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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参与图书馆东西校区调整的大学生表彰名单 

自 5月 31日始，参与图书馆东西校区图书调整工作的大学生共 300余人，

其中大学生志愿者 180人，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成员 10人，勤工助学同学 110

余人，为了表彰大学生们踏实勤劳、坚持不懈、无私奉献的精神，根据参与活动

次数、工作表现、教师反馈等综合考量，评选出优秀志愿者、图馆会成员及勤工

助学同学予以表彰，同时感谢计算机学院、会计学院积极主动的安排部分学生参

与搬家工作。 

一、优秀志愿者表彰名单 

崔凯鑫（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23班） 

张艳丽（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12班） 

崔亭亭（工商管理学院工商 123班） 

曹晨（政法院政治与行政 122班） 

江如龙（国际商学院商贸 111班） 

尹敏（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21班） 

陈敏（会计学院审计 111班） 

聂春敏（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21班） 

赵婷（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23班） 

刘艳（数学院应数 111班） 

刘晓浩（计科院网络工程 111班） 

薛丽娜（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111班） 

刘晓阳（会计学院资产评估 112班） 

张惠（会计学院） 

台培欣（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23班） 

侯雅丽（工程院安全 121班） 

 

 

 

 

 

获创新学分及优秀志愿

者证书名单 

黄圳彬（经济院经济 121班） 

王珊（数学院信科 121班） 

杨银娟（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121班） 

徐宵（会计学院会计 122班） 

张文超（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与劳动保障 121班） 

范敬敬（外国语学院英语 123班） 

段惠（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22班） 

张鹤立（外国语学院朝鲜语专业 111班） 

李小雨（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 123班） 

李倩（经济学院国贸 123班） 

余星月（工程院信息管理 121班） 

李英萍（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22班） 

吴倩（会计学院审计 113班） 

 

 

 

 

获优秀志愿者证书名单 

薛少华（公共管理学院劳动 12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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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雪（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 121班） 

张贵平（工商管理学院广告 121班） 

丁凡（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21班） 

付灿灿（政法院汉语言文学 121班） 

张荣荣（数学院信科 122班） 

 

二、图管会成员表彰名单 

冀倩茹（工商管理学院酒店管理 121班） 

王枫霞（工商管理学院广告 122班） 

徐丞（工程院安全 122班） 

田娜（工商管理学院人力 123班） 

曹煜（国际商学院商财 122班） 

张筱芃（工商管理学院人力 123班） 

尹焕丽（工商管理学院物流 122班） 

 

 

获创新学分及优秀组织

者证书名单 

包伟（数学院应数 122班） 

谢晓宇（会计学院资产评估 122班） 获优秀组织者证书名单 

冯可（会计学院审计 123班） 

 

三、图书馆勤工助学同学表彰名单 

杨洪波（政法学院政治 111班） 

陈从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科 121班） 

王  晓（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科 121班） 

李  凯（公共管理学院行政 111班） 

刘  腾（国际商学院商会 119班） 

靳光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业 101班） 

 

 

获创新学分及优秀勤工

助学同学证书名单 

孙志荣（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业 101班） 

图书馆 

西校区分馆正式对读者开放 

2013年 9月 2日，在图书馆领导的精心部署下，在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备受广大读者关注的校图书馆西校区分馆正式开放了。 

西校区分馆办公面积约 3100平米，包括两个大型图书借阅室、一个电子阅

览室、报告厅和读者学习区，并配有 LED 电子屏幕信息发布系统、读报机、读

者自助复印打印设备。在读者学习区和图书借阅室都配有能够上网的免费检索电

脑，读者可方便地进行检索、查询、续借图书等。 

西校区图书馆现有藏书近 9万册，读者阅览座位 236个，电子阅览室有 39

台电脑可以随时方便读者上网浏览，14台检索机能为读者提供馆藏书目查询、

预约图书、续借图书等服务。“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服务宗旨，大开间、全

开放、网络化、人性化和创新性的基调，宽敞、明亮、便捷、舒适的硬件支撑，

加之全体员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相信一定能够给广大读者营造

一个方便、快捷、温馨的借阅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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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校区分馆布局、功用及开放时间一览表 

部门 地点 服务内容 开放时间 

经管图书借

阅室 

 

一层西 
C93 (管理学)、F（经济）类图书外借、阅览 

综合图书借

阅室 

 

 

 

一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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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朝鲜语原版图书

外借、阅览 

周一至周五正

常工作日可借

还、阅览图书； 

周一至周五晚

上，周六、周日

全天只可阅览。 

 

电子阅览室 

 

