋势，有目的性、前瞻性的采购相关文献。 

四、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实现资源建设平稳发展。做好 2020 年度图书、

期刊、数字资源的政府采购工作。不断扩展整合更多优质 OA 资源、试用资

源，丰富馆藏数字资源。通过日常信息反馈、发放“问卷调研”等征集读者的

资源利用、建设意见，制定下一年度资源引进计划。 

五、提升用户满意度，实现用户服务泛在扎实。编撰《山东工商学院图书

馆年度发展报告（2019）》。基于 WOS、SDOL 等高质量资源平台，继续深化

开展“学科服务与学术评价”相关工作。培训“2020 全国总决赛训练营”学

生，积极备战“第三届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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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借助先进技术设备，提升图书馆的美誉度。借助新媒体，多途径开展

信息推送服务，让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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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真正意义的馆读互动。结合校信息化建设办公室的统一

要求，适时重新设计、制作图书馆主页。 

七、推进空间整治美化，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图书馆标识系统尾工

安装。继续做好东西校区图书馆的物理环境美化。积极争取学校资金支持，联

合相关部门推进图书馆报告厅改造升级项目，以满足学校及各二级院部的学术

文化交流场所的需求。 

八、充实力量、更新理念，提升馆员专业素养及凝聚力。积极争取学校支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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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讲座等，不断提升馆员的学术素养，打造一支爱岗敬业、专业

知识与实际技能兼备的专业技术队伍。 

副馆长：沙淑欣 

图书馆召开会议传达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精神 

3月 30日下午，图书馆在报告厅召开全体馆员会议，传达学校意识形态工

作专题会议精神，推进图书编辑总支部党的建设及图书馆宣传思想工作、业务

工作。 

 

崔洪海馆长首先介绍了疫情防控期间图书馆闭馆不闭网，服务“不打烊”的

情况，包括：加大线上电子资源服务、线上学科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同时面向

山商教职工开通纸质图书、期刊线上借阅，原文传递、查收查引、学术不端检测

等服务通道。学校第三轮岗位聘用事关每位馆员的切身利益，崔馆长指出，根据

学校相关文件精神和现行岗位推荐评聘的有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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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制定了《图书馆第三轮岗位聘用实施意见》，先后两次进行意见征询，并

秉承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申请竞聘的馆员进行考评，对推荐名单全馆公

示。此后，崔馆长传达了学校相关文件及对党员、干部处分处理的决定。 

图书编辑总支部张浩书记指出，此次会议的主旨是“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教育引导全体馆员引以为戒，提高思想认识。结合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精

神及党委副书记郭金创、纪委书记张宗伟的讲话，张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

端重要，每位馆员必须坚守政治纪律的红线、底线、高压线。做好图书馆当前的

意识形态工作，亦务必贯彻张宗伟书记强调的 “早”、“实”、“严”，要正

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探讨问题。此外图书编辑总支部、图

书馆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强化责任担当，层层抓好工作落实，切实维护意识形

态领域安全。 

                                                  副馆长：沙淑欣     

同心协力、共克难关——图书馆抗疫在行动 

根据学校统一安排部署，1 月 26 日，图书馆发布《图书馆 2019-nCoV 疫情

防控每日报告通知》，第一时间制作防控调查表，落实到各部室逐人排查自 2020

年 1 月 13 日起图书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情况。成立以分馆副馆长、各

部室主任为联络人的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及时向学校及相关部门报告排查结果，

向每一位馆员传达学校下发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并进行认真学习。 

1 月 30 日，图书馆进一步明确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名单。图书馆疫情防控工

作小组以崔洪海为组长，王永军、张毅君、沙淑欣为副组长，各部室主任为成员。

同时成立了以崔洪海馆长为信息报送负责人，常红为信息报送总联络员、分馆副

馆长及各部室主任为分联络员的每日信息报送机制。每一位图书馆员能够做到坚

持日报告制度，自觉落实不串门、不聚餐等防护措施和防护常识，不信谣、不造

谣、不传谣，坚决维护学校稳定大局。 

2月 20日上午 9点，图书馆馆领导及部门主任通过腾讯会议召开网络会议，

讨论新学期图书馆工作及防疫安排。根据各部门积极反馈，图书馆制定了春季学

生返校前的工作纲要，并于 2 月 21 日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书馆主页、智

慧山商发布了“图书馆开通纸质图书线上借阅等服务”的通知。根据工作纲要，

图书馆继续加大线上电子资源服务、线上学科服务力度，同时面向山商教职工开

通纸质图书、期刊线上借阅等服务通道，暂停所有图书归还、续借、入馆借阅服

务，超期不计。 

按照学校《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返岗上班的通知》、《山东工商学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等有关安排，为有效降低因人群聚

集可能带来的传染风险，图书馆北门临时关闭，在南门设立出入馆登记及体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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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监测点。 

疫情阻挡不了图书馆服务的脚步，虽然读者暂时无法进入图书馆，但 24 小

时开放的数字资源、为读者找书送书的服务得到了广大教工的认可，先后有多位

老师通过图书馆员借到了需求的图书。 

让我们同心协力、期待春暖花开！ 

                                                 综合办公室：常红 

你约我送，山商阅读不停步 

为避免人员聚集引发交叉感染，最大限度地保障读者安全和健康，山商图

书馆创新借阅服务方式，疫情期间为教职工读者提供纸质图书线上委托借阅、

图书馆送书上门服务。 

线上借阅服务自开通两周以来，累计借书 11人次，成功借阅纸质图书 36

册，得到了我校教职工的认可。有的教职工赞许道：“图书馆推出线上借阅图

书的方式， 既解决了大家教学、科研的燃眉之急，又安全放心”；“疫情闭馆

期间产生的逾期处罚全部免除，真是太贴心了！” 

病毒无情，服务有情。图书馆愿与广大读者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您在使

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过程中，有任何建议或问题，可以通过下面方式联系我

们： 

东校区咨询邮箱：tsgzxb@sdtbu.edu.cn； 

东校区咨询电话：(0535)6903615-8218；（周一至周五 9:00-16:00） 

西校区咨询邮箱：867292706@qq.com 

西校区咨询电话: 张老师 15965178676 

让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我们终将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待春意

盎然时，我们共聚图书馆！ 

文献借阅部：姜虹 吕郑芳 

图书馆第三轮岗位聘用工作有序进行 

根据《关于开展第三轮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在参照

图书馆第二轮岗位聘用方案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讨论修订，图书馆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9 日、12 日向全馆在编在职馆员进行了两次聘用实施办法意见征集，结

合反馈建议，图书馆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方案、八级以下任期目标任

务最终修订完成。 

经过岗位聘用申请、公示等环节，3 月 25 日下午，图书馆岗位聘用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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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全体成员对参与竞聘职工提交的“图书馆专业技术岗位聘任个人评分表”进

行了复核、综合评分。按照学校下发的“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推荐指标”、“图

书馆专业技术岗位聘任综合考核结果”，图书馆按规程有序完成了第三轮岗位聘

用推荐及公示工作。 

在注重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历的前提下，图书馆第三轮岗位推荐聘用实施办

法修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取消馆员互评模块，评委评分模块比重由 25%降低至 20%。评委成员由部

主任会议讨论遴选生成，评委评分当场唱票，公开公正。 

2.增加科研、奖励模块比重。科研、奖励是职称评定的重要量化指标，为激

励馆员在工作中有更多业务创新与思考，图书馆鼓励中级、副高级馆员通过实践

与理论相结合发表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鼓励馆员工作创新，积极踊跃参与中国图

书馆学会、山东省图工委、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高教

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中国煤炭高校图书馆联盟、烟台市图书馆学会组织的全

国、省级、市级规模的业务案例、研究项目、大学生竞赛项目。 

综合办公室：常红                                                  

伊利诺伊大学伊州消防服务学院图书馆馆长阮炼教授    

到我馆参观交流 

 

2019 年 11月 19日上午，我校图书馆十余名馆员参加了由滨州医学院图书

馆举办的创新性服务中美研讨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伊州消防服务学院图书馆

馆长阮炼教授进行了题为《美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发展与创新服务》的学

术报告。与会馆员认真聆听了阮炼教授关于 IFSI 学院访问学者项目及申请流程

的介绍，以及国外高校图书馆就研究数据管理及服务、数字研究与学术中心、

创客空间、长青藤大学共享的密集书库、数字人文实验室等创新服务的发展趋

势与挑战，馆员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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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日 13：40，阮炼教授、济宁学院图书馆馆长刘欣一行在崔洪海馆长

