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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结、计划
贵州省高校图指委 2016 年工作总结
一、完成的图指委常规工作
1.制定图指委 2016 年工作计划，并组织讨论、通过、执行。
2.根据各校图书馆馆长人员变动，在省教育厅高教处的指导、同意下，调整、增补了贵州省
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3.组织召开了 4 次图工委委员、扩大工作会议
5 月 24 日,组织召开全体图指委委员会议, 组织馆长、图指委委员学习、领会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讨论 2016 年工作计划及其他工作，省教育厅高教处邸姜滔处长到
会指导工作；6 月，组织召开了全省高校图书馆副馆长工作会议，研讨主题：
“从高校图书馆的建设
发展看副馆长履职责任与协调”。何隽、龚剑、赖永忠、熊颖玲、杨允仙、赵捷 6 位副馆长发言，
从不同角度就副馆长如何履职进行了探讨，提出协调是副馆长最重要的职责、文献资源建设是副馆
长的重要责任，就甘当绿叶、耐住寂寞、不越位等内容进行了交流发言，20 余位副馆长参加会议。
会后组织参观、考察了财大馆、贵阳中医学院馆、贵州师大馆；10 月 14 日,利用举办“CASHL 服务
推广与培训班”时间，组织召开了图工委委员扩大会议,就“青年馆员论坛”相关工作进行解答、
布置；10 月 27 日,在铜仁学院组织召开了图工委委员扩大会议,就年底工作及是否如期举办 2016 年
贵州高校图书馆新春联谊会等工作进行了讨论。
4.组织各馆认真填报事实数据库，完成来自省教育厅、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交办的其它工作。
5.完成 2016 年图指委会费收缴工作。
二、组织开展的学术活动
1.组织开展省外高校图书馆专家讲座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肖珑作“一流的学科建设需要一流的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四川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林平作“共享社科资源服务教学科研——CASHL 西南区域中心工作”；CASHL 管理中心
秘书长朱本军作“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文献保障”学术报告。
2.组织开展省内高校图指委专家讲座
在铜仁学院图书馆新馆开馆仪式上，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杨帆作“图情专业研究生教育
与大学图书馆员的专业技能”、张伟云研究馆员作“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探究”专题报告；在贵阳
孔学堂数字图书馆开馆仪式暨“馆藏数字化开发及其利用”学术研讨会上，贵州民大图书馆副馆长
龚剑报告介绍了“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特色数字资源数据库建设”；秘书长报告就“贵州师范大学
图书馆特色馆藏数字化开发与利用”分享了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举办的 CASHL 服务推广与培训班
上，贵州师大馆副馆长钟文一作《九“久”相伴---贵州师大图书馆 CASHL 工作》报告；在“第二
十一届西南地区高校图工委联席会议”上，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作《图书馆文化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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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报告、贵阳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杨允仙作《阅读推广+》报告，等等。
三、业务学习及交流活动丰富多彩
1.组织举办了“新进馆人员图书馆学专业基础”培训班
2016 年 7 月 3 日-8 日，举办了“贵州高校图书馆新进人员图书馆学专业基础培训班”，来自
全省 18 所高校图书馆的 59 名学员参加。培训课时为 36 个学时，由省内高校图书馆中青年专家讲
课,开设课程：《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龚剑研究馆员）、《高校图书馆基础服务与创新服
务》（杨允仙研究馆员）、《高校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与信息技术应用》（杨帆研究馆员）、《高
校图书馆基本业务工作流程及功能》（钟文一研究馆员）、《高校图书馆报刊管理》（蒲红斌研究
馆员）、《工具书使用方法（纸本、电子工具书）（李洁副研究馆员）、《图书馆信息服务（文献
传递）》（黄雪梅副研究馆员），培训班还组织了学员参观考察了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新馆、贵州
师范大学图书馆新馆。
2.组织举办了 CASHL 服务推广与培训班
配合 CASHL 西南区域中心、CALIS 西南地区中心，图指委与贵师大馆承办了 CASHL 服务推广与
培训会。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贵师大副校长谢晓尧，贵州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邸姜滔为培训致辞。
为参会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了《CASHL 文献传递服务使用流程》、《CALIS 三期云服务平台——申请、
管理和使用》，并上机实践，来自四川大学及贵州省 35 所高校、共 111 位同志参加。
3.组织举办了 2016 年“贵州图书馆青年馆员论坛竞赛”
2016 年 11 月 3 日--5 日，为引导青年馆员增强业务知识和职业素养，提升实践工作的能力和
水平，图指委与贵州省图书馆学会组织举办了“青年馆员论坛——图书馆业务管理竞赛”，共有省
内 28 个图书馆组队参赛（6 个公共图书馆、22 个高校图书馆代表队）。竞赛通过图书馆业务基础
知识必答题、业务建设辩论题等环节开展比赛，评委现场打分。此次竞赛提高了全省图书馆青年馆
员的业务基础理论水平，促进了图书馆的创新服务与发展，激发了中青年馆员的学习、工作热情。
4.组织举办了省内高校 CASHL 利用推广、培训班
图指委组织、举办了 CASHL 利用推广培训，来自贵州省 14 所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 21 名文献
传递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班讲授了《CASHL 资源及服务》、《CASHL 使用及管理》,确保每位
学员一台电脑上机实践，培训老师一对一辅导，并进行了上机考核（CASHL 读者注册步骤，CASHL
管理员管理步骤）等，对促进我省高校图书馆共享 CASHL 文献资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组织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第二十一届西南地区高校图工委联席会议”，全省高校共有 17
个高校图书馆 38 人（其中有 15 位馆领导）参加。会上图指委秘书长代表贵州作《贵州省高校图指
委 2016 年工作总结》，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贵阳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杨允仙代表贵州高
校作了专题报告。
6.完成其它工作
受黔南医专图书馆的邀请，秘书长张伟云，副秘书长、贵州民大图书馆馆长卢云辉、贵州财大
图书馆馆长杨帆，委员、师大图书馆副馆长钟文一，贵大图书馆副馆长何隽赴黔南医专，就该图书
馆新馆网络、数字化建设、强弱电、功能使用布局等问题进行论证，提出了建议。
秘书长张伟云在贵财大学馆探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对图书馆工作的促进，交流及实际答疑。
四、组织、承担完成的重要工作
1.组织编制《2015 年贵州省普通本科院校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为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图指委
专门成立了《2015 年贵州省普通本科院校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编委会。
《2015 年贵州省普通本科院校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编委会