一层西 电子资源检索、网上信息资源查找等 

周一至周日 

上午 7：50-晚

10：00 

读者学习区 一层中 自习、小组学习、讨论等 全天开放 

报告厅 一层东 各种报告、读者培训场所  

                                                                                                                                          

西校区分馆：姜虹  殷红蕾 

图书馆自助打印复印扫描服务开通使用 

为了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品质，满足全校师生个性化需求，图书馆推出自助服

务系统，为读者提供一站式的自助打印、复印、扫描服务。该系统在图书馆设立

了二个服务点：东校区中心馆一楼大厅、西校区分馆一楼电子阅览室。读者持有

有效的校园卡，就可以在上述二个服务点自助进行打印、复印和扫描，费用将自

动从校园卡扣除。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自助打印：在校园网内任一台电脑上，从图书馆主页下载自助打印驱动程序，

就可以随时提交打印任务，然后在图书馆任意一个自助服务点，用校园卡进行自

助刷卡缴费确认，系统就会正式打印输出所提交的文档。 

自助复印：在图书馆任意一台自助服务点，选择自助复印功能项，使用校园

卡进行刷卡确定开始复印，并在复印机上完成复印任务。 

自助扫描：在自助服务点刷卡确认后，系统将自动发送扫描文件到您的邮箱

中，或登录校园打印复印管理系统下载扫描文件。 

具体操作流程和详细说明请浏览图书馆主页自助服务。欢迎读者使用图书馆

新服务。 

技术支持部：肖红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微博”（新浪网）开通 

为方便读者及时了解图书馆信息及其资源与服务，增加读者与图书馆的双向



4 

交流和即时信息共享，借助于新浪微博平台，“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微博”近日

正式开通。利用公众服务平台主动向读者宣传推广图书馆的工作和服务。 

借助微博这一社交平台，图书馆进一步拓宽了读者服务渠道，实现图书馆服

务信息的裂变传播和共享；我们期待广大读者关注我们的微博，了解图书馆、走

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与图书馆微博互动及交流，为图书馆各项工作提出更多

更好的宝贵意见，以促进图书馆工作能更快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微博”地址： 

http://weibo.com/u/3774510662?topnav=1&wvr=5 

扫一扫，关注我：  

信息咨询部：栾国霞 

2013 下半年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时间表 

为了让广大师生了解图书馆，熟悉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提高个人信息素养，

图书馆面向全院师生开设免费培训讲座，培训内容涉及各学科的资源介绍和检索

技术，各种类型文献的获取技巧。欢迎大家选择感兴趣的培训专题参加培训。 

培训时间： 下午 16：00 —17：20 （包括免费上机操作时间） 

培训地点：（东）：东校区中心馆信息检索室（703室）； 

         （西）：西校区分馆报告厅 

注意事项： 

1.如果您感兴趣的内容培训时间与您的时间冲突，您可联系信息咨询部进行

预约以便单独培训（人数需达到 8个以上）。 

2.专业课教师如需在课程中加入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知识，请联系图书馆信

息咨询部。电话：6903615-8216（或 8701），邮箱：tsgzxb@sdibt.edu.cn。 

时         间 培训内容 教  师 

10月 14日（周一）16：00 --17：20（东） 

10月 16日（周三）16：00 --17：20（西） 

1.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 孙丽艳 

10月 16日（周三）16：00 --17：20（东） 

10月 17日（周四）16：00 --17：20（西） 

2.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刘  慧 

10月 17日（周四）16：00 --17：20（东） 

10月 21日（周一）16：00 --17：20（西） 

3.国内外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取与利

用 

段于民 

10月 21日（周一）16：00 --17：20（东） 

10月 23日（周三）16：00 --17：20（西） 

4.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沙淑欣 

10月 23日（周三）16：00 --17：20（东） 

10月 24日（周四）16：00 --17：20（西） 

5.不列颠百科全书及常用社科工具

书检索与利用 

张毅君 

10月 24日（周四）16：00 --17：20（东） 

10月 28日（周一）16：00 --17：20（西） 

6. 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常  红 

10月 28日（周一）16：00 --17：20（东） 

10月 30日（周三）16：00 --17：20（西） 

7.如何利用图书馆多媒体资源提升

您的考试成绩？ 

栾国霞 

10月 30日（周三）16：00 --17：20（东） 

10月 31日（周四）16：00 --17：20（西） 

8. 互动沙龙：利用网络、馆藏资源

活学英语 

董  宁 

10月 31日（周四）16：00 --17：20（东） 9.巧用书目检索系统,悦享馆藏百万 陈利华 

http://weibo.com/u/3774510662?topnav=1&wvr=5
mailto:tsgzxb@sdib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