等的陪同下对我馆进行了短暂的参观交流，双方就图书馆财富管理资源建设、新

框架下的信息素养教育变革等方面进行了友好的沟通。 

                                                 综合办公室：常红 

图书馆携手致公党烟台市委开展爱心助学捐助活动 

为践行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图书馆文献资源优势，2019 年 11月 21

日上午，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馆长崔洪海一行携手致公党烟台市委赴莱阳穴坊镇

开展爱心助学捐助活动。 

过刊捐赠是我校图书馆践行“让每本书有其读者”服务理念、探索服务社会、

共建校地文化的积极举措。本次爱心助学捐助物品包括图书、学习用品、爱心助

学金及急救包等。其中，图书馆捐助 2018 年不装订期刊 2000余本。 

致公党烟台市委、烟台人防办、莱阳市人民政府、莱阳市人大、穴坊镇党委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穴坊中学、躬家庄中学副校长及部分同学共同出席了捐助活

动。 

综合办公室：常红 

  激励发现，推动创新: 利用 Web of Science（SCIE/SSCI）

助力创新性科研教学研究专题讲座报道 

数字资源作为高校资源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科研方面起着智

力支撑作用。为提升我校师生科研实力、切实深化学科服务，图书馆于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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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在东校中心馆报告厅举办了“激励发现，推动创新利用 Web of Science

（SCIE/SSCI）助力创新性科研教学研究”专题讲座。 

 

 

来自科睿唯安知识产权与科技部的专业讲师通过案例分析方式，详细讲解如

何利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计量分析、部分全文获取、文献管

理插件 Endnote Online 应用，以及科研人员投稿技巧等。 

讲座过程中，来自图书馆和各单位的教师读者就自己在工作及科研创作中的

遇到各类问题与讲师进行了细致、积极的探讨，现场反应热烈。 

本次讲座是图书馆根据读者需求，为宣传优秀资源举办的专题培训，得到了

师生的一致好评。秉承“以人为本，创新服务”的理念，图书馆将在“加强数字

资源的推广，服务学院、服务师生”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我们将深入学院、学科，

根据师生需求，开展更多专业、专题式的培训与讲座。 

                                                 信息咨询部：董宁 

                                          

 “乐研杯”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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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结束 

2019 年 12 月 26 日，“乐研杯”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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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全国财经高校图书情报专业委

员会主办，校区初赛由校图书馆和团委联合承办，大赛旨在推进信息素养的概念

和技能融入教学和科研，贯彻“信息搜索·知识发现·价值创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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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赛宣传——“信息素养大赛，有你更精彩”（11月 1日——11 月 19日） 

 

山东工商学院校区按照大赛组委会模板，设计制作校区宣传海报、视频宣传

片，出台《第三届乐研杯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山东工商学院赛

区初赛组织方案》，并通过多渠道宣传、吸引在校大学生积极参赛。 

    山东工商学院校区初赛（2019 年 11 月 20 日——12月 24日） 

  1海选网上答题（11月 20 日——11 月 28日） 

初赛于 11月 21 日开启，全校共计 1541 人在线注册，1512人次参与海选在

线答题。海选成绩前 60名选手入围面试环节。 

  2面试环节（12 月 4日） 

图书馆评委综合考量参赛学生的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信息素养潜质、其他综

合素养能力等因素，选拔出 24名选手进入本校团队复赛培训营。 

  3团队集中培训（12月 6日——12 月 13 日） 

  通过复赛前 3 次强化培训、与第二届总决赛选手交流等，选手们从理论到实

践认知各类信息检索的方法，提升对检索结果的分析利用技能。 

  4团队复赛（12 月 16 日——12月 24 日） 

经过图书馆评委团队对命题报告、团队汇报、个人表现与潜质的综合评估，最终

一、二、三等奖花落各家。通过考量团队复赛综合表现，评委选拔出入围“全国

总决赛训练营”9名同学备战明年 5月的全国总决赛。 

本次赛事得到了部分教师的大力支持，全校本科生积极参与。通过举办信息

素养大赛、开设信息素养讲座与嵌入式课程等，图书馆充分践行自身的教育职能，

多形式、广渠道增强读者的信息素养意识，提升读者科学有效地获取信息、评价

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 



10 
 

 

附：“乐研杯”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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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院系班级 

一等奖 

（2名） 

张皓琦 公共管理学院-社保 191 

谢彤 人文-编辑出版 181 

二等奖 

（3名） 

杨海洋 国际商学院-国际金融 171 

孙兆红 公共管理学院-城市 171 

梅祥冉 公共管理学院-城市 172 

三等奖 

（5名） 

王有乐 公共管理学院-城市 172 

李玉玺 人文-编辑出版 181 

刘圭炎 公共管理学院-城市 171 

朱雅晴 金融学院-保险 182 

孙延萍 人文-编辑出版 182 

优秀奖 张红研 人文-编辑出版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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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名） 陈成浩 信电学院-电信 172 

顾宏瑾 法学院-法学 183 

王小文 金融学院-投资 192 

蔡雪 公共管理学院-城市 171 

杨春娇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192 

    桂英 金融学院-保险 182 

   陈宇红 人文-编辑出版 182 

罗晓静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81 

郑巍 人文-编辑出版 181 

武晓云 统计学院-经统 182 

陈梦瑶 人文-编辑出版 181 

朗天志 经济学院-国贸 183 

高圣博 人文-编辑出版 182 

 
                                              信息咨询部：董宁 

图书馆完成 2019年度固定资产清查工作 

2019 年 11 月 20 日学校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9 年固定资产清查工作的通

知》，21日图书馆参加了资产处召开的资产清查工作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图书

馆成立以馆长崔洪海为组长，以资产管理员及各部室主任为成员的固定资产清查

领导小组，制定图书馆清查方案，并进行具体工作部署。按照学校总体方案要求，

图书馆按阶段顺利完成人员（含资产）变动、核实、核查调整、资产变更、资产

审核。在资产清查过程中，各部室主任积极配合实物盘点，经过 10 余天的资产

清点、数据导出盘查，图书馆的固定资产实现了帐、卡、物完全一致，顺利完成

了本年度固定资产清查工作。 

综合办公室：朱琳 

图书馆 2019 年大事记 

1月 1日，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图书馆取消 “图书超期罚款”，以“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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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借书权限、志愿者服务等代偿方式”进行管理。 

1月 3日，沙淑欣被评为 2018年度“优秀工会工作者”；于忠安、马爱珍、

牛金虎、朱琳、孙丽艳、张代芹被评为 2018 年度“工会活动积极分子”。 

1月 8日，院发〔2019〕21号《关于公布 2018年目标管理考核结果的通知》，

经学校目标管理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各单位（部门）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考核总分和考核等次，在 2018 年学校首次目标管理考核中图书馆作为直属单位

获得优秀等次。  

1 月 8 日，图书馆工会组织 “我爱我的祖国”主题工会活动。汪廷安、邱

成芝、徐立思、王玉珍等退休馆员们回到图书馆，与在职馆员以歌唱、诗朗诵、

舞蹈等多种文艺形式共同抒发对伟大祖国的炙热情怀。随后现场体验图书自助借

还服务，参观布局调整后的图书馆借阅学习空间。 

1月 21日，在学校 2018年度考核中，马爱珍、衣春波、李平、李芳懿、李

希红、陈浩义、常红、舒娟获得教职工优秀等次。  

2 月 24 日下午，全体馆员参加图书馆新学期工作会议，崔洪海馆长传达并

部署了“强学习、提站位、深反思、促整改”专题教育相关安排及学校 2019 年

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按照“四个所有”的工作理念，强化责任担当、认真统筹

谋划，力争 2019 年度图书馆工作围绕“持续学习、创新服务”，有重点、有目

标、有措施的保证规划任务落地落实。 

2 月 28 日至 3 月 5 日，由崔洪海馆长带队的调研小组前往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2月 28日下午）、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3月 1日下午）、工商管理学院

（3 月 4 日上午）、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3 月 4 日下午）、经济学院（3 月 5 日

下午）、法学院（3 月 26日）走访调研。旨在深入了解一线教师及学生对图书馆

资源建设、文献利用、信息素养教育、财富管理特色支撑等方面的需求和建议，

提升服务教学科研的能力。 

3月 7日，沙淑欣荣获山东工商学院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荣誉称号。 

3月 8日，图书馆工会举办 “登烟台山，寻找烟台记忆”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活动，拉开了 2019年图书馆文体活动的帷幕。 

