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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提高服务读者水平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工作纪实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1周年之际，图书馆直属党支部荣获两项荣誉称号：

“山东高校三八红旗集体”、“烟台先锋基层党组织”，以优异的成绩向党交出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校领导和各部门关心支持、图书馆全体党

员及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以创先争优促进基层党建工作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紧跟各级党组织的战略部署，按照校党委《关于在党的基

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争做学校改革发展先锋活动实施意见》的总

体要求，结合图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充分

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建设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组织建设。从图书馆实际出发，图书馆领导班子带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带领全体馆员认真贯彻执行学校党政工作要点精神，坚持以读者为本的理念，围

绕“深化服务，彰显特色，科学发展”，组织开展了多项创先争优活动，努力形

成“基础服务扎实、特色服务明显、馆际交流强势”的发展格局。重视发挥党组

织和党小组作用，每年都以党支部和党小组为单位，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员活

动，以强化教育，活跃气氛，增进团结。每年都发展新党员，使图书馆党员队伍

不断扩大，党员比例占职工总人数的 48%，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党组织内提倡讲

学术、讲团结、讲奉献，使图书馆各项服务工作质量得到了全面提升。 

2.队伍建设。提高党员政治业务素质是党员队伍建设的主要任务，党支部组

织党员积极开展建党 90周年系列活动：举办纪念建党 90周年专题讲座，邀请中

共烟台市委党校曹桂华教授为全体职工作了题为“回顾党的历程 总结党的经验”
的学术报告；7月 1日这一特殊纪念日组织全体党员举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积极参与学校举办的纪念建党 90 周年理论研讨会和专题研讨活动并获奖；组织

党员联系工作实际，开展业务学习、考察调研，制定改进措施，提高业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通过开展党课教育和创先争优各项活动，使全体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

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作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图书馆的各

项工作中，党员们个个发扬了不怕吃苦，勇于奉献的精神，在群众中起到了模范

带头作用，形成党员垂范、人人皆为育人环境的浓厚服务氛围。 

3.制度建设。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建立了“图书馆党员活动之家”，将入党

誓词、图书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承诺制、图书馆党组织“三会一课”制度、

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共产党员享有的八项权利五张牌子悬挂上墙，要

求党员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建立健全了党员学习制度、民主生活会制

度和党员谈话制度、工作计划总结制度、勤政廉洁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每

周一上午班子成员学习交流工作制度等，并在工作中认真落实。制度的建立健全，

保证了办馆水平的不断提高。 

近年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曾多次获得荣誉称号： 2008 年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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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8 年度山东工商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010 年荣获

“2008—2010 年度山东工商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010 年荣获

“2008—2010 年度山东高等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11 年在学校创先争

优活动中，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12年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荣获“烟

台先锋基层党组织” 称号。 

二、以基层党建推动读者服务工作 

图书馆按照“学校第二次党代会”及党政工作要点，紧紧围绕学校的教学科

研工作以基层党建推动读者服务工作，始终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讲信

念、讲思路、讲学术、讲服务、讲奉献，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工作质量得到了全面

提升，创新性特色服务有了新的突破，实现了图书馆的科学和谐发展。 

1.资源建设。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发展的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资源建设既要

体现学校的学科布局、学科发展、学科特色，又要体现现代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

趋势。资源建设主要包括基础资源建设和特色资源建设。①基础资源建设。至 2012

年 6月，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料 200.7万册，其中印刷本文献 121.6万余册，电子

图书 79.1 万册；可利用图书文献 300 万种、期刊 16000 多种、硕博论文 180 万

篇、会议论文 100万篇。开通了 CALIS外文期刊网、NSTL “全文文献”、国家图

书馆电子图书、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等免费资源，可通过 CASHL、NSTL、CALIS

