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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2010 年图书馆工作思路 

2009年，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为指导思想，讲学术、讲团结、

讲奉献、讲服务，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实现了六大变化： 

 学校投入 130 余万元对图书馆老楼进行了彻底性改造，借阅环境更加整

洁、有序、温馨； 

 增加了馆藏结构中电子资源比例，实现了纸质与电子资源并重发展的格

局； 

 发展思路实现了“优化馆藏结构、美化读者环境、拓展服务平台”向“深

化服务、彰显特色、科学发展”的转变； 

 服务方式上实现了文献职能向文献情报职能的转变； 

 管理方式上由人管人转变为制度约束人； 

 业务培训开启了服务型向学术服务型的转变。 

2010年图书馆将努力完成三个转变和五项工作： 

三个转变： 

 努力实现纸质资源的基础性采选向基础性与学术性、经典型、前沿性并

重型转变； 

 努力实现电子资源的采选由科研型向教学科研并重型转变； 

 努力实现日常共性服务向共性与个性服务并重转变； 

五项工作： 

 加快实施《煤炭经济、半岛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方案》，凸现馆藏特色； 

 加强为学科建设服务的力度和深度； 

 强化学科馆员学术培训，切实提高学术服务水平； 

 加大与院系部的联系与合作，努力实现服务的有效快捷； 

 加强馆际交流与合作，由周边（烟威青）向外延伸。 

馆长：司千字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发布施行 

伴随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环境与服务功能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化管理模式推动规章制度创新、信息技术革命需要规章制

度创新、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依靠规章制度创新。在此大背景下，根据

我馆工作实际，在原《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管理规范》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梳理、

适当增补、全面审定，《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编写并印刷成册，

于 2010年 1月 1日正式发布施行。  

此次编写以“规章制度建设要符合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划，符合资源建

设和读者服务的发展趋势，紧紧围绕学校总体发展目标，加快图书馆现代化建设”

为指导思想，遵循公平与公正、个体与整体兼顾，强制与自觉统一的原则，努力

营造完善且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保障图书馆各项工作的正常、有序、高效运行。 



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是一个系统整体，既包括馆员规章制度和读者规章制度；

又包括“做人”的行为规范和“做事”的操作规程。《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规章

制度汇编》构建了结构合理、系统完整的规章制度体系，该体系的结构由组织机

构、图书馆及各部室岗位职责、工作细则、读者须知、管理及考核制度、相关政

策法规构成，充分考虑了图书馆的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将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

管理相结合是本次编写的又一关注点，即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制定

各种规章制度时,赋予了更多更科学、更具人文关怀色彩的人性化管理内容的新

约规。这些规章制度在充分尊重人、信任人的基础上将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和馆

员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规章制度的制定健全是基础，落实内化是根本。《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规章

制度汇编》的发布施行将使读者在利用图书馆的过程中、馆员在工作时有章可偱、

有章必偱；使图书馆的业务更规范、岗位责任更明确、检查监督更有依据，从而

在服务有序的基础上提升馆藏知识资源的流通传播和开发利用效率，最大限度的

满足读者需求。 

                                         办公室：沙淑欣 

    图书馆标识系统安装到位 

经过资产与后勤处、图书馆和中标单位的共同努力，2010 年 3 月图书馆标

识系统全部安装到位。 

新的图书馆标识系统设计以“个性鲜明、简捷实用、美观醒目”为原则，充

分体现了我馆的特点、办馆理念，并与图书馆的文化氛围和渊源相得益彰，成为

图书馆人文环境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图书馆人文精神的代表。标识系统的主要目的

是为读者所用，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让不同类型的读者都感到方便，从而在心理

上对图书馆产生亲切感是本次设计的出发点。在实用的基础上具有审美价值是设

计的另一重点。不管是立式、上墙、还是摆放于桌面的标牌，从颜色搭配到文字

内容、图形符号，从质地到结构都进行了细致周密的考虑，数易其稿，最后确定

以不锈钢、专用型材作为主要材料，颜色以银灰色和深蓝色为主，与学校校徽的

色调一致，文字采用彩色丝网印刷，图案为色块烤漆，收到了较好的视觉效果。 

标识系统为读者与图书馆之间搭建了“无声”的沟通平台。通过标识系统，

读者走进图书馆，感受人与图书馆、人与知识、人与资讯之间的零距离；通过标

识系统，图书馆切实成为进行知识传递与交流的使人放松、令人愉悦的场所。 

                                                   办公室：沙淑欣 

2010 年图书馆已购电子资源数据库一览 

根据院图书情报委员会 2009年年会各委员的荐购意见、2009年电子资源采

购意见征询调查结果、读者的日常反馈以及数据商提供的 2009 年电子资源数据

库使用统计，本着图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并重的原则，2010年，图书馆续订 2009

