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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盛国军副院长到图书馆视察搬迁工作 

7月 3日上午，盛国军副院长到图书馆视察、指导搬迁工作。在了解西校区

分馆整体布局、文献资料搬迁情况和东校中心馆馆藏文献的调整情况后，盛院长

亲自到图书借阅二室看望正在进行图书清点、上架、整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带

来学校党政领导对图书馆工作的关心和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慰问。 

2012年 6月，学校领导充分考虑西校区学生的知识需求，决定在西校区建

立图书馆。2013年 1月，西校区分馆基建装饰工程如期验收。2013年 5月，西

校区分馆家具、设备顺利招标采购。2013年 5月，围绕西校区分馆的整体搬迁

工作启动，从剔除第一、第二样本书阅览室中流通率低的图书入密集书库到过期

报纸期刊阅览室清理、期刊报纸合订本搬运；从煤炭经济、半岛经济文献库图书

下架、打包到第一、第二样本书阅览室中经济、管理、语言、数学、计算机、外

文原版图书下架、打包运送到西校区分馆；从西校区分馆 10万册图书的整架到

东校中心馆 80万册图书的调库、清点、整架，各项工作正有序协调进行。 

为尽量降低搬迁工作对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影响，搬迁期间，图书馆报刊阅览

室、电子阅览室、文献检索室、考研阅览室、自习室一直对读者开放，借阅一室

至四室采取陆续不对读者提供借还服务的方式，同时保证了毕业班读者清还手续

的如期正常办理。 

目前，西校区分馆的文献资料已基本搬迁到位，相关的家俱设备正陆续到货

安装；东校中心馆借阅室的图书清点、整架工作仍在继续。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

正全力以赴，发扬吃苦耐劳、勤恳忘我的图书馆精神，以饱满的热情和艰辛的劳

动确保在 2013新学年给读者提供一个方便、快捷、温馨的借阅学习环境。 

办公室:沙淑欣 

西校区分馆即将投入使用 

伴随学校 27年的发展历程，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

为宗旨，坚持“深化服务，彰显特色，科学发展”的办馆思想，成为学校综合性、

开放式、现代化的文献信息中心。2012年，学校领导充分考虑西校区学生的知

识需求，决定将西校区国际交流学院面积约 3100平方米的一层改建为图书馆，

综合分析东西校区读者专业方向、借鉴国内外其他高校图书馆新馆建设的经验，

经过紧张的馆舍设计、改建、设备招投标、图书搬迁等繁琐事宜，2013年 9月，

以大开间、全开放、网络化、人性化和创新性为主基调的西校区分馆将以崭新的

面貌迎接读者的到来。 

在功能布局上，西校区分馆将朝向好、通风好的两个大型空间用于读者的外

借阅览，设立两个大型的图书借阅室、一个电子阅览室、报告厅和读者休闲空间

等。 

西校区分馆将书库、阅览室和自习室的藏、借、阅、查功能一体化，所有图

书、期刊等资料均开架摆放,直接面对读者,供读者自由取阅。在阅览区内配有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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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上网的检索电脑，满足读者检索、查询、续借图书等多种需求。无线网络覆盖

全馆，同时设立 LED 电子屏幕信息发布系统、读者自助复印打印设备、免费热

饮用水设备。 

校园网将东西校区图书馆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读者在任何一个校区内，都能

够在网上方便的进行文献检索、查询、续借、预约、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参与

用户培训等。 

西校区分馆布局及功用一览表 

部门 服务内容 

经管图书借阅室 C93 (管理学)、F（经济）类图书外借、阅览 

综合图书借阅室 

H （语言、文字）、TP3（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O1(数

学)、O2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表）、O22（运筹学）、O23（控

制论、信息论（数学理论））、O24 （计算数学）、O29 

（ 应用数学)类图书外借、阅览 

电子阅览室 电子资源检索；网上信息资源查找等 

读者学习区 自习、小组学习、讨论等 

报告厅 各种报告、读者培训场所 

办公室：沙淑欣 

东校中心馆重新布局 

2013年 4月—6月，借西校区分馆图书搬迁之际，经过充分调研与论证，东

校中心馆在原有布局功能上进行了大的调整，主要变化表现在： 

1.取消两个样本书阅览室，剔旧原样本库 2008年以前入馆流通量为零的图

书，将 C93、F、H、TP3、O1、O21、O22、O23、O24、O29类图书搬迁至西校区，

其余图书进入东校区各借阅室进行流通借阅。 

2.除了借阅一室藏书类目（I类）不变，新增借阅五室（由 503室和 603室

共同组成，该室借还书处设在 503室），借阅二室至借阅五室馆藏图书类目进行

了重新调整，每个借阅室设立单独的借还书处。 

3.现刊阅览室（301室）和过期报刊阅览室（503室）合并为报刊阅览室（301

室），读者在该室可以阅读到当年最新的报刊。 

4.特色文献库（215室）重新布局，该室主要馆藏煤炭经济、半岛经济、年

鉴、山商文库图书，兼负图书馆常见问题咨询、电子资源检索等服务项目。 

5.原文献检索室更名为信息检索室，搬迁至 703室，主要服务项目包括: 
随书光盘检索、电子资源检索、论文查收查引、文献传递、学科资源导航、外文

期刊编译、图书馆常见问题咨询、信息检索与利用培训等。 

东校中心馆布局及功用一览表 

部门 地点 服务内容 

图书借阅一室 220室 
I类图书外借、阅览（分类表参第 10页《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 

