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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举办 2013 年煤炭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 

10月 28-29日，由图书馆承办的 2013年煤炭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在我校召

开。中国矿业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 12所原部属煤炭高等

院校图书馆馆长、部门负责人 30余人出席了会议。校党委副书记郭金创致欢迎

辞，详细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学科布局、办学特色和发展目标。 

开幕式后，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柯平教授应邀作了题

为“高校图书馆转型中的服务创新”的专题学术报告。柯教授以全球性和前瞻性

的视野，通俗易懂地向与会代表传递了基于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转型、功能驱动的

空间转型、需求驱动的多样化转型、教育驱动的学习转型中的图书馆服务创新理

念和案例。与会代表与来自青岛、威海、烟台三市图书馆学会会员共计 150余人

聆听了此次报告。 

煤炭高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李明馆长主持了会议

交流，各煤炭高校图书馆馆长、负责人集体观看了山东工商学院宣传片，分别介

绍了各自馆的基本概况、文献布局、资源建设和服务创新等；并就“煤炭高校图

书馆联盟建设方案”进行了讨论。“煤炭高等院校图书馆联盟合作协议”的实施

将搭建煤炭系统高校图书馆间协作和交流的又一平台，对积极开展煤炭高校图书

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打造煤炭行业特色优质资源保障体系、实现原部属煤炭高

等院校图书馆的协同创新起到推动作用。 

办公室：沙淑欣                                                          

校图书情报委员会召开 2013 年度会议 

12月 18日上午，山东工商学院图书情报委员会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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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从资源建设、读者服务、西校区分馆建设三个方面对 2013年的主要

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特色资源的共建共享；专业性强、资金投入大的电子资源

的联合采购；外文数据库购买、加强服务沟通等问题广泛征询委员们的意见。与

会委员认真听取了各项汇报，对图书馆与教务处共同宣传利用“慕课”在线教育

开放课程；图书馆与二级学院联合采购高质量电子资源；借助学校无线网络建设

的技术支撑，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泛在服务模式；加大对外文书刊、对外汉语教

学图书的采购力度，为外籍教师、留学生提供信息服务支持；通过在专业课程中

增加资源检索和利用知识，提高读者个人的信息素养等提出了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的建议。 

盛院长对 2013年图书馆搬迁、西校区分馆建设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强

调，图书馆一年来的工作认真、务实，充分发挥了自身对教学科研的信息保障作

用；上半年的东西两馆搬迁是图书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文献调整，再次彰

显了图书馆人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他要求图书馆走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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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院，走进读者，进一步提升文献保障水平和信息服务能力。 

                                                   办公室：沙淑欣 

2014 年数字资源服务用户需求调查问卷部分读者意见反馈 

2013年 11月 15日—2013年 12月 16日通过问道网，图书馆进行了 2014年

数字资源服务用户需求调查，通过校办公系统的部门通知、所有院系和教学部门

个人邮箱的邮件发送、教研室主任 QQ群推广、学科馆员个人魅力、相关馆员坚

持不懈的营销推广，共收回 101份有效问卷，其中教师 55份、学生 46份。 

问卷的最后一部分是读者建议，经过整理，读者提出的建议共分为电子资源

订购、资源宣传推广培训、文献借阅和服务三个方面。 

一、电子资源订购方面 

1. 增加经管类外文全文期刊收录种类、提供最新前沿经管类学术研究动态。 

2. 增加 Emerald 管理学数据库、Springer、SCI、SSCI、EI、IEEE其它协

会（电子、电气、自动化方面）的数据库等。 

3. 增加 NoteExpress等工具的购买。 

4. 增加国泰安数据库相关模块购买。 

5. 希望能多提供高质量的电子图书资源，以及最新的国际会议动态资源。 

6. 更多可获得外文资料传输。 

7. 多增加一些与大学生就业，考研等相关的资源。 

8. 增加例如统计学一类的专业课视频、管理的精品课，以补充大学公开课

视频。 

9. 可否多提供一些关于公务员考试培训资源的网站。 

10. 最好能有文章重复网上检索，这样写了文章先能自己查查。 

二、资源宣传推广培训方面 

1. 多方宣传相关数据资源，提高学生认知度，否则影响利用率。 

2. 希望能分年级的对学生利用图书馆的纸本和电子资源进行一定的培训，

也考虑给老师做一些相应培训。 

3. 与各个学院联系，在学院中向学生宣传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的重要性和

使用方法，在学院中举办讲座引导学生参与使用。 

4. 建议图书馆能给我们提供更实际的软件操作培训。 

三、文献借阅、服务等方面 

1. 希望图书馆有纸版的国家核心期刊，特别是 CSSCI检索的刊物，还有个

别学科如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的纸版杂志，网上部分刊物检

索太慢，很多新文献还要看纸版的。 

2. 图书馆虽馆藏的图书比较多，但有些图书我们几乎不怎用到，图书馆可

以搜集同学们感兴趣的图书来选择藏书。 

3. 增加有关安全工程内审员等考试的一些书籍。 

4. 提高校外居住老师获取资源的便利。 

5. 能够尽可能多的上传光盘到网络，以备方便获取。 

6. 大部分学生对图书馆的具体使用方法并不是很了解，希望能做一些类似

告示或者使用指导一类的指示。 

7. 可适当增加标语文字引导说明。 

信息咨询部：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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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荐：山东工商学院“移动图书馆” 

