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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举办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题讲座  

为加深图书馆职工对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历程和丰富经验的了解，激发大

家爱党爱国的热情，6 月 7 日下午，图

书馆邀请中共烟台市委党校曹桂华教

授在报告厅作了题为“回顾党的历程 
总结党的经验”的学术讲座。 

从 1921年 7月成立至今的 90年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围绕本专题曹教授以开阔的视角、

生动的语言，从回顾中国共产党 90 年

的光辉历程和辉煌业绩、总结中国共产

党奋斗 90 年的基本经验两大方面向大

家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讲座过程中，详

实的资料和生动的图片、理论高度和现

实生活紧密结合，大家对 90 年光辉历

程按照历史发展细化为的“三个阶段”

以及贯穿其中的“六大辉煌”、“十大变

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带领

大家重温那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的

同时，曹教授也向大家讲述了中国共产

党奋斗 90 年总结的三个基本经验：必

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

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

利益，从人民群众中吸取前进的不竭力

量；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

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

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此次专题讲座让每位图书馆职工

深切感受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对现在美好生

活的感知和对党对祖国的炙热情感。此

次专题讲座也是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是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推

动图书馆科学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图书馆：沙淑欣 

我馆两项目获批教育部“211”工程高等文献保障系统（CALIS）

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子项目立项 

2011年5月13日，我馆申报的“煤

炭经济特色文献库”和“半岛经济特色

文献库”获得教育部“211”工程高等

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三期“专题特



色数据库”子项目立项，项目编号分别

为：4401-SD-501和4401-SD-502。此次

CALIS三期特色库项目评出了10个重点

资助项目，40个一般资助项目，32个后

期资助项目，146个指导性项目。指导

性项目建设效果突出的，可以在验收检

查后转为后期资助项目。其中山东省高

校图书馆获批一般资助项目3项、指导

性项目12项，共计15项。 
为尽快开展特色库建设，我馆技术

部肖老师和信息咨询部陈老师于6月
2——3日在湖北武汉中南民族大学会

议中心召开CALIS三期特色库通用系统

1.0版（方正DESI）培训会议，了解了

CALIS三期特色库总体情况介绍及要求，

系统学习了特色库通用系统1.0版系统

安装及实习、建库基本流程及实习、建

库标准规范及实习。 

目前，特色库建设项目组成员群策

群力，共同学习方正德赛系统模块功能，

特色库项目组力争6月份将特色库文献

资源的收集、下载、标引的整体工作流

程规范化，预计9月份特色库项目将具

体实施。 
 

信息咨询部：常红 

图书馆开展特色文库文献征集活动 

为了传承、宣传和展示山东工商学

院二十多年来的教学科研成果，对外展

示我校的特色学术优势，传递学术信息，

图书馆筹建“山商文库”、“半岛经济和

煤炭经济”特色文库，自 2011 年 3 月

始图书馆倡议在校的和曾在山商学习、

工作过的教师、学生、工作人员捐赠著

作及科研文献以来，得到了领导、老师

和校友的认可和热心捐赠支持，陆续收

到老师及校友著作捐赠 90 多册以及其

它捐赠 70多册。 

在特色文库捐赠的走访宣传过程

中，各二级学院院长都热心支持，审计

处梁星处长捐赠了自己收集珍藏多年

的藏书及会议资料 30多册，“书放在我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读，放在图书馆，

它们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校内甚至校

外……”。 

教务处刘传庚处长委托老师和学

生，送来了多年收藏的煤炭经济方面的

研究资料，包括煤炭产业汇编、煤炭企

业管理、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及改

革发展战略等方面非常珍贵的原始资

料，而这些资料正是图书馆建设“煤炭

经济特色库”极力想要寻找收集和收藏

的。 

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图书馆事

业，在全校师生的帮助支持下，一定能

够不断发扬光大，为学校的发展做出积

极的贡献。 

                                                

信息咨询部：陈利华 

图书馆读者自习室正式开放 

6月1日，位于图书馆楼南区一层的

读者自习室正式开放。该室的开放使用

部分满足了读者到图书馆安静、温馨环

境学习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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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设读者自习室是图书馆全体工