主任：谢晓尧   副主任：邸姜滔  张伟云  张正平  卢云辉  杨 帆
数据提供：贵州省普通本科院校图书馆指导委员会成员馆
数据统计：钟文一  芦  晓  张伟云  赵  捷  何  隽  
数据分析：张伟云  芦  晓  
SPSS 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芦  晓  
《报告》执笔：张伟云   
编辑、排版设计：王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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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报告》是我省第一份高校图书馆的年度发展报告，通过对数据（“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
实数据库”2015 年贵州高校图书馆基本数据）的统计，包括文献资源购置费、文献资源建设、馆舍
面积、人力资源和数字化资源等数据，内容：硬件设施、文献资源、服务效果、人力资源建设、学
术交流、专业培训等收集，加以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形成了最终的《2015 年贵州省普通本科
院校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这个《报告》展示了贵州省高校图书馆“十二五”时期的建设发展现
状，对未来发展和“十三五”发展中有借鉴意义。
2.组织编制《贵州高校图书馆“十三五 ”发展规划》
为编制《贵州高校图书馆“十三五 ”发展规划》，图指委专门成立了编制组，多次组织召开
编制组成员，讨论《发展规划》结构、内容等。
《贵州高校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组

     组长：张伟云   副组长：杨  帆  钟文一
成员：何  隽  龚  剑  杨允仙  赵  捷 赖永忠  芦  晓  王  楠  王  惠
《规划》章节执笔：龚剑  何隽  赖永忠  芦晓  王楠  杨帆  杨允仙 
 张伟云  赵捷  钟文一（按姓氏拼音排序）
《规划》统筹执笔、修改：张伟云
编辑、排版设计：王惠