3 月 18 日，为加强图书馆与各二级学院的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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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进一步完善学科联络

馆员制度，在全校 15 个二级学院设立图书馆教师顾问和学科联络馆员。该制度

是图书馆根据学科建设与自身发展要求提出的一项主动的、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

举措。 

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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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会议。 

3 月 28 日，为充分展现校友成长风采，加强学校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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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联合校友联络服务中心发布“山东工商学院校友著作征集启事”，将山商文库

收藏范围扩大至目前在校的或曾在山商学习的学生，热情欢迎校友们向图书馆捐

赠个人著作、有价值的手稿及其它类型的文献。  

4月 4日下午，图书馆全体职工进行了一场趣味拔河比赛。 

4月 7日，首届“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信息素养训练营”正式启动。本

期训练营是图书馆 2019 年读书节活动之一并纳入团委二课体系，为期 2 个月共

计 1学分，36名同学成功入营。参加 2019 年图书馆资源利用与服务的馆员担任

导师，带领 3 名学生组建 12 个团队。经过必修课程、导师指导、成果提交展示

等环节，由研究报告成绩、成果展示导师评分、大众评委评分综合生成总成绩，

并根据总成绩设奖。 

4月 17日，图书馆 18 名女馆员参加由学校妇委会、财务处、图书馆联合组

织的女教师走进烟台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参观调研，这也是学校第一届“最美

的她”女生节“走进企业”系列活动之一。 

4 月 18 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是陶冶情操的良

方，是净化心灵的法宝，为进一步激发读者的读书热情，营造积极向上、内涵丰

富、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图书馆发布 2018 自然年度“山商读者之星”、

“资源利用之最”排行榜。“山商读者之星”排行榜包括：2018 自然年度我校

教职工读者纸质图书借阅排行前 10 名，本科生、研究生读者纸质图书借阅排行

前 10名，“超星移动图书馆”电子图书访问量排行前 10名。“资源利用之最”

排行榜包括：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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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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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知网，助力您的科研前沿探测与学术论文创作》专场推广讲座，这是图书馆

2019读书节“走进校园、助力科研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4月 26日，由陈利华、朱琳、肖红、范帅帅组成的图书馆女子毽球队在主题

为“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的山东工商学院第五届教职工毽球比赛四强循环

赛中凭借良好的团结协作、奋力拼搏，获得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崔洪海、于忠安、

马瑞川、徐简组成的图书馆男子毽球队也参加了比赛。 

4 月 27 日，“朗经典颂心声”朗诵比赛暨 2018“山商读者之星”颁奖活动

于 4 月 27 日晚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办。本次朗读比赛经过初赛选拔，产生十

名选手进入决赛。图书馆诚邀人文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曲琨、李岩两

位老师担任嘉宾评委。最终，来自外国语学院的李嘉宁同学以朗读作品《生活的

邀请函》折桂。嘉宾评委和图书馆老师共同为“2018 年度本科生、研究生读者纸

质图书借阅排行榜前十名”及“超星数字阅读五佳读者”颁发证书，三名获奖学

生代表分别发表演讲；活动最后，图书馆馆长崔洪海做总结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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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7日，EPS数据分析平台讲师为师生读者系统介绍了如何高效搜索经济、

统计数据；数据可视化；云数据分析；以及个性化数据定制等内容，这是图书馆

2019读书节“走进校园、助力科研系列讲座”的第二讲。 

5 月 9 日，Elsevier 资深培训师刘晓倩博士在图书馆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做了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数据库的期刊投稿技巧与科研热点定位分享》讲座，这

是图书馆 2019读书节“走进校园、助力科研系列讲座”的第三讲。 

5月 9—10日，山东工商学院第 33届田径运动会举行，图书馆代表队 17名

运动员参加了青中老年组立定跳远、青中老年组铅球、实心球掷远、女老 60米、

女子中年 4*100接力等项目，斩获 48分，获得教职工组总分第 6 名。  

5月 12日，机关分党委第七支部组织党员到烟台栖霞英灵山抗日烈士陵园、

福山区文博苑（王懿荣纪念馆）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回顾光荣革命岁月。 

5 月 17—18 日，“乐研杯”第二届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总决

赛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举办。来自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 2016 级的孙兴福、吴寅

晓，统计学院统计学专业 2017 级的范宇逸 3 名同学代表我校参赛。经过在线答

题、撰写报告、制作 PPT、汇报展示等多个环节的激烈争夺，我校代表队团结协

作、积极拼搏，在总决赛中获得优秀奖，范宇逸同学获得最佳风采奖。山东工商

学院图书馆获得优秀组织奖。 

5月 21日下午，图书馆召开全馆大会。信息咨询部主任董宁作为指导教师

介绍了“第二届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的情况；崔洪海馆长结合

学校近期会议精神，向全体馆员通报图书馆 2019上半年工作进展情况，强调注

重内涵发展，激励全体馆员快乐工作。 

5月 27日，自 4月 8起至 5月 27日，2019上半学年图书馆资源利用与服

务讲座共 14讲如期在图书馆报告厅举办。讲座通过团委“到梦空间”发布，学

生参与踊跃。 

5月 30—6月 1日，副馆长沙淑欣、文献借阅部主任姜虹参加由中国煤炭

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分会主办、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承办的 2019年煤炭高等院校

图书馆馆长工作研讨会。 

5月，为深化学科服务、助力科研与学科建设，图书馆发布《基于 ESI学科

体系的山东工商学院 WOS论文统计与分析报告》。 

6月 5日，科睿唯安知识产权与科技部培训师王硕在图书馆报告厅为我校师

生做了《激励发现，推动创新:利用 Web of Science 平台进行创新性科学研究》

专题讲座，这是图书馆 2019读书节“走进校园、助力科研系列讲座”的第四讲。 

6月 6日，按照学校安排，图书馆将 107 室腾空转交综合档案室作为档案库

房。 

6 月 10 日，图书馆第一届“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素养训练营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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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暨结营仪式圆满结束，来自我校各学院大一、大二的 36名同学 12个代表队就

各自的研究报告进行了精彩的 6分钟 PPT展示。致公党烟台市委主委王成华、烟

台大学副馆长于纯良、烟台市图书馆学会秘书长盛宴、统计学院教授李丽、我馆

4名馆员、参加全国财经高校信息素养大赛的我校 4名选手应邀出席并担任了本

次活动的评委。经过激烈的角逐，由来自金融学院的王慧盈、公共管理学院的孙

兆红、人文与传播学院的许越同学组成的翰墨队获得一等奖，范帅帅获得最佳指

导老师奖。  

6月 11—14日，图书馆顺利为全校 4900 余名本专科、98名研究生毕业生办

理了离校手续。 2019 年图书馆参与学校启用的线上离校系统（只针对本专科生

毕业生）为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6月 10日进行毕业生批注销操作后，无欠书、

违章的本专科生毕业生读者将自动被注销，无需到图书馆办理手续。 

6 月 15 日，2019 年 87 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已上传至“山东工商学院学

位论文管理系统”，2017至 2019年共 211 篇硕士研究生论文融入“全国财经高

校图书馆硕博论文全文上线共享平台”。 

6 月 22 日上午，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女排代表队参加由鲁东大学图书馆承

办的 2019 年烟威地区高校图书馆排球友谊赛。下午，崔洪海馆长参加鲁东大学

图书馆承办的 2019 年烟威地区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与会馆长交流各馆 2018年

工作经验、特色服务；2019年工作思路、创新服务；讨论当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

设、空间建设以及地区高校图书馆加强协作协调、信息互通等问题。 

6月 26日，崔洪海、沙淑欣、常红、姜虹、董宁参加烟台市图书馆学会第五

次会员代表大会。 

6 月 27 日，图书馆排球女队依靠精湛娴熟的技术、团结拼搏的精神在全校

17个参赛女队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9年教职工女子组排球比赛第三名。 

7月 2日，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图书馆管迎春馆长及部室主任一行到我馆参观

考察空间改造后的整体布局，体验自助借还借阅模式。 

7月 5日，公共管理学院于秀琴院长一行到图书馆商讨公益慈善文库建设方

案，结合图书馆正在积极推动的“财富管理研究特色库”构建项目，崔洪海馆长

一行与其进行了座谈讨论及现场参观，并就合作事宜达成初步意向。 

7月 8日，山东工商学院院发【2019】91号，张毅君同志任图书馆副馆长。 

7月 10日，图书馆新一轮岗位调整工作顺利完成，根据 2018 年 12月 25日

院发[2018]150 号文，现任部室主任继续任职，38名馆员根据岗位调整方案中的

岗位设置，结合自身条件，填报岗位志愿，选择到适合的岗位。 

8月 24日，图书馆召开新学期全馆大会，崔洪海馆长传达“学校 2019年下

半年工作部署会”会议精神，重点介绍图书馆下半年工作安排，强调全体馆员牢

固树立大局意识，奋发图强，围绕学校财富管理特色建设主线，继续加强资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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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更新服务模式、优化物理空间、提升服务质量。 

