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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发现。

——朱棣文
（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工作动态

开学伊始，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的老师主动与各

院系联系，分别为社会学院、文学院、数码艺术学院、

悉尼工商学院、微电子中心、经济学院、音乐学院、

环化学院、土木系、通信学院、生命学院等 1121位 2014
级研究生和社区学院的 97位本科新生开设了图书馆利
用讲座，讲座结合专业介绍了图书馆的资源利用方法

和途径，收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信息服务中心）

今年暑假期间，校部图书馆按计划对流通和阅览

室的图书进行了大调整，将原阅览室中大部分不能外

借的图书转变成可借阅状态。调整后的可外借的图书

从原来的 40余万册增加到现在的 70万册，而原来阅
览室不可外借的图书则从 30余万册减少到约 5万册，
大大满足了读者的借阅需求。参加图书调整的图书馆

员和保洁工们克服了天气炎热，图书积尘等不利因素，

根据统一安排，认真完成了任务。为了确保图书馆能

在开学后正常开放，有些职工，还放弃了暑假休息，

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开学后，校部图书馆以崭新的

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目前，校部图书馆 3-4、6-7楼
的阅览室与书库合二为一，读者可以在此阅览和外借

图书，各楼层设有自助借还机，方便读者利用图书，

增加了阅览座位。另外，各层还将增设读者学习空间，

多方面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图讯）

9 月 17 日下午，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举行
2013-2014学年图书馆干部考核推优会。会议由馆党总
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主持，陆书记对首先全馆职

工在暑期馆藏大调整中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随

后各中心干部进行本岗位述职，最后刘华、卢志国两

位副馆长对自己所负责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汇

报。参会人员在认真听取干部工作述职以后，对 20位
图书馆干部进行了年度考核优秀推荐。陆书记对本学

年图书馆日常工作、科研成果进行了总结，展望明年

图书馆发展愿景，希望大家通过馆内各部门工作的总

结交流，在新学年不断提升图书馆服务内涵，提高员

工服务理念。(办公室)

7月 11日上午，图书馆在校本部图书馆讲堂
举行全馆职工工作大会，上海大学副校长、图书

馆馆长叶志明教授出席并作专题讲话，会议由图

书馆直属党总支副书记张庆兰同志主持。卢志国

副馆长通报了“2014年上海大学图书馆教职工、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情况，并号召馆“双代会”

代表围绕图书馆中心工作积极提交提案，推动图

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副馆长刘华对暑期安

全工作进行了全面布置，要求职工在暑期工作与

外出的同时，始终保持安全意识，强化安全责任，

确保个人人身安全和图书馆馆藏安全。图书馆直

属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在会上作了 2014
年图书馆 KPI 进展通报，对上半年图书馆 KPI
工作进行了系统分析，既全面总结了馆KPI业绩，
又对图书馆数据积累不完整、人力资源瓶颈、读

者服务创新等方面的不足及其应对措施进行了

客观分析，并对下半年 KPI工作计划进行了全面
布置。同时，对暑期即将开展的馆藏大调整工作

进行了动员，向与会职工介绍了馆藏调整的基本

理念和调整后的馆藏布局，并对馆藏调整的原

则、方法等进行了解说。

上海大学副校长、图书馆馆长叶志明作专题

讲话，要求全馆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图书馆工作

的服务性质，特别是要在心态上要增强服务意

识，不断开拓思维；对图书馆的发展路径提出了

明确要求，图书馆要进一步严格内部管理，落实

岗位职责，营造图书馆文化氛围，服务工作要在

时间上延伸、空间上延伸、内涵上不断拓展，要

从馆内服务向馆外服务延伸；同时，要密切关注

学校发展与行业发展，做好图书馆数据的积累，

充分利用图书馆大数据分析提供决策支持，主动

对接学校发展战略，为学校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服

务，推动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提升图书馆的服务

内涵。（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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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4年 7-8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月份 7 8 7 8
校部馆 13236 4083 7717 8562
文荟馆 2349 1130 1846 1285
联合馆 217 186 275 185

