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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2011 图书馆服务十大亮点 

2011年图书馆在注重和加强图书借阅、报刊阅览等基础服务工作的基础上，

不断加强特色资源建设、图书馆文化建设，创新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 

一、借阅条件和馆舍环境大为改观。2011 年，图书馆整体及各部室调架整

架、调整布局、维修设备、增设桌椅, 努力改善借阅条件和阅读环境，改进服务

措施，加大服务力度,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本年度，出入馆人数达 150万余人次，图书借还达 38万余册次。 

二、获 CALIS 三期“专题特色文献数据库”立项。按照我馆特色资源建设规

划，积极申报“图书馆特色文献数据库”建设项目立项，2011 年 5 月，图书馆

申报的“煤炭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和“半岛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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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目前，

正在按照项目建设的具体要求努力工作，迎接 2012年 4月份的中期检查。 

三、筹建特色文库。为建设有特色开放式工商大学，促进我校学术交流和学

术繁荣，同时也为了加强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于 2011 年 3 月开展

筹建“山商文库”和“煤炭经济和半岛经济特色文库”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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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工作得到

全校相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协助，目前已接收“山商文库”文献 256册，“煤

炭经济特色库”文献 1249 册，“半岛经济特色库”文献 645 册，“年鉴” 文献

1129册。 

四、整合免费的网络学术资源。2011 年加大了对免费网络资源的搜集整合

力度，新增并连接到图书馆主页的免费网络资源达 30 余种。如：国家图书馆博

士论文库、国家图书馆电子图书、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NSTL 全文文

献、The Online Books Page 电子图书、国家图书馆 Emerald回溯内容全国在线

等。以上资源的年点击率达 26000余人次，在充分利用免费网络学术资源的同时，

亦相对节省了我校的资源经费。 

五、外文期刊网使用进入全国高校前一百。2011 年对主页版面及内容进行

了调整和扩充。为方便读者查阅利用，将“读秀学术搜索”、“CALIS外文期刊网”

等信息资源放到图书馆主页的首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011年，我校“CALIS

外文期刊网”的点击率进入了全国高校前一百，受到了山东省高校图工委领导的

多次赞扬。 

六、信息素养教研室全面启用。在学校有关单位的协助和大力配合下，图书

馆信息素养教研室于 2011 年 3 月正式全面起用。信息素养教研室一方面承担着

图书馆每学期读者信息素养培训任务，另一方面承担着图书馆员工内部小组交流

学习的自主培训任务。读者信息素养培训讲座时间调整为 70 分钟，在授课形式

上强调与学生的互动性，在授课内容上注重实用性、易用性，增加的 30 分钟

免费上机实践操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本年度开展信息素养讲座共计 31场。 

七、LED 显示屏投入使用。为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宣传，经多方努力，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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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于 2011 年 8 月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LED 显示屏能及时为读者提供大量

直观的信息，使读者在进馆的第一时间掌握图书馆的最新动态和使用帮助，了解

并有效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资源，感受到图书馆的真诚服务。LED显示屏投入使用，

成为读者顺畅、高效的获取图书馆信息的新途径。 

八、增设扩大学生自修空间。为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2011年 6月，

位于图书馆楼南区一层（107室）的读者自习室正式开放，该室拥有 174个学习

座位，成为读者新的学习空间。2011 年 8 月，在图书馆北大厅、中厅、各楼层

的休闲阅览桌椅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阅览桌椅亮丽的色彩、美观的造型为图书

馆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他们也成为读者学习的首选。 

九、开展馆员“业务知识竞赛”活动。为提升全体馆员的业务素质，下半年，

图书馆开展了“业务知识竞赛”活动。10月 18日，图书馆下发《关于在全馆开展

“业务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及《图书馆“业务知识竞赛”一百题》到全馆每一位

馆员。11月 15日，在报告厅举行了图书馆“业务知识竞赛”现场竞赛，此次活动

有效提高了馆员的业务知识水平，营造了健康向上的工作氛围。 

十、争创先进基层党组织。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纪念建党 90 周年之际，图书馆邀

请中共烟台市委党校专家在报告厅为全体职工作了题为“回顾党的历程总结党的

经验”的学术讲座。2011年 7月 1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重
温入党誓词，牢记党的宗旨”主题教育活动。2011年 7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在

学校创先争优活动中，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副馆长：于维娟 

校图书情报委员会 2011 年度会议召开 

12 月 21 日上午，山东工商学院图书情报委员会 2011 年度会议在办公楼 9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校图书情报委员会主任委员盛国军副院长主持，校图书情

报委员会委员、图书馆部室主任等参加了会议。  

图书馆馆长司千字以《思路与变化，问题与打算》为题，对图书馆 2011 年

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 2012 年的发展规划做了介绍。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发展的

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平衡发展、基础资源和特色资源并行

发展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思路和目标。读者服务是衡量图书馆工作绩效的最重要

指标，在读者服务方面，图书馆关注读者服务的广泛性和学术性。特色资源、山

商文库共建共享；图书馆与二级学院联采；加强深度、个性、学术性服务；西校

区新馆建设；图书馆文化建设等问题是今后图书馆努力改进和完善的方向。围绕

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信息咨询部主任常红老师以数字和图表直

观、清晰的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情况及其能为读者提

供的外文期刊利用、E读学术搜索、原文传递、馆际互借等服务。与会委员认真

听取了各项汇报，在充分肯定图书馆工作的同时，对图书馆与二级学院资料室经

费、资源共享；西校区图书馆设计布局；学科馆员-图情教授制度；密切服务学

校学科建设；拓展图书馆功能，关注学生读者群体等提出了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

创意。 

盛院长对 2011年图书馆申报的“煤炭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山东半岛经济

特色文献数据库”获教育部“211”工程高等文献保障系统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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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及图书馆开展的其他服务工作、工会活动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强调，