8 月 29 日，首次“财富管理”特色库构建方案推荐交流会在图书馆会议室

举办。公共管理学院于秀琴院长、杜娟老师，金融学院张广现副院长，图书馆馆

领导、特色库建设项目相关人员，中国知网 “财富管理”项目开发人员参加会

议。与会人员针对特色库的内容、使用、项目构建技术、资源等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交流讨论。大家一致强调特色库应涵盖丰富的国内外案例、成果发展动态及本

校自有特色主题资源展示。知网将根据本次交流会意见建议，制定《山东工商学

院财富管理特色库建设方案 2.0》，双方逐步展开特色库建设具体工作。 

9月 4日上午，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玉英；图书馆馆长杜  

秀、副馆长毕荣等一行来校考察交流，副院长徐世艾会见了客人并进行座谈，图

书馆领导、部室主任等参加座谈。座谈会上，图书馆崔洪海馆长以学科引领、特

色带动、重点突破为脉络汇报了图书馆服务教学科研的实践经验。座谈会后，图

书馆领导、部室主任陪同李玉英一行对东校中心馆、山商书苑进行了实地考察。

考察过程中，双方围绕学校持续发展对图书馆的挑战、图书馆物理空间建设、实

体书店经营模式等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9月 5日上午，烟台大学文经学院院长助理莫红菊、馆长管迎春一行 9人来

我馆考察交流，他们现场体验了空间改造后便捷舒适的借阅学习区及自助借还服

务，并与综合办公室、文献借阅部、信息咨询部等部门的老师进行了业务上的深

入沟通。 

9 月 17 日上午，馆长崔洪海、副馆长张毅君一行 5 人携带 20 余套 2018 年

期刊走访慰问了烟台崇文学校。下午，烟台莱山口腔医院（烟台市口腔医院莱山

分院）副院长刘莉等专家一行在西校区图书馆做《呵护口腔健康维护全身健康》

专题讲座。 

9月 20日，图书馆发布《图书馆空间利用温馨提示》，提醒读者遵守图书馆

的规章制度，以保障读者公平、合理的利用图书馆物理空间，共同营造整洁、安

静、温馨的借阅学习环境。 

9月 21日，文献借阅部舒娟老师光荣退休。 

9 月 25 日起，图书馆在每日闭馆后对遗留在馆内的个人物品进行清理。针

对读者的不同声音和相关舆情，通过参与徐世艾副院长主持的教学工作会议、开

展读者见面沟通会、图书馆给读者的一封信、不文明行为图片展、调整增加夜班

值班力量、强化馆员工作职责等措施，借助学校学生处、宣传部、各二级学院等

部门合力，一起齐心协力规范读者的文明行为，打造良好愉悦的学习环境，已初

见成效。 

10 月 11日上午，学校纪委书记张宗伟在纪委监察处处长张启全等一行的陪

同下到图书馆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调研指导。在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及参与调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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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后，张宗伟对图书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图书馆是一个充满凝聚力、

亲和力和战斗力的集体；对图书馆重大事项的党政联席会议纪要规范提出了建议；

勉励全体馆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服务意识，围绕学校的财富管理特色建设进

一步提高服务能力。 

10 月 14日，图书馆加大晚班值班力量，文献借阅部自 10月 14 日起每晚调

整增加 2名晚班值班馆员从事借阅学习区管理。 

10 月 15日，为增强馆员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观念和爱岗敬业精神，提

高馆员职业素养，图书馆发布《“爱馆如家，从我做起” 馆员活动倡议书》。倡

议书要求全体馆员要以德为先，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要求全体馆员恪守

《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守则》；要求全体馆员树立“爱馆如家，从我做起”的

服务意识。 

10 月 17—19日，崔洪海馆长、信息咨询部陈利华老师参加由全国财经高校

图书情报专业委员会主办，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承办的全国财经高校图书情报专

业委员会 2019年年会。   

11 月 1 日，图书馆召开“财富管理”特色库项目建设需求交流会，与中科

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人员针对特色库建设的内容、技术支持和后期维护等进行了

详细讨论，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将根据我方需求，提交《山东工商学院财富

管理特色库构建方案》。  

11 月 1 日，图书馆《财富管理信息》月刊首发。该刊由信息咨询部主办，

主要包括“财富管理要闻”、“相关学术会议”、“本馆实践工作”、“财富管

理报告”、“学术资源推荐”、“公益慈善案例”等栏目。 

11 月 1 日，图书馆发布“乐研杯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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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并推出“信息发现之旅  遇见更好的自

己”视频宣传片。 

11 月 5 日，范帅帅、常红、陈利华三位老师在图书馆报告厅分别作 CALIS 

2019 年会、第十六届数字图书馆前沿研讨会、财经高校共享联盟理事会及年会

会议分享报告；崔洪海馆长介绍了参会体会，强调馆员必须提高细节管理（吸烟、

占座、舆情预警等），严格上下班工作纪律及出差请假制度。 

11 月 8 日，科睿唯安学术研究事业部解决方案专家王振的“激励发现，推

动创新: 利用 Web of Science（SCIE/SSCI）助力创新性科研教学研究”专题讲

座在东校中心馆报告厅举办。该讲座被纳入“教师发展培训讲座系列”。 

11 月 11日，经过项目库筛选，校内形式审查、校外知名学者和财富管理行

业专家评审，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学校公布 2019 年财富管理特色建设研究

项目立项名单。图书馆陈浩义老师申报的“财富管理领域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研

究”项目成功获批，项目编号：2019ZBKY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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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日上午，我馆十余名馆员参加由滨州医学院图书馆举办的“图书馆

创新性服务中美研讨会”，聆听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伊州消防服务学院图书馆馆

长阮炼教授题为《美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发展与创新服务》的学术报告。下

午阮炼教授、济宁学院图书馆馆长刘欣一行在崔洪海馆长等的陪同下对我馆进行

了短暂的参观交流，双方就图书馆财富管理资源建设、新框架下的信息素养教育

变革等方面进行了友好的沟通。 

11 月 21日上午，图书馆馆长崔洪海一行携手致公党烟台市委赴莱阳穴坊镇

开展爱心助学捐助活动，图书馆捐助 2018 年不装订期刊 2000余本。过刊捐赠是

我校图书馆践行“让每本书有其读者”服务理念，探索服务社会、共建校地文化

的积极举措。 

11 月 26日，图书馆新进人员：徐衡博。 

11 月 27日，自 10月 14起至 11月 27 日，2019下半学年图书馆资源利用与

服务讲座共 13 讲如期在图书馆报告厅举办。讲座通过团委“到梦空间”发布，

学生参与踊跃。 

11 月 28 日，学校在图书馆召开了 2019 年重点工作调度暨财富管理特色建

设推进会。党委书记白光昭出席会议并讲话，校长杨同毅主持会议，校领导张宗

伟、龙希利、徐世艾、王艳明、刘向锋参加了会议。机关各部门（直属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各二级院（部）院长（主

任）参加了会议。图书馆、发展规划处、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学报编辑部

及各二级院（部）分别汇报了重点工作和财富管理特色建设推进情况。图书馆崔

洪海馆长以“借特色发展机遇  促工作创新前行”为题汇报了图书馆 2019年重

点工作推进情况。 

12 月 11 日，按照学校《关于做好 2019 年固定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及资

产处召开的资产清查工作会议精神，图书馆成立了以馆长崔洪海为组长，以资产

管理员及各部室主任为成员的固定资产清查领导小组。经过资产清点、数据导出

盘查，图书馆的固定资产实现了帐、卡、物完全一致，顺利完成了本年度固定资

产清查工作。   

12 月 19-22日，图书馆组织相关馆员为学校参加 2019年专业技术职务评价

人员进行学术检索，共为 86人检索文献 283 篇。 

12 月 23日，中共山东工商学院委员会党发【2019】56号，成立中共山东工

商学院图书编辑总支部委员会，包含图书馆、学报编辑部。 

12 月 23日，中共山东工商学院委员会党发【2019】57号，张浩同志任图书

编辑党总支书记。 

12 月 23日，山东工商学院院发【2019】153号，崔洪海同志任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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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日，“乐研杯”第三届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山东工商