图书借阅二室 222室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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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B （哲学、宗教）、C （社会科学总论）、D 

（政治、法律）、E （军事）类图书的外借、阅览 

图书借阅三室 307室 F（经济）类图书的外借、阅览 

图书借阅四室 401室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 （语言、文字）、

J（ 艺术）、K （历史、地理）、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类图书的外借、阅览 

503室 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类图书的外借、阅览 

图书借阅五室 
603室 

P （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科学）、R（医药、

卫生）S （农业科学）、T工业技术（除 TP）、U （交

通运输）、V （航空、航天）、X （环境科学、安全科

学）、Z （综合性图书）类图书的外借、阅览 

报刊阅览室 301室 当年中外文报纸、期刊订购、签到、阅览 

电子阅览室 304室 数据库检索；网上信息资源查找等  

考研资料室 403室 安静、舒适、独立的考研学习空间 

自习室 107室 自修空间 

信息检索室 703室 

随书光盘检索利用、电子资源检索利用、论文查收查引、

文献传递、学科资源导航、外文期刊编译、图书馆常见

问题咨询、信息检索与利用培训等 

特色文献库 215室 
特色库建设，煤炭经济和半岛经济特色文献、年鉴等文

献的阅览，图书馆常见问题咨询，电子资源检索利用等 

信息咨询部 216室 电子资源试用及订购、馆刊编辑、用户培训等 

技术支持部 210室 全馆网络设备、计算机的安装维护 

办公室 208室 
勤工助学学生的管理；交款；办公用品、馆舍卫生管

理 

图书采编室 104室 馆藏图书采购、编目 

图书典藏室 103室 馆藏图书典藏 

报告厅 101室 各种报告、读者培训、影视观看场所 

信息咨询部：常红 

图书馆顺利完成图书清点工作 

藏书清点是图书馆馆藏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图书馆检验工作、完善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借图书馆东西校区图书搬迁调整之际，图书馆决定进

行馆藏清点工作，自 4月 26日起的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图书馆将所有馆藏图书

进行了全部清点，本次共剔旧图书 7万册,清点图书 76万册,具体包括：特色库

图书清点打包下架工作，借阅一室、借阅二室、借阅三室、借阅四室图书清点工

作，西校区图书清点工作，样本库留东校区图书清点上架工作。通过清点，一方

面准确掌握了现有馆藏的数量，进一步完善了图书固定资产管理。另一方面了解

图书及其书目数据的实际状况，维护了书目数据库，以便及时查找问题、纠正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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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图书馆图书剔旧清点项目 

工作项目 时间 

特色库图书清点打包下架 4.26-4.28 

样本库图书第一次剔旧下架 4.25-5.20 

借阅一室图书清点 5.23-5.30 

样本库图书第二次剔旧下架 6.3-6.4 

借阅四室图书清点 6.5-6.9 

借阅二室图书清点 6.13-6.21 

借阅三室图书清点 6.24-6.28 

西校区分馆图书手工清点 6.24-7.4 

样本库留东校区图书清点上架 7.1-7.12 

信息咨询部:段于民 

挥洒汗水,志愿者们在行动 

2013年 5月 21日，这是个让图管会难忘的一天，接到图书馆的通知，图书

馆需要招募大批的志愿者协助图书馆搬迁调整清点工作。作为活动的组织方，我

们感到的是无比的荣耀，但是，随即迎来的也是巨大的挑战和责任。图管会全体

成员 20多人，紧锣密鼓的制定志愿者活动计划，一次次的会议讨论，一次次的

商讨对策。经过一周的讨论研究，我们最终确立了志愿者活动策划和志管理规范。 

招募通知发布以后，报名现场十分火热，而我们的手机也有了从未有过的忙

碌，无数报名短信塞满了我们的手机，每一条短信里都包含着报名者的渴望与诚

恳，每一个字中都饱含着他们对志愿者工作的向往。 

“你好，请问我可以报名吗？” 

“我对志愿者工作很感兴趣！希望您考虑下我”  

“我能和我同学一起报名吗？” 

...... 

最终，我们成功的招募了 213位志愿者！比预计的 150名志愿者还多出了 63

名！圆满的完成了招募任务。 

然而，志愿者们给我们带来的震撼还不止这些，在志愿活动中，他们再一次

让老师和我们心生佩服！自 5月 31日第一次活动至今，30天内我们志愿者共进

行活动 43次，分别在西校区分馆 2次，东校图书馆 220室 5次、借阅二室 12次、

借阅 4室 17次、借阅 3室 6次、五楼打扫卫生 1次。 

而在我们和志愿者一起工作的 30天里，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志愿工作的辛苦，

也感受到了志愿者们的坚持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我们的志愿者在工作中积极热情，努力踏实，炎热的夏天里有的同学连续工

作一上午，有的同学则上午下午都去干活，有好几次我都看到有的志愿者因为翻

书次数太多被桌子磨破的手指，和每次干完活后那黑黝黝、脏兮兮的手和衣服。

我们的志愿者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和指导，但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无论

老师布置给他们什么样的任务，无论天气有多炎热，无论学习有多紧张，他们都

坚持着，无怨无悔，从不抱怨。我们常常问他们：“你们觉得干这活累吗？”他

们总是抿起嘴角说道：“我们哪里累了？老师们天天在这里工作，回家还要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