作人员的心愿，也是图书情报委员会、

学生座谈会反馈的读者的意见，对此图

书馆领导非常重视，但受图书馆自身空

间条件的限制，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1年，为读者提供舒适学习空间成为

本年度图书馆工作的重点，增设读者自

习室亦提到议事日程。经过全面、细致

的可行性分析，图书馆决定将作为仓库

使用的107室腾空整理布置为自习室。

在学校资产和后勤处的大力支持和协

助下，在学工部及图管会相关学生的帮

助下，办公室工作人员付出了大量艰辛

的劳动，历时1个半月，尘封多年的107

室终于旧貌换新颜，拥有174个学习座

位的自习室成为读者新的学习空间。 

学习是个体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氛

围，图书馆宁静有序的学习环境、固定

的开放时间，使其成为读者学习的首选

之地。自习室内埋头读书的身影将推动

图书馆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

宗旨，为读者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

服务，使图书馆真正成为读者向往的科

学知识殿堂。 

 

办公室：沙淑欣

图书馆 2011 年订购电子资源列表 

类 别 电子资源名称 说 明 

中国知网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

库 

订购全部学科共 10专辑,本地镜像+网上包库模式 

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

库 

订购全部学科共 8专辑，镜像站 

springerlink电子期刊数据库 涉及商业与管理、人文社科、经济学、数学、计算机、

工程等 12个学科，1997年以后的数据 

Elsevier公司 SDOL数据库 订购商业、管理和会计学；经济、经济计量学和金融；

社会科学；数学；工程技术七个子库，可利用的数据

自 2002年始，2011年增订《Computers & Graphics》

等 10种绑定 E-ONLY刊 

EBSCO外文数据库 学术期刊数据库（ASP）包括：社会科学、人文、计算

机科学、工程等学科，商业资源数据库（BSP）包括：

营销、经济管理、金融、会计、经济学、劳动人事、

银行以及国际商务等商业经济领域学科 

IEEE CS数据库期刊论文库 IEEE计算机学会外文期刊全文 27种 

MathSciNet《数学评论》数据库 美国数学学会出版，该杂志评论的文献包括期刊、图

书、会议录、文集和预印本 

电子期

刊（教学

科研类） 

2010年 JCR期刊分区表 根据美国 Thomson科技发布的年度 JCR期刊,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每年制作的 SCI分区数据 

学位论

文（教学

中国知网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订购经济与管理科学、信息科技、社会科学、哲学与

人文科学、工程科技Ⅰ等 7个专辑 



类 别 电子资源名称 说 明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该库由国家法定学位论文收藏机构——中国科技信息

研究所提供，并委托万方数据加工建库，收录了自 1980

年以来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博士、博士后及硕士研究生

论文 

科研类） 

PQDD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国外博硕士学位论文，学科包括：Applied Sciences； 

万方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会议论文全文库、西文会议论文全文库 会议论

文（教学

科研类） 

IEEE CS数据库会议录库 IEEE计算机学会 3500多种会议录，回溯至 1995年 

超星数字图书馆 订购电子图书 7.5万种通过包库利用全部 

读秀学术搜索 知识库系统 

电子图

书（教学

科研类） 书生之家电子图书 订购电子图书 10000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事实、数据 

中国股票市场数据库系列 8个专题数据库：中国证券市场交易数据库；中国上市

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

据库；中国工业行业研究数据库；CSMAR 中国上市公

司股东研究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数据

库；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研究数据库；中国证券市场股

利政策研究数据库 

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 事实、数据 

搜数网 统计数据 

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EBOL） 工具书，即时更新 

煤炭数字图书馆 

收录国内外煤炭、安全生产及其相关专业各类文献和

信息 

方略学科导航 收录各个学科灰色文献为主的学科导航网站集群 

中国高等学校教学资源网 提供专业教学课件、多媒体素材等教学资源服务。 

统计数

据、教学

资源（教

学科研

类） 

E线图情 图书馆界专业门户网站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订购新东方考研英语、考研数学、考研政治等课程，

赠送部分试题库。 

多媒体

视频（考

研就业

类） 

《爱迪科森就业培训多媒体数据

库》 

订购公务员考试数据库；研究生考试数据库；职业考

试数据库；创业指导数据库 

信息咨询部：常红 

资源推荐：网络免费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信息源。除了商业数据库，网络上还存在着大量的

学术价值较高的免费学位论文资源。许多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有学位论文数据

库，存储于机构知识库中，向用户提供浏览和检索服务。用户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查

到大学或科研机构的网址，进入其主页后找到它的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浏览和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