《贵州高校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内容：“十二五”时期建设情况、“十三五”时期战
略层面的贵州高校图书馆、“十三五”贵州高校图书馆建设发展、新馆建设与管理、加强高校图书
馆人力资源建设、加强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五、承担完成的其它工作
1.副秘书长馆承办了多个全国性图书馆界会议
贵州大学图书馆承办了 CCEU 用户协会，会议主题：“使命 创新 发展----大数据时代图书馆
服务创新”，重点关注新的信息环境和商业环境下，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系统产品的发展趋势和策略。
用户各成员馆的馆长、副馆长以及公司代表共 177 人参会。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了“传统阅读与“书香中国”建设研讨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
委员会举办的传统阅读与“书香中国”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阅读史研究专
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承办了“中国高教学会财经分会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 2016 年年会”，会
议主题：“十三五”财经高校图书馆转型与升级，来自全国 38 所财经高校图书馆馆长及业务骨干
共计 120 余名参加会议。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阅读史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召开，
来自全国 15 个省（市、区）公共图书馆、高校、出版界等 20 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卢云辉馆长担
任主任委员。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了“2016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现代索引
方法与技术、索引人才培养与能力提升、硕、博士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规则、民族文献索引与数
据库、大数据产业发展和应用。
2.各馆 2016 年“世界读书日”开展系列活动
贵阳中医学院馆--举办“体验多维阅读•悦享智慧人生”活动；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我&CNKI 的故事”视频演讲大赛；
贵州大学图书馆--以“阅读·悦美”为主题的读书节系列活动；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毕业留言墙～从香樟树下启航、相约王阳明研究等专题；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我&CNKI 的故事”视频演讲大赛；
遵义医学院图书馆-- “多读书、读好书、愉悦读书”为主题的系列纪念活动；
贵州师范学院馆-- “享读书之乐，浴书香之馨”的系列活动；
凯里学院图书馆-- “好书伴我行”读书月活动；
贵阳学院图书馆”翰墨书香“诵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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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务社会工作
1.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了两期“贵州省公共图书馆基础业务培训班”，为期 1 个月的“贵
州省公共图书馆基础业务培训班”在该校图书馆举行，两期共有来自全省基层公共图书馆的 79 名
学员参加了培训。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为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开展馆员业务培训，3 位馆员到该馆
进行为期 15 天的跟班学习，重点学习文献采编、阅读推广、技术服务和图书馆管理等业务知识。
2.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与南明区教育局校地合作，开展中小学、幼儿园图书室人员管理培训，
为南明区 10 余所幼儿园、70 余所中小学的图书室管理员进行了图书馆基础专业培训，将高校图书
馆的服务辐射到社会。
3.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向台江县南宫乡翁忙小学捐赠图书
通过调研得知该村小学急需小学生读物，该党总支发动全体职工捐献图书，通过相关渠道共收
集图书 500 余册，并到台江县南宫乡翁忙小学捐赠图书。
5.贵州师大馆、贵阳中医学院馆向贵阳孔学堂图书馆捐赠图书
七、获奖情况
1.贵州民大图书馆荣获 2015 年全国“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
“2015 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中图学字【2016】74 号）是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第二次
获此殊荣，是贵州唯一获此称号的高校图书馆。
2.2016 年贵阳学院图书馆在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案例大赛”中获教学案例优秀奖，
是全省高校图书馆唯一获奖案例。
八、未完成的计划内工作
1.省内高校馆间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存在障碍
省教育厅高教处要求组织开展全省高校图书馆间的文献资源共享利用，推进馆际互借和文献传
递工作，继续开展全省高校图书馆联合书目数据库建设，充分利用和开拓省内各高校图书馆的资源，
更密切的开展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工作，以促进文献资源的共享利用。但实际上这项工作的开展存
在问题，文献传递量太少。
2.原 2016 年工作计划中要举办 2016 年贵州省高校图书馆新春联谊会，
因多馆均表示存在组织、
场地等困难，未举办。
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