学院赛区初赛圆满落下帷幕。初赛于 11 月 21 日开启，来自全校各学院的 1541

人在线注册，1512 人次参与海选在线答题，24 名学生荣获奖项，最终选拔出 9

名选手进入“全国总决赛训练营”备战明年 5 月浙江财经大学图书馆承办的全

国总决赛。 

12 月 31日，图书馆举办“见证初心、共同成长”主题联欢会活动，在欢乐

和谐的氛围中，新老馆员回顾 2019，展望 2020。 

副馆长：沙淑欣   

★ 战疫巾帼情专题 

中国精神中国情 

二 0二 0除夕前      舍生忘死去参战 

凶猛疫情突来袭      运输大队轮番转 

致命率高传播快      各类物资奔武汉 

武汉疫情牵国心      基层干部好辛苦 

习近平亲自来指挥    挨家挨户细管控 

全国人民齐响应      十四亿人有觉悟 

共产党员冲在前      一声令下不出门 

子弟兵急速飞前线    英明领导英明策 

日夜奋战抢时间      有力阻止疫情散 

四周建起两医院      中国精神中国情 

四面八方来支援      世界人民齐赞誉 

医疗队火速聚疫地    中国人民有志气 

白衣天使达数万      人民战争定胜利 

离退休老干部处：汪廷安（图书馆第一任馆长） 

战疫巾帼情——                                    

图书编辑分工会“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活动 

2020 年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举国上下众

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值此第 110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图书编辑分

工会以“战疫巾帼情”为主题，展开了“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活动。本次活动

分两个部分：1.图书编辑女职工“云录制”诗朗诵《致敬》视频。2.线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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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信息，如何提高公众信息素养？  

3月 7日，图书编辑分工会 30余名女职工通过“云录制”方式，凝心聚力，

自导、自演、自己编辑制作了诗人叶玉琳的作品《致敬》，用充满深情的朗读表

达对奋战在疫情阻击战第一线的白衣天使的敬意，用自己的行动弘扬、实践和传

播爱国主义精神。 

3 月 8 日，图书编辑分工会会员通过“企业微信”开展了“面对疫情信息，

如何提高公众信息素养？”在线沙龙，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三八节。分工会主席张

浩主持了活动。 

面对伴随疫情而来的各类信息，公民如何提高甄别真假信息的能力？有哪些

资源帮助公民提高信息素养？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使命与担当如何？

来自图书馆和学报编辑部的女会员们就《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谈信息

素养教育的迫切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进行解读分享。通过交流传

播信息的准确性及案例识别，获取优质信息素养教育资源，畅谈高校图书馆在信

息素养教育中的使命与担当等，大家各抒己见，以图书、编辑从业者角度出发，

探讨提升信息素养、有效防控“信息病毒”感染的实践方法。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此次“战疫巾帼情”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活动是图书

编辑分工会创新形式，从本职岗位出发，践行提升公众信息素养的一次尝试。图

书编辑分工会用榜样力量引导和号召广大女职工凝聚力量，以信息传递信心，用

声音凝聚力量！携手并进，共克时艰！ 

信息咨询部：董宁 

优质信息素养教育资源 

优质信息素养教育资源是提升全民信息素养的基础。在教育部的指导与推动

下，国内越来越多高校信息管理学院（系）或图书馆开设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通

常简称为“慕课”）、国外高校则多设置各类信息素养在线指南。同时，各类图

书馆纷纷推出提升用户信息素养的专题讲座与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活动，数据资

源商通过微信平台定期提供在线培训讲座。这些资源共同构建起多元化的全民信

息素养教育资源保障。 

一、国内优质网络公开课（慕课） 

1.中国大学 MOOC 网  

“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是教育部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国家

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网

络视频课程与学术讲座组成，以高校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同时面向社会公众

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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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课程 

爱课程是教育部、财政部“十二五”期间启动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支持建设的一个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集中展示

“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和“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和个性化教学资源服务，具有资源浏览、搜索、重组、评价、课程包的导入导

出、发布、互动参与和“教”“学”兼备等功能。 

3.网易公开课（中外视频课程） 

网易公开课主要包括：“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和“国际名校视频公开课”、

“中国大学 MOOC”、“TED”、“可汗学院”、“国立台湾大学公开课”等国

内外优秀素质教育资源。 

二、图书馆信息素养讲座资源与嵌入式信息素养课程 

1.本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讲座”与嵌入式信息素养课程、主题比赛 

    旨在：提升本科生获取学术信息、评价利用信息能力；指导本科生、研究生

的学术论文撰写；协助教师学科信息、科研评价信息获取。 

2.国内各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讲座”、慕课 

3.国外高校图书馆：在线信息素养指南（research guides）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Evaluating Information”通过“精明的信息消费者：

评价信息”案例，从如何鉴别信息的可信度、如何核实信息事实、如何通过横向

阅读提升自身鉴别力、如果利用网络资源来鉴别、评估信息等，系统地为学生提

供 “ 信 息 素 养 指 南 ” ， 旨 在 促 进 学 生 提 升 信 息 鉴 别 能 力 。 链 接

https://guides.lib.uw.edu/research/evaluate 

4.知名高校的“信息素养专业课程” 

    通过了解知名高校信息管理学院系列课程，获取优秀的课程教材信息资源。

例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精品课程系列：http://sim.whu.edu.cn/lmdh/jpkc.htm 

5.微信公众号—— 权威科研机构/资源商在线讲堂 

（1）中国科讯（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科研信息素质讲堂”系列

（在线参与直播、回放、课件下载） 

（2）其他优秀资源商官方公众号，例如：“科睿唯安—WOS 在线大讲堂”、

“Elsevier”“超星 MOOC”、“CNKI 高校知者汇”及“EPS 数据“等资源的

微信公众号均定期为用户提供提升资源利用和科研能力的专题信息素养讲座。 

三、信息素养类图书资源 

1.图书馆馆藏“信息素养课程类”图书 

2.超星移动图书馆（学术资源）  

3.“读秀学术搜索”获取“信息素养”类电子图书、电子期刊、音视频资源

等各类数字资源。 

4.各类在线阅读、电子图书平台 

https://guides.lib.uw.edu/research/evaluate
http://sim.whu.edu.cn/lmdh/jpk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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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mazon 的图书频道、喜马拉雅、腾讯阅读、豆瓣等各类热门在线图书阅

读网站。 

信息咨询部：董宁 

提升用户的创新思维和终生学习能力 

          ——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使命与担当 

                      
高校图书馆是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在发展信息素养教育过程中，

高校图书馆深化了职能，提高了地位，推广了理念。 

一、回顾发展历程  践行使命担当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文献检索与利用课”是这一时期高校开展信

息素养教育的主要形式和载体。1984 年原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

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1992年原国家教委再次印发了《文献检索课教学基

本要求》，连续系列的发文不断巩固着文献检索课的地位，提升着对文献检索课

的要求。 

2002 年１月，首届“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

标志着“文献检索课”向“信息素质教育”的转型。2006 年“网络环境下信息

素养教育创新和发展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信息素养教育

作为文献检索课程的继承发展，是激活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又一途径和契机。 

教育部在 2015 年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六章服务第三十

一条明确：图书馆应重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信息素质

课程体系建设，完善和创新新生培训、专题讲座的形式和内容。这是高校图书馆

担负信息素养教育任务的政府文件依据。 

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使命主要集中在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

方面。教学实践方面：首先开展有特色的信息素养通识教育，包括新生入学阶段

普及、导引式教育；专题培训讲座（图书馆使用方法培训、学术论文撰写的讲座、

数据库和文献管理工具使用的讲座等）；学分课程（信息检索通识课）等。其次

推进整合式信息素养教育，包括：通识课程中嵌入信息素养教育相关内容；学科

馆员与院系任课教师合作，嵌入其相关专业课程；批量个性化定制项目等。在高

校信息素养教育中，通识教育是基础和先导，整合教育是补充和深化，两者各有

优势，相互补充。理论研究方面：推动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和交流，逐步推进全

国跨行业的联合，参加国内、国际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合作。 

二、正视现状问题  探讨优化策略略 

基于《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2016 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ACRL