2011 年是图书情报工作开展最好的一年，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和团队合

作是图书馆和谐稳步发展的源动力。他希望各位委员继续关心、支持图书馆工作，

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同时也要求图书馆进一步加强服务意识，拓展服务范围，

挖掘服务深度，充分发挥好自身对教学科研的信息保障作用。 

办公室：沙淑欣 

2012 年图书馆电子资源用户需求调查问卷回复 

2011年 11月 4日—11月 20日，图书馆通过办公系统向广大教师进行 2012

年图书馆电子资源用户需求调查问卷征询，收到了部分有建设性的读者建议，现

回复如下： 

问：能否订购 IEEE的其他期刊？比如 IEEE sensors Journal，IEEE 

transactions on 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等等。 

回复：上述期刊除了《IEEE transactions on 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均收录在 IEL数据库中，另外图书馆联系开通了 IEEE 

All-Society Periodicals Package(ASPP)的试用，包括 IEEE所有协会出版的期

刊，图书馆目前的经费无法订购上述两个数据库，建议院部和图书馆联合购买，

教师积极使用文献传递。 

问： 希望将已有的万方数据库加入 VPN系统中的办公系统中，目前从内网

可以打开万方，但是如果在家办公使用 VPN系统时，万方数据库无。 

回复：网络中心已将其加入 

问：多开展培训讲座，特别是联系期刊杂志编辑讨论发稿注意事项的活动，

加大对核心期刊的连续订购。 

回复：Elsevier(SDOL)数据库经常会举办关于投稿方面的在线培训讲座，我

们以后会继续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与我校学科相关的中文核心期刊我馆一直都连

续订购，外文纸本刊由于受网络电子资源数据库的冲击及订购成本的增加等原因

一直在缩减，但是图书馆可利用的外文电子期刊数量在持续增加。 

问：中国知网网络版经常登录不上去，最近通知没有购买。书生之家用过几

次都不好用，不知道是我没用好，还是数据库有问题。建议购买 IEEE 

Electronic Libirary，我提了好几年，图书馆可能考虑学校主要信电使用，买

几个帐号也行，大家一起使用，希望好刀用在刀刃上，为数不多的购买资源的钱

也能用到我们身上，谢谢！ 

回复：中国知网要经常点击 IP登录，有部分资源没有订购；书生阅读偶尔

会出现问题，我们会继续与相关技术人员沟通解决；IEL在中国境内不销售单个

账户，建议教师加入 IEEE会员，或积极使用文献传递获取所需文献。 

问：煤炭数字图书馆有些下载不了，数据说是保密。 

回复：煤炭数字图书馆的数据 2004年以后的都可以下载，2004年以前可能

只有部分文摘没有全文。 

                                                      信息咨询部：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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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CALIS 共享版统一认证和馆际互借系统开通 

近期，CALIS联合认证在我馆完成部署，我馆读者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 CALIS

提供的多种服务。CALIS 联合认证是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为了

进一步提高高校图书馆馆文献资源保障率和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而推出的云服

务和资源整合平台，实现了高校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 

借助 CALIS文献传递共享版，我馆读者可以用自己的一卡通的用户名和密码

直接登录山东省高校随书光盘系统平台享受光盘在线浏览与下载服务，也可以在

CALIS的相关页面自行申请传递文献以及享用 CALIS后续将推出的其他服务。当

然，我馆也可以作为服务馆为其他 CALIS成员馆传递文献。 

为了确保我馆数据库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和更加快速地获取文献全文，我们建

议读者先在我馆数据库资源内检索或者利用读秀传递，然后再利用 CALIS传递文

献。申请 CALIS文献传递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calis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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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开   始
登录CALIS共

享版
注册CALIS传

递账户
管理员确认该

账户

Email下 下
下 下 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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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

Email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有全文
等待

有链接

信息咨询部：段于民 

图书馆开展“业务知识竞赛”活动 

为提高图书馆馆员的业务知识水平，营造健康向上的工作氛围，更好地服务

于学校的教学科研，11月 15日下午，图书馆在报告厅举行了图书馆“业务知识

竞赛”现场竞赛。此次现场竞赛将图书馆 10月 18日—11月 15日在全馆开展的

“业务知识竞赛”活动推向了高潮。 

10月 18日，图书馆下发《关于在全馆开展“业务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

及《图书馆“业务知识竞赛”一百题》到全馆每一位馆员，以此拉开了“业务知

识竞赛”活动的序幕。业务知识一百题内容丰富，涉及学校概况、发展目标；图

书馆现状、部室职责、基础业务等方面。一个月的时间，大家边工作边学习，全

馆上下“学知识、练业务”的氛围空前高涨。15 日下午的现场竞赛，全馆馆员

组成 6个参赛队伍参赛，竞赛过程分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大部分，在竞赛

现场，参赛队员胸有成竹、积极抢答，各队成员精诚合作、配合默契，比赛现场

气氛紧张而热烈。 

重在参与，寓学于乐，“业务知识竞赛”活动不仅激发了馆员钻研业务知识、

http://58.194.17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