我校师生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享用超星“移动图书馆”给您

带来的便捷体验。通过移动图书馆，您可以进行： 

1、馆藏书目查询； 

2、在线阅读电子图书； 

3、在线阅读报纸文章； 

4、在线检索阅读中外文期刊文献； 

5、使用文献传递到邮箱功能轻松获取我校未购买的文献资源； 

手机浏览器登陆的地址：http://ccec.superlib.com 

扫描下载客户端二维码： 

 
 

 

 

 

   

  

 

    

   

     

   

    

    

  

 信息咨询部：常红

营销杂志》、Personnel Review《人事评论》

Business Review《欧洲商业评论》、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消费品

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管理学发展》、European

Planning《行销情报与规划》、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知识管理杂

杂志》、The TQM Management《全面质量管理》、Marketing Intelligence & 
Management Decision《管理决策》、Journal of Documentation《文献资料工作

  知名期刊包括：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欧洲营销杂志》、

理与建筑环境、健康与社会关怀

人力资源与组织研究、图书馆研究、旅游管理、运营物流与质量管理、房地产管

业管理与战略、公共政策与环境管理、市场营销、信息与知识管理、教育管理、

多种)，提供最新的管理学研究和学术思想。涉及学科：会计金融与经济学、商

  Emerald 出版的管理学专家评审期刊已经超过 260 种(其中图书馆学期刊 30

管理学刊物最多的出版社之一。

期刊，2000 多种经济管理学图书，20 多种 SCI 收录工程学期刊，是世界上出版

为主同时出版部分工程学刊物的英国出版社，目前出版 270 多种管理学专家评审

（Bradfor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enter）的学者建立，是一家以人文社科

  Emerald 于 1967 年由来自世界著名百强商学院之一的布拉德福商学院

www.emeraldinsight.com。

  Emerald 管理学全文期刊库是图书馆 2014 年新增电子资源库，访问地址：

资源推荐：Emerald 管理学全文期刊库

技术支持部：肖红

使用过程中如需登录，使用一卡通账号和密码，登陆即可。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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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室（703）电脑对读者开放 

七楼信息检索室的二十台检索电脑现对读者开放。读者可以利用电脑检索、

浏览、下载图书馆订购的各项电子资源以及网络免费电子资源，也可以浏览和下

载随书光盘。针对读者在利用检索电脑中出现的问题，该室咨询馆员会为读者提

供专业的资源检索和利用指导。为了充分发挥检索电脑的资源利用功效，该室检

索电脑禁止玩游戏、看电影、在线聊天等与图书馆资源利用无关的活动，以切实

保证广大读者对图书馆资源利用的需要。 

信息咨询部：段于民 

触摸屏读报系统改版升级 

触摸屏读报系统升级为 4.0，秉承 V3.0版本的各项功能，根据操作习惯改

进了搜索功能，增加了快照阅读、在线阅读、分享阅读、读者提交报纸等功能，

并且应用了多点触摸技术，使读者操作起来更加便捷。该系统包含如下功能： 

1、热门搜索。首页即热门搜索，页面呈现的报纸根据读者分享的数量进行

降序排列，每页展示六份报纸，可进行翻页。 

2、地区搜索。全部报纸数据按照地区分类管理，页面采用人性化的地图设

计，读者可在地图上点击地域省市和时间进行快速查询。 

3、拼音搜索。拼音检索报纸功能，读者直接输入感兴趣的报纸名称的拼音

首字母，进行快速检索。 

4、类型搜索。系统根据报纸内容分为综合报、晨报、日报、晚报、都市报、

经济报、生活报、法制报、农业报、军事报、体育报、青少年、保健报、其他共

十四种默认分类，方便读者根据报纸的不同属性快速选择自己阅读报纸的类型。 

5、分享阅读。系统新增分享阅读按钮，供读者在阅读时进行报纸互联网在

线分享。通过分享阅读的次数，来形成热门搜索页面的报纸列表。 

6、往期回顾。往期回顾按钮，可供读者查询当前页面报纸往期的相关内容。 

7、快速导览。快速导览按钮，供读者在浏览当前页面报纸时，可进行版面

的快速选择。便于使用者快速查找报纸页面，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阅读页面。 

8、在线阅读。当读者选择系统中的报纸后，可通过点击页面上的来源网址，

对报纸进行报纸网站在线的阅读。 

触摸屏读报点分布在我校中心校区图书馆一楼大厅和西校区图书馆一楼大

厅，欢迎读者前来使用。 

技术支持部：肖红 

图书馆为读者免费提供饮用水 

为在图书馆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满足读者在图书馆借

阅学习时能喝上高质量饮用水的需求，图书馆在东校中心馆一楼、三楼，西校区

分馆安装了三台沸腾式电热开水器，为读者免费供水。12月初电热开水器投入

使用后，该项服务举措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西校区分馆设有专门的开水间，电热开水器的安装十分方便。东校中心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