发布）的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目标，是把学生塑造成一个具备与信息素养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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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力、能够较好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的个体。具体表现在帮助学生培养

出以下特质：强烈的好奇心；批判性的眼光；缜密的思考习惯；包容的心态；充

足的责任感；谨慎的自我反思意识；开朗的交流态度。 

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如何？相关学者利用访谈法对我国 10 所

双一流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山大学）进行了调查，

在对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现阶段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方面存在的

一些问题。包括：信息检索课程内容比较枯燥、活动内容大多是介绍数据库和图

书馆的使用方法、活动数量比较少、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活动宣传力度不够、

图书馆对信息素养对应的特质引导不够、图书馆在学生心目中存在感比较低等。 

 根据《框架》相关概念和培养目标，结合当前主要问题，借鉴国外优秀案

例，充分考虑到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进度，我国高校图书馆应该采取以下渐进式

的优化策略： 

    1.建立新生馆员配对制度，科学录用非全职的新生馆员，对新生进行个性化

思维习惯引导； 

    2.改善通识课程设计，重视思维习惯培养，转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定位，借

鉴元素养慕课中自主处理资源和社交平台互动的模式； 

    3.推广嵌入式教学，让图书馆员和专业课教师合作设计课程，引导学生利用

社交网络开展深入研究； 

    4.开发评估系统，通过与图书馆、管理部门和技术部门等合作来确保系统的

科学性，并争取用人单位对定量化信息素养评估结果的认可，方便学生就业。 

副馆长：沙淑欣 

网络信息的真假是非 

一、《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1.《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2020 年 3月 1日起施行 

2020 年 3月 1 日起施行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是我国在网络信

息内容管理方面的一部重要立法。《规定》系统地回应了当前网络信息内容服务

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全面规定了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服务平台、使用者以及网

络行业组织等主体应当遵守的管理要求。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于图书馆员和报刊编辑人员尤为重要。一

方面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是网络信息内容的利用者；另一方面因为职业的需

求，我们又是网络信息的制造者、加工者、传递者。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理解

和掌握这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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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出台的背景 

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拓展了信息传播范围，创新

了信息传播手段，引发了信息传播格局的根本性变革。大多数网络信息提供者严

守职业操守，适应网络时代特点，输送了大量有质量、有深度的网络信息。然而，

一些网络信息提供者意图获得最大推送量和最高点击率，使违法和不良信息充斥

用户界面，严重影响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秩序。 

因此，《规定》的出台一是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需要。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

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

朗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有利

于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二是维护广大网民切身利益的需要。网络空间天

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

利益。 

制定实施《规定》，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治理任务，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保护信息在网络

空间依法有序自由流动。 

二、网络上为什么会产生虚假信息 

1.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莫过于“全民读图”“全民读数”了。

男女老少，不分职业，无论地域，都在主动追踪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进

展和统计数据。伴随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信息，这些信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 

优质的、真实的信息，令我们心安，温暖着我们，感动着我们，也激励着我

们。而虚假的错误的信息于个体而言会产生惶恐、不安、焦躁等多种不适，于社

会和国家而言，会产生不安定因素甚至造成极强的破坏性。 

2.原因 

（1）信息本身的特点：信息的载体依附性、价值型、时效性和共享性决定

了“信息无处不在”。  

（2）网络本身的特性：自由、开放、互通、大数据、高流量是网络的特性，

同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虚拟。 

（3）人类本身的特质：多份研究表明，在接触媒介后，人类会被引发各种

情感：共情、愤怒、兴奋、恐惧、焦虑等等，除了情感扰动可以让我们被错误的

信息所误导以外，还有一些常见的认知错觉也可能让我们不自觉地偏离事实真相。  

因此，对于会“说谎”的信息，有些是作者没有主观“恶意”加工而成的，

只是表述传达不当；还有一些是作者故意为之，以误导读者。  

三、如何辨别网络上的真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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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于 2016 年发布的 8条有效、可操作性的辨

识假新闻的技巧。 

1.考虑新闻来源：不要局限于新闻本身，而是调查其网站、发布机构的使命

和联络信息。 

2.读全：标题是获取点击量的重要方式，但是，整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  

3.查询作者信息：快速检索作者信息，作者值得信赖吗？是真实的吗？ 

4.确认论据：点击文中的链接，确认链接中提供的信息能否支撑新闻中的观

点。 

5.核实日期：重复发布旧新闻，不意味着与现在的事件有关联。 

6.是一个玩笑吗？如果新闻所提到的事儿太异乎寻常，那可能是讽刺性的。

需要研究发布的网站和作者来确认。 

7.核实自己对此新闻有无偏见：确认你现有的认知是否会影响对此新闻的判

断。 

8.请教专家：咨询一位图书馆员、用专业靠谱的网站做对比、专注于信息核

实事务的网站。 

    这些技巧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中，先质疑似乎比先相信对于接

近事实更有帮助；质疑信息来源；质疑某种陈述是事实、是意见还是情绪；质疑

论证合理性；质疑自己是否被自身的情感偏好和认知偏差影响了对某条信息的判

断……  

四、建议 

1.面对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我们要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要做“谣言”的识

别者，不做“谣言”的传递者和制造者。  

2.细心解读、仔细验证、追求完善——在转发或附和某些观点或文章时，为

了不让自己成为假新闻的受害者和传播者，需要每个人能够对自身的直觉和接收

到的信息进行检验，用理智思考，让那些可能成为“相信”和“质疑”的诸多理

由先在自己头脑里“左右互搏”。  

3.关注疫情的同时，每个人做好心理防护也很重要。紧张、焦躁、不安等情

绪会阻碍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副馆长：张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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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风云 

国际图联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声 

当地时间 2020 年 2月 26日，国际图联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

称新冠肺炎）疫情发表声明。 

原文如下： 

国际图联非常有信心在都柏林举办一场出色的、充满活力的世界图书馆与信

息大会（WLIC）。目前，国际图联正在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同时听从

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提供的相关事件和旅行方面的建议。 

对于 2020 年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国际图联将会

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还有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卫生安全报告，以及

爱尔兰卫生部发布的有关信息。 

目前，国际图联仍在继续进行 2020WLIC 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将就随后可能

出现的任何变化及时进行沟通交流。 

本文来源：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3411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LIBER）开放获取成就与展望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LIBER）拥有来自 40 多个欧洲国家/地区的约 450个

国家、大学和其他研究图书馆，致力于推动数字时代知识可持续发展，代表了欧

洲研究图书馆界的声音。LIBER 发布的《2018-2022 战略》（五年战略）概述了

LIBER 的重点关注领域，包括版权改革、数字人文、开放获取（OA）、创新指标

和研究数据管理等主题，并强调以 OA 为主的出版模式是实现研究愿景（即发挥

研究图书馆在数字时代为知识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的作用）的关键支点。随着战

略接近中点，LIBER 对目前已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回顾，并对未来几年的 OA 行动

进行展望。 

在推动 OA 成为学术交流主要模式的过程中，LIBER 作出了许多努力。

LIBER 及其 OA 工作组积极与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具体工作介绍如下： 

1.确定研究图书馆发挥推动 OA 的领导作用 

LIBER《开放科学路线图》建议，图书馆应确保开放获取授权对于其机构是

合适的；在与出版商进行 OA 谈判时，承诺遵循 LIBER 的五项原则;探索新的开

放模式。 

2.支持所有实现 OA 的路径 

在与 S 计划磋商中，LIBER 强调了绿色道路的重要性，认为绿色 OA 是实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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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面、立即 OA 的有效途径；在与国际研究图书馆协会联盟（IARLA）发布的

联合声明中，LIBER 也强调了研究图书馆在倡导、鼓励转换协议谈判方面应发挥

的关键作用。  

3.优先考虑透明度 

LIBER 强调透明度在 OA 价格模型中的重要性，图书馆的举措应充分体现

OA 承诺，因此，许可协议应公开可用。 

4.为 LIBER 成员提供信息和指导 

2019 年，LIBER 发布了有关 OA 最佳实践、机遇&挑战等方面的专著；在

2019 年度会议上举办了关于图书馆 OA 图书的研讨会，并发布相关论文。 

5.成为研究图书馆界的 OA 出版者 

《LIBER Quarterly》是 LIBER 创办的同行评审、无 APC 的 OA 期刊，作者

可在该期刊上共享有关现代研究图书馆的各种主题。 

6.支持关键性的 OA 基础设施 

展望 2022 年，LIBER 将重申其努力通过多种路径实现 OA 的承诺,并将继

续鼓励其研究图书馆支持 OA，并通过共享知识和资源帮助它们实现这一目标。 

此外，LIBER 计划在 2020 年更新与出版商进行 OA 谈判的五项原则，并将

在 2020 年年会上，以网络研讨会和研讨会的形式，分享关于转换协议的见解。 

本文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NjgxNzcxMQ==&mid=2247484174&idx