山东省中心等为读者进行免费文献传递。资源内容涵盖学校六大学科门类，纸质

资源与电子资源并行发展，数字化功能明显加强。②特色资源建设。2009 年制

定并分步实施《煤炭经济、半岛经济特色库建设方案》。2011年 5月图书馆申报

的“煤炭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半岛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获教育部“211”

工程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立项。2012年 5

月两项目经 CALIS三期特色库子项目验收专家评审验收合格，其中“煤炭经济特

色文献数据库”荣获鼓励奖。两特色库包括期刊论文、博硕论文和图书 3个资源

类型共计 6个子库，提交元数据 4万余条，该数据将在 CALIS特色库平台上统一

对外发布。两特色库项目将有效地推动我校图书馆同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的馆际交

流和资源共享。两特色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已列入山东工商学院“十二五”发展规

划，其特色馆藏的建设，也将为学校特色发展提供有力的信息保障，借此也很好

地宣传了山东工商学院是一所颇具应用特色的财经类院校。 

2.读者服务。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宗旨，是贯穿图书馆发展的主线。读者服

务的思路是读者服务的广泛性和深化学术性服务平衡发展。①广泛性：除了日常

的图书借阅、报刊阅览、信息咨询等服务外，还通过校办公系统、两份馆办刊物

《信息园地》与《教育信息参考》、每学期举办 17 个“资源-信息-服务” 专题讲

座、二级学院走访和问卷调查、公共选修课程《网络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各

院系学科馆员、馆长信箱、QQ 在线咨询、E-MAIL 咨询等多种服务形式，全方位

及时有效了解和满足全校师生员工的信息需求。每学期为读者作 30 余场专题讲

座，并增加了针对研究生需求的“外文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培训专题。 

②深化性：通过不间断的内部讲座让全体馆员不断了解学校的学科布局与发

展、专业设置与发展、教学科研动态，努力实现馆员学术性服务的深度对接；图

书馆根据各教学院部的学科特点，有针对性的对各教学院部利用周二下午进行了

“信息服务”专题讲座；对重点学科、学科学术带头人给予了重点联系、重点配

置，在信息资源上努力保证硕士单位建设的顺利进行。2011 年，我校图书馆

“CALIS外文期刊网”的点击率进入了全国高校前一百。 

3.环境建设。在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关心支持下，图书馆内外环境每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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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变化。如旧楼楼顶彻底翻修，消防管道、消防器材全面更换，内墙全面粉刷，

卫生间全面改造，门窗及窗帘整修更换，门禁系统安装使用，标牌标示的重新装

饰，北大厅、中厅、各楼层的休闲阅览桌椅安装使用，LED显示屏投入使用，读

者自习室开放，各种花卉摆放等，整修一新的图书馆加上“藏、借、阅一体”的

开架自助服务模式更让读者便捷、舒适。2010 年图书馆荣获“山东省高等学校

图书馆管理先进集体”称号；2011 年荣获“烟台市图书馆学会先进会员单位”

称号。 

三、以基层党建带动工会工作 

 “党建带动工会工作”这既是党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地位决定的，也是切实

加强和改进工会工作的需要。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带动工会工作”，
认真履行基层党组织“领导、支持、引导”工会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

作，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实际，积极引导支持工会开展各种工会活动：坚持给职工

过生日，为每位会员赠送生日礼物；为会员办福利；关心离退休职工；关心生病

会员；关爱勤工助学学生。积极开展文体活动：积极参加学校田径运动会、排球

比赛、爬山比赛、纪念建党 90 周年歌咏比赛等各项活动。积极组织开展图书馆

内部有意义活动：如“演讲比赛”、“业务知识竞赛”、外出考察学习等活动，不

断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通过尽可能多的健康、爱心活动，培养大家的集体主义

精神、主人翁精神等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群众凝聚在党的周

围，发挥工会组织“职工之家”的作用。2008、2010、2011年图书馆工会荣获校“先
进二级教职工之家”称号。 

图书馆是以女性为主的集体，图书馆工会非常重视充分发挥女职工的作用，

积极组织开展女职工建功立业示范岗、女职工六个一、争做先进女职工和五好文

明家庭、妇女保健知识讲座、妇女健身运动等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得到了女职

工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图书馆女职工弘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在