年购买的 20种电子资源，增订高等教学资源网、方略学科导航、读秀学术搜索、

Springerlink电子期刊数据库等 6种电子资源，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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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0年已购电子资源数据库一览表 

类型 
序

号 
电子资源名称 

期刊                                                                                                   1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2 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3 EBSCO外文数据库 
 4 IEEE Computer Society数据库 
 5 Elsevier公司 SDOL数据库 
 6 Springerlink电子期刊数据库 
 7 SIAM全文期刊数据库 
 8 MathSciNet（《数学评论》）数据库 

图书 9 读秀学术搜索 
 10 超星数字图书馆 

　 11 书生之家电子图书 

博硕论文 12 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3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4 PQDD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5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统计数据、事实 1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17 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 
 18 搜数网 
 19 中国股票市场数据库系列 

　 20 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EB Online） 

会议论文 21 万方会议论文数据库 

煤炭特色 22 煤炭数字图书馆暨安全生产数字图书馆 

教学资源 23 中国高等学校教学资源网 

学科导航 24 方略学科导航 

　 25 E线图情 

其他 26 2009年 JCR期刊分区表 

信息咨询部：常红 

2010 年上半年图书馆读者培训时间表 

为更好地满足读者对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知识的需求，2010 年上半年图书

馆读者培训设专题 15 个，较以往增加了《电子印本（工作论文、预印本等）文

库的检索与利用》、《如何查找、利用随书光盘》两个专题，见附表 2。  

除了表中所安排时间外，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联系信息咨询部进行预约

培训；专业课教师如需在课程中加入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知识，也请联系图书馆

信息咨询部，电话：6903615-8216（或 8215），邮箱：tsgzxb@sdib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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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部：常红 

资源推荐：2010 年已购 SD Online 数据库绑定刊 

Elsevier 公司的 SD Online 数据库在订购时要求绑定部分纸本外文刊（或

E-only），现把这部分外文刊在 SD Online 数据库的链接地址信息揭示给广大读

者，以方便读者了解和使用。 

表 3：馆藏于 301现刊阅览室的 SD Online绑定纸本刊一览表 

刊名（纸本刊） SD Online 数据库的链接地址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0142921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01985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1692070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1475967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0220396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1486195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9234748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304405
X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0754253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0909516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0243795 
Omega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3050483 

表 2：2010年上半年读者培训时间表 

时   间 培 训 内 容 教  师 

3 月 29 日（周一）16：00--17：00 1.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刘  慧 

3 月 31 日（周三）16：00--17：00 2.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 孙丽艳 

4 月 07 日（周三）16：00--17：00 3.馆藏书刊的排架与查找 王晓清 

4 月 09 日（周五）16：00--17：00 4..如何利用图书馆主页  于维娟 

4 月 12 日（周一）16：00--17：00 5.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沙淑欣 

4 月 14 日（周三）16：00--17：00 6.常用社科工具书及其利用 张毅君 

4 月 16 日（周五）16：00--17：00 7.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常  红 

4 月 19 日（周一）16：00--17：00 
8.电子印本（工作论文、预印本等）文库的检索

与利用 
刘  慧 

4 月 21 日（周三）16：00--17：00 9.中外文学位论文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段于民 

4 月 23 日（周五）16：00--17：00                                                                                                     10.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  任  虹 

4 月 26 日（周一）16：00--17：00 11.文献传递与中文电子图书学术搜索 常  红 

4 月 28 日（周三）16：00--17：00 12.网络信息检索方法与技巧——以 Google 为例 董  宁 

5 月 10 日（周一）16：30--17：30 13.ScienceDirect online 等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刘  慧 

5 月 12 日（周三）16：30--17：30 14.EBSCO 等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常  红 

5 月 14 日（周五）16：30--17：30 15.如何查找、利用随书光盘 段于民 

培训地点：图书馆报告厅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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