=1&sn=1c69a1758ef971e76cf2b62f791e2848&chksm=fdf4caceca8343d812360d2

1671b8263644329cce913eeb29c5b331fb5f958a0a45980412904&mpshare=1&scen

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84665867320&sharer_shareid=f1fb86d24d8e3a

d3a442cf1f6b9df1a5%23rd） 

                                                 信息咨询部：董宁 

★ 优秀资源推荐 

在家研学、共战疫情—图书馆数字资源和服务最全指南 

   为响应学校“停课不停学”的指示，图书馆信息咨询部通过远程办公为主，

全力做好现有资源的日常维护以保证正常访问、新开放资源及其访问方式的即时

发布和原文传递以及师生其他各类紧急需求的积极回复等工作。疫情期间，图书

馆通过丰富的数字资源和专业的咨询团队，为在家战疫的师生提供了坚强的文献

保障，保证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与服务 24小时不间断。 

一、图书馆有哪些常用数字资源？ 

1.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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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秀学术搜索、超星移动图书馆(app)、超星数字图书馆、ElsevierSD（本机

构订购的学科包）…… 

2.期刊以及论文 

中国知网、维普、ScienceDirect、EBSCO ASP+BSP、Emerald、IEEE CS…… 

3.事实和数值资源 

国研网、EPS、国泰安、中国资讯行…… 

4.多媒体资源 

国家精品课资源网、网上报告厅、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5.学科评价资源 

Web of science、CSSCI、中科院 JCR 期刊分区表 

二、如何在校外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 

    校园网外访问图书馆资源可以有多种方式，读者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资源选

择使用适合的方法。 

1.通过校园 VPN 

进入山东工商学院主页（http://www.sdtbu.edu.cn/），点击“VPN 系统”，根据 VPN

使用通过指南登录 VPN 系统，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此种方式可以访问 41种常用数

据库。 

VPN 使用指南：

http://www.sdtbu.edu.cn/vpn.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141

 

2.校内注册并认证账号，校外使用的方式 

● 读秀----该数据库可以通过 VPN 访问，也可以通过读者事先已经在校

园网内注册并认证过的账号进行漫游访问，如果读者现在没有账号，也

可选择在校外通过 VPN 先登录该数据库，按照数据库首页右下角提供

的方式注册并认证，日后便可直接使用漫游账号登陆。 

http://www.sdtbu.edu.cn/
http://www.sdtbu.edu.cn/vpn.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141
http://www.sdtbu.edu.cn/vpn.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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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网手机版——全球学术快报（app） 

    需在学校 IP 范围内注册、关联机构。 

    操作步骤详见：http://lib.sdtbu.edu.cn/info/1013/1743.htm 

3.通过 CARSI 进行访问 

我校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已经向北大申请加入了 CARSI，后期将陆续与

ScienceDirect、CNKI、EBSCO 等数据库进行相继进行对接，逐步实现通过

CARSI 访问。 

三、疫情期间图书馆咨询、查重等服务 

1.咨询服务： 

● QQ 在线咨询：图书馆主页右下“在线咨询” 

● E-MAIL 地址：tsgzxb@sdtbu.edu.cn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服务向我们的咨询馆员提出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

2 个工作日内对您的问题进行回复。   

2.原文传递： 

● 通过“读秀学术搜索”自行获取未订购资源文献全文。 

● 图书馆主页“原文传递”功能 

   http://lib.sdibt.edu.cn/ywcd.htm 

    疫情期间，周一至周五有紧急需求可致电负责老师：18765357203 

3．代查代检（查收查引） 

   http://lib.sdibt.edu.cn/dcdj.htm 

    疫情期间，周一至周五有紧急需求可致电负责老师：18765357203 

4.“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 

   http://lib.sdibt.edu.cn/xsbdjc.htm 

   疫情期间，周一至周五有紧急需求可致电负责老师：18765357203 

信息咨询部：董宁 

★ 新书推荐——社会科学精选系列 

 

http://lib.sdtbu.edu.cn/info/1013/1743.htm
mailto:tsgzxb@sdtbu.edu.cn
http://lib.sdibt.edu.cn/ywcd.htm
http://lib.sdibt.edu.cn/dcdj.htm
http://lib.sdibt.edu.cn/xsbdjc.htm


30 
 

《听南怀瑾大师讲国学》/圣铎编著；北京工艺美术出

版社，2017 

索书号：Z126/85 

馆藏地：东校六楼东区 

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快节奏的生活，层出不穷

的新概念、新事物，令我们常有一种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的感觉，在喧嚣中把本应该体验的美好悄然错过。这时候，

我们极需要一种温婉与淡定。而南怀瑾先生的理念就是我

们在纷扰的世间所需要的一种温婉与淡定。在欣赏南怀瑾先生风度和学识的同时，

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银色的月光下，让我们在繁华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

手捧一本智慧之书，开始―段不同寻常的国学之旅吧。 

 

《简单统计学》/（美）加里·史密斯（Gary Smith）著；

刘清山译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索书号：C8/637 

馆藏地：东校二楼东区 

现代人被数据所包围，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日常

生活，都习惯了用数据说话，可怕的是，骗子也学会了用

数据说话。若要清醒思考，你需要学点统计学。 

《简单统计学》脱胎于耶鲁大学热门统计学课程，加

里·史密斯教授在书中巧妙地揭示了生活中的各种数据骗局，并用简单的统计

学原理揭穿了其中的把戏，行文轻松幽默而又逻辑缜密，堪称一堂别开生面的

统计课。翻开本书，轻松掌握统计学背后的科学机制，掌握从数据中获取真知

的技巧，全面升级你的认知。 

 

《学会提问》/（美）尼尔·布朗（Neil Browne），斯图

尔特·基利（Stuart Keeley）著；吴礼敬译；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9 

索书号：G791/38 

馆藏地：东校四楼东区 

如果你家乡的企业因为防治雾霾而限产停产，你会支持

还是反对？如果你所在城市的地铁因为安全因素升级了安

检程序，你会配合还是愤怒？如果微信群里，家人时不时发

来一些标题为“……秘密”“……必看”的养生文章，你会支持还是劝阻？无数

专家都说股市要跌、房价要涨，或者激烈地唱着反调，你相信谁？质疑谁？结论

是的吗？ 所有这些问题背后，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有确凿

http://202.194.107.3:8080/opac/openlink.php?title=%25E5%2590%25AC%25E5%258D%2597%25E6%2580%2580%25E7%2591%25BE%25E5%25A4%25A7%25E5%25B8%2588%25E8%25AE%25B2%25E5%259B%25BD%25E5%25AD%25A6
http://202.194.107.3:8080/opac/openlink.php?title=%25E7%25AE%2580%25E5%258D%2595%25E7%25BB%259F%25E8%25AE%25A1%25E5%25AD%25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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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来证实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嘈杂、喧嚣，每时每刻都被泛滥的信息所

包围，大到涉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小到个人生活的决策，如果你缺乏独立思考

和判断，就只能全盘接受别人兜售的观点——他们热衷于让你相信这是“事实”，

但所说的话往往真假参半。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2 版）/（以）尤瓦

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索书号：K02/43-2 

馆藏地：东校四楼东区 

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种不同的人，但今日，世

界舞台为什么只剩下我们自己？从只能啃食虎狼吃剩残骨

的猿人，到跃居食物链的智人，从雪维洞穴壁上的原始人手印，到阿姆斯特朗登

上月球的脚印，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生物科技革命，我们是如

何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万物之灵的？从公元前 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到 18