图书馆资源建设和读者服务等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同时她们积极参

加学校、烟台市图书馆学会组织的运动会、文艺汇演、歌咏比赛等各种活动，

2010、2011、2012 年在学校排球比赛中，图书馆女队荣获三连冠，充分体现了

图书馆女性集体的精神风貌和团队精神。 

总之，图书馆始终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为宗旨，坚持以创先争优促进

图书馆基层党建工作，以基层党建推动读者服务工作和工会工作，夯实基础服务，

突出服务特色，积极主动，高效地为全校师生服好务，为学校的创新发展、内涵

发展、特色发展、和谐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市委党校图书馆业务骨干参观我馆标识系统 

9 月 12 日，中共烟台市委党校图书馆的五名业务骨干到我馆参观了解图书

馆标识系统。副馆长于维娟老师、办公室主任沙淑欣老师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我馆

标识牌系统从参观考察、制定计划到招标采购、选择厂家再到交流协商、确定方

案、制作安装的全过程，并实地参观考察了部分楼层和部室的索引牌、吊牌、桌

牌等。 

2009年下学期，图书馆标识系统开始招标、设计、制作，经过资产管理处、

图书馆和中标单位—烟台恋梦广告装饰有限公司的共同努力，历时半年多，2010

年 3月，全部安装到位。投入使用的图书馆标识系统以其新颖的造型、醒目大方



4 

的指示，在读者与图书馆之间搭建了“无声”的沟通平台，也成为图书馆整体优

雅环境的一道亮丽风景。 

                                          办公室：沙淑欣 

2012 年 7-9 月《山商文库》捐赠鸣谢 

2012年上半年，《山商文库》受到了各位老师和校友的大力支持，已收到捐

赠的著作有 38种，7月底-9月份以来，又接到老师馈赠 20余册，书目如下： 

序号 单   位 捐赠人 题     名 册数 

1 
信息与电子工程

学院 

华臻、王昕、

慕延华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英语 1 

2 政法学院 姜起民 行政诉讼法学 1 

3 工程学院 田野 信息系统同化研究 3 

4 工商管理学院 刘敏、牟俊山 绿色消费与绿色营销 3 

5 工商管理学院 刘敏 
绿色营销案例——行业绿色商机与

实践 
3 

6 外国语学院 刘白玉 商务英语 2 

7 外国语学院 刘白玉 商务英语翻译研究 2 

8 外国语学院 刘白玉 商务英语阅读 1 

9 政法学院 季丽新 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分析 1 

10 政法学院 季丽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发展模

式的选择与优化研究 
1 

11 政法学院 
徐黎明、孙守

春 
政治伦理学 1 

12 管理学院 郝占刚 
数据与文本挖掘及其在研发决策中

的应用 
5 

13 管理学院 唐文龙 
中国葡萄酒市场营销模式与品牌管

理 
5 

14 管理学院 唐文龙 中国葡萄酒文化 2 

15 公共管理学院 王发明 创意产业集群化导论  2 

16 统计学院 
吴凤庆、王艳

明 
统计学 2 

17 统计学院 
吴凤庆、王艳

明 
统计学（第二版） 2 

18 工程学院 马立强 矿区土地农业复垦利用问题研究 1 

19 工程学院 王晓松 复杂背景下树木图像提取研究  5 

20 半岛经济研究院 姚中杰 
半岛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学生创新成

果之三：硬道理 2 

其中刘白玉老师，除捐赠自己撰写的著作以外，还捐赠给图书馆 40 余册自

己多年收藏的词典和外语图书，涉及英美文学、翻译和商务英语等领域的图书。 

感谢老师们的捐赠和支持，敬请惠赠！ 

信息咨询部：陈利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