合 计 15802 5399 9838 10032

阅览统计（2014年 7-8月）
校部馆 阅览人次

月份 7 8

报刊阅览室 685 851

过刊库 5 3
阅览室(1) 578 -

阅览室(2) 618 -

阅览室(3) 470 -

阅览室(4) 478 -

美术阅览室 207 215

文史研究阅览室 45 32

电子阅览室 3342 2299

合 计 6428 3400

门禁系统统计（2014年 7-8月）
月份 7 8

校部馆 26891 27631

文荟馆 7912 3860

联合馆 2300 3937

合 计 37103 35428

主页访问人次
51245 53071

友好往来

7月 3日下午，由吉林高校图工委秘书长陈
茜、延边大学图书馆玄英哲馆长、吉林师范大学
徐兴祥馆长、吉林医药学院于秀芬馆长、装甲兵
技术学院胡扬馆长、吉林建筑大学宋敏馆长、长
春工程学院赵瑞中副馆长、部主任于永进、吉林
大学农学部李传华副馆长、东北电力大学邱宏副
馆长等一行十余人来到我馆进行了考察调研。我
馆在四楼接待室热情接待了来宾。副馆长卢志
国、读者服务中心主任王玉富、副主任徐志娟以
及读者服务中心、资源建设中心、办公室等部门
同志一起参与交流并陪同来宾实地考察。来宾此
次上海之行主要是想就图书馆机构设置、运行管
理、服务模式以及 RFID项目建设等议题进行考
察调研。卢志国副馆长首先向来宾们简要介绍了
我馆的整体概况，包括“一体两翼”布局、机构
设置、功能、馆藏规模、采购经费、管理体制以
及特色服务等；并着重就我馆 RFID项目的前期
准备、组织安排以及操作流程等情况进行了交
流。 (馆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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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新生尽快熟悉图书馆的馆舍布局、资源种

类、借阅流程，畅享各项优质服务，图书馆举办了

41场新生导览活动，435名同学参加，同学们普遍反
映收获很大，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表示在以后的

学习中会多多利用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和服务来

拓宽视野，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信息服务中心）

9月 24日上午，根据科技处需求，需提供 2013
年上海大学三大检索论文的论文数、第 1单位论文
数、国际合作数等信息，情报咨询部紧急动员，在下

班前完成了数据统计工作。（信息服务中心）

截止 9月 28日，2014级本科及研究生新生完成
入馆测试的人数达 6793人（信息服务中心）

截止 9月 28日，图书馆查收查引报告已经完成
989份，接近 2013年全年水平（1007份）。（信息服
务中心）

为配合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工作，图书

馆参与研究生院的论文认定系统的建设工作，从暑假

开始，情报咨询部多位老师参加了论文认定工作，截

止目前，认定论文数约 5000余篇。（信息服务中心）

工会活动

2014年 7月 7日，上海大学图书馆教职工、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校本部图书馆报告厅胜利召开，会
议由图书馆分工会主席梁建主持。校工会常务副主席
姜继平出席开幕式并致开幕辞，认为教代会是学校教
职员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行使民主权力、推进校务
公开、馆务公开的重要形式和平台，希望图书馆分工
会围绕图书馆中心工作，团结广大职工，推动图书馆
科学发展。

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听取了图书馆直属党总支书
记、常务副馆长陆铭作的“2014年上半年图书馆工
作报告” 、图书馆分工会主席梁建作的“2013年图
书馆分工会工作报告”、图书馆分工会委员张永达作
的“2013年图书馆分工会经费使用情况汇报”。与会
代表分三个小组对大会主题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认
为报告充分反映了图书馆发展与分工会工作的实绩；
并对即将颁发的《图书馆员工手册》中有关“考勤制
度”、“绩效津贴、考核与奖惩”、“退休与离职”等进
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图书馆员工
手册》的科学、规范奠定了基础，有效推动图书馆管
理制度化建设，为图书馆完善“全系统管理”奠定制
度基础。

最后，图书馆直属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
同志作总结发言，号召图书馆全体教职工紧紧围绕学
校发展战略目标，发扬主人翁精神，以强烈的忧患意
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底线意识，认
真做好每项工作，为早日实现图书馆的愿景而努力奋
斗。（办公室）

党建工作

9月 29日下午，第四支部组织党员召开组织生
活会，党员们围绕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的
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开展了学习和讨论。（第四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