世纪的美国独立宣言，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从兽欲，

到物欲，从兽性、人性，到神性，我们了解自己吗？我们过得更快乐吗？我们究

竟希望自己得到什么、变成什么？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以）尤瓦尔·赫拉利著；

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索书号：G303/96 

馆藏地：东校四楼 

人类未来面临的三大议题进入 21世纪后，曾经长期威胁

人类生存、发展的瘟疫、饥荒和战争已经被攻克，智人面临着

新的待办议题：永生不老、幸福快乐和成为具有“神性”的

升级人类。人类将迎来第二次认知革命如果说：次认知革命

是因为智人的 DNA 起了一点小变化，让人类拥有了虚构的能力，创造了宗教、

国家、企业等概念，使其成为地球的统治者。那么，未来算法和生物技术将带来

人类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完成从智人到神人的物种进化。 

 

http://202.194.107.3:8080/opac/openlink.php?title=%25E4%25BB%258E%25E5%258A%25A8%25E7%2589%25A9%25E5%2588%25B0%25E4%25B8%258A%25E5%25B8%259D
http://202.194.107.3:8080/opac/openlink.php?title=%25E6%259C%25AA%25E6%259D%25A5%25E7%25AE%2580%25E5%258F%25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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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以）尤瓦尔·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著；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 

索书号：K02/45 

馆藏地：东校四楼东区 

《今日简史》提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科技颠覆、生态

崩溃和核战争三大挑战。“国家”这一身份认同已不足以应

对今天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全球性问题。

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在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方式，数据成为重要的资源。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刘旭东译；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 

索书号：C912.6/159I 

馆藏地：东校二楼东区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西方心理学经典名作，

其首次对群众心理学进行了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分析。

作者认为，一旦身处在群体之中，个性就会湮没，独立的

思考能力也会丧失，群体的精神会取代个体的精神。书中分析了领袖与群众、民

主与独裁的关系，其中许多观点都在 20 世纪的历史里得到了验证。时至今日，

该书依然具有强烈的当代感。 

文献采编部：张传琇 

★ 财富管理资源推荐 

图书推荐 

迎接财富管理时代 新华信托年度研究报告 2012 

作者：翁先定主编 

出版发行：上海远东出版社 

ISBN：978-7-5476-0582-0 

中图法分类号：F83 

简介：新华信托根据“新两规”的精神指引重组了公

司研究体系，确立并贯彻“全员研究、全程研究、投研一

体”的发展策略。本书就是这一策略调整的初步成果。通

过将信托业务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信托业宏观环境、信托公司核心能力建

设、房地产信托、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信托与证券市场、信托营销与财富管理

http://202.194.107.3:8080/opac/openlink.php?title=%25E4%25BB%258A%25E6%2597%25A5%25E7%25AE%2580%25E5%258F%25B2
http://202.194.107.3:8080/opac/openlink.php?title=%25E4%25B9%258C%25E5%2590%2588%25E4%25B9%258B%25E4%25BC%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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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方面，对当前信托业、信托业务及信托公司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与解读。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30298332&d=4A474E5342B

BE871984AC77037DB495A&fenlei=06110303&sw=%E3%80%8A%E4%B8%AD

%E5%9B%BD%E5%BC%8F%E8%B4%A2%E5%AF%8C%E7%AE%A1%E7%90

%86+%E4%B8%8D%E5%8F%AF%E4%B8%8D%E7%9F%A5%E7%9A%84%E6

%9C%AA%E6%9D%A5%E8%B4%A2%E5%AF%8C%E7%AE%A1%E7%90%86

%E7%9F%A5%E8%AF%86%E3%80%8B 

 

中国式财富管理—不可不知的未来财富管理知识 

作者：金李，袁慰著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社 

ISBN：7-5086-8147-4 

中图法分类号：F832 

简介：本书呈现了财富管理的全貌，结合财富和财

富管理的历史演进与中外实践，对我国财富管理业态以

及政策变迁做了全景式解读。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30298332&d=4A474E5342B

BE871984AC77037DB495A&fenlei=06110303&sw=%E3%80%8A%E4%B8%AD

%E5%9B%BD%E5%BC%8F%E8%B4%A2%E5%AF%8C%E7%AE%A1%E7%90

%86+%E4%B8%8D%E5%8F%AF%E4%B8%8D%E7%9F%A5%E7%9A%84%E6

%9C%AA%E6%9D%A5%E8%B4%A2%E5%AF%8C%E7%AE%A1%E7%90%86

%E7%9F%A5%E8%AF%86%E3%80%8B 

基金业务—财富管理利器 

作者：罗伯特·博森，特雷莎·哈马彻著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  

ISBN 号：978-7-5086-8012-5 

简介：本书力求为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人等业内

专业人士更详尽地阐述共同基金及其投资管理业务。罗

伯特博森先生和特雷莎哈马彻女士两位大师广泛而独到

的见解，可以帮助投资者研究基金并评估具体的财务或

退休计划。本书及其配套网站旨在使读者能够深入浅出地了解基金内部具体的运

作，包括基金如何进行投资、如何向公众分销以及如何被监管。本书详尽阐述了

的基金经理如何挑选股票和债券，如何进行交易决策，如何掌控代理投票以及如

何评估风险和回报。与此同时，本书还阐述了共同基金如何通过经纪人、银行、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30298332&d=4A474E5342BBE871984AC77037DB495A&fenlei=06110303&sw=%25E3%2580%258A%25E4%25B8%25AD%25E5%259B%25BD%25E5%25BC%258F%25E8%25B4%25A2%25E5%25AF%258C%25E7%25AE%25A1%25E7%2590%2586+%25E4%25B8%258D%25E5%258F%25AF%25E4%25B8%258D%25E7%259F%25A5%25E7%259A%2584%25E6%259C%25AA%25E6%259D%25A5%25E8%25B4%25A2%25E5%25AF%258C%25E7%25AE%25A1%25E7%2590%2586%25E7%259F%25A5%25E8%25AF%2586%25E3%2580%2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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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代理和退休计划等进行销售，分析了基金的运营和监管需求机制，并在之后

讨论了基金业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探讨了有关欧洲、拉丁  更

多...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6828371&d=A1ADAE1566

959111727D27062E00020D&fenlei=061103011001&sw=%E8%B4%A2%E5%AF%

8C%E7%AE%A1%E7%90%86 

 

新财富管理 

作者：哈罗德·埃文斯基，斯蒂芬 M.霍伦， 

 托马斯 R.罗宾逊著 

出版发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8 

ISBN 号：978-7-111-47542-2 

中图法分类号：F830.59 

简介：本书从实践和最新研究的角度入手，提出了

财富投资流程的路线图，总结了从业者的经验教训、基

本观点以及相关建议。本书既不是一本纯理论性教科书，也不是一本从业者的

综合指南，而是一本针对理财师所关注问题的文集，意在帮助读者成为一名更

加优秀的理财师。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188267&d=0E13C0D6FE

70FBAF27192F3677682FFF&fenlei=0611030106&sw=%E8%B4%A2%E5%AF%8

C%E7%AE%A1%E7%90%86 

论文推荐 

金融机构财富管理业务发展面临的矛盾与对策 

王新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近几年经济的突飞猛进，各大金融机构也取得了飞跃性的进

步。要想使得财富管理业务继续迈进就必须将当前存在的矛盾进行一定程度的缓

和，最终得到解决。接下来，本文将简述财富管理业务，说明当前我国财富管理

业务特点，进而分析我国当前财富管理业务与广大人群需求所存在的矛盾，最终

依据以上分析得出缓和矛盾需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财富管理；广大人群；矛盾；对策 

来源：中国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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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5blBxbzlIWVl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T2VaZVo 

 

家族财富管理与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再回“治理”，家、业之本 

孔庆龙/中国民生银行私人银行事业部 

摘要：本文以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特征及其演进为分析起点，讨论如何从要素、

组织和契约来构建家族企业所特有的三层治理架构，并且着重分析了几种关键性

的治理工具，以期为完善家族企业治理体系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文章认为，民

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根本上靠的仍是科学治理。家族财富管理与民营企业可持续发

展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三极互动、并最终形成三极传承。立足当下，如何

建立保障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和传承的一套机制、制度？ 

关键词：家族管理；外部管理；企业可持续发展；家族控股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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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JX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Shareholders' Wealth 

Kieschnick, R (Kieschnick, Robert) ; Laplante, M (Laplante, Mark); Moussawi, 

R (Moussawi, Rabih) 

Abstract:We provide the first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shareholders' wealth. Examining US 

corporations from 1990 through 2006,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 incremental dollar 

invested in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is worth less than the incremental dollar held 

in cash for the average firm; the valuation of the incremental dollar invested in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a firm's future sales 

expectations, its debt load, it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its bankruptcy risk; and the 

value of the incremental dollar extended in credit to one's customers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shareholders' wealth than the incremental dollar invested in inventories for the 

average firm. 

Keywords：TRADE CREDIT;  CASH FLOW; POLICY; CONSTRAINTS; 

INVESTMENT; COSTS 

来源：REVIEW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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