2017 年 1 月 25 日

贵州省高校图指委 2017 年工作计划
一、做好常规工作
1.拟定、讨论 2017 年工作计划；
2.组织召开三次以上贵州省高校图指委委员工作会议；
3.配合省教育厅高教处，做好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换届工作；
4.继续组织开展“优秀馆员”评选活动；
5.组织举办副馆长活动；
6.组织各馆认真填报事实数据库，做好来自省教育厅、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1.与贵州省图书馆学会共同组织，举办 2017 年贵州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年会（贵阳 2017 年
10 月）；
2.组织开展省内外高校图书馆专家讲坛；
3.发放并解读《贵州高校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
4.配合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协办 2017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的召开（贵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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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0 日）。
三、组织开展业务培训、交流
1.举办“贵州高校图书馆馆员业务管理提高班”，完成所有课程的学员，由图指委颁发参加图
书馆学“继续教育结业证书” （贵阳 2017 年 6 月 12 日）；
2.组织举办《文献资源发展政策指南》编制研修班，邀请全国高校图书馆相关专家作学术报告，
完成课程培训的人员，由图指委颁发参加图书馆学“继续教育结业证书”；
3.配合贵州省人事厅职称评定职格条例要求，与贵州省图书馆学会联合组织举办“馆员专业培
训、社会培训”课件审核、任课、交流渠道，为图书馆员搭建专业教育、社会教育平台，并颁发任
课证书；
4.组织召开全省高校图书馆技术应用、学科馆员交流等专题业务、技术研讨会；
5.根据工作需要，组织省内外高校图书馆的交流、学习、考察。
四、加强协作、共享
1.加强“贵州省高校图书馆联合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及时更新各馆书目数据，在图指委网站
上向全省高校开放检索，共享利用；
2.推进教育部 CALIS、CASHL 馆际互借系统的服务应用，积极向省内外高校馆申请图书，延伸馆
际互借图书的途径和文献资源；
3.组织参与全省公共图书馆第六次评估定级工作；
4.配合省图书馆学会，组织撰写“贵州高校图书馆建设发展现状”，提交《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7》。
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

2017 年 4 月 5 日

工作会议纪要
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 2017 年秘书长扩大会议召开

2017 年 3 月 7 日，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 2017 年秘书长扩大会议在贵州财经大
学图书馆召开。来自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阳学
院等高校图指委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贵州省高校图指委秘书长张伟云主持，审
议并通过 2016 年图指委工作总结；讨论、修改 2017 年图指委工作计划要点；研究图指委其他工作事
项。参会委员对提请审议的内容各抒已见，为高校图书馆如何更好地服务教学科研、服务学校发展提出
了宝贵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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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召开 2017 年图指委委员、馆长工作会议

2017 年 4 月 1 日，2017 年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暨馆长工作会议在贵州师范
大学宝山校区图书馆召开，来自全省高校图书馆的 20 余位委员、馆长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贵州省高校
图指委副秘书长、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杨帆主持，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全国人大代表卢云辉
副秘书长传达了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审议并通过 2016 年图指委工作总结；讨论、修改、通过了 2017
年图指委工作计划要点；发放了《贵州高校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专题讨论了 2017 年贵州省图
书馆学会学术年会、组织开展“馆员专业培训、社会培训”课件推选、交流、任课活动、
《文献资源发展政
策指南》编制辅导、培训等工作。

6

关于组织全省图书馆开展“馆员专业培训、社会培训”课件推选、交流、任课活动的通知

7

消息报道

高校图书馆参加贵州省“全国第六次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 
我省高校图书馆 7 位研究馆员被推荐为贵州省文化厅第六次公共图书馆评估专家，
参加了贵州省“全
国第六次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业务培训班”学习。

各馆 2017 年“世界读书日”开展系列活动：
贵州大学图书馆—开展了“书适生活——贵州大学 2017 第六届图书馆读书节”活动；
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举办了“阅杏林经典，扬国粹精华”为活动主题的系列活动；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码上寻书—文献检索比拼”、超星杯’工作体验真人秀—微视频竞赛等活动；
贵州医科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医科大图书馆第一届世界读书日活动周；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举办了第 22 个“世界读书日”特别策划一系列活动；
遵义医学院图书馆—开展了“阅读，让我们的世界更精彩”为主题的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贵州师范学院图书馆—举办了知识无疆界--2017 图书馆读者协会读书月阅读推广活动；
铜仁学院图书馆—举办 4.23 世界读书日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贵州理工学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贵州理工学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工作会
议召开，学校发布了《关于成立贵州理工学院图书馆工作委
员会的通知》及《贵州理工学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章程》。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是该校图书馆工作咨询、审议、监督、
指导的专家组织，委员由长期从事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
能从全局出发考虑图书馆发展与建设的专家、教授、老师、
8

学生代表组成。
林长松馆长作“2016 年图书馆工作报告”，从资源建设、读者服务、队伍建设、管理体制、阅读推广
等各方面汇报了图书馆四年来完成的主要工作，并提出了图书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相关解决措施。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6 年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方案”和“图书馆 RFID 智能化图书自助借还系统建设方案”，并对
图书馆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贵州高校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提交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为进一步推进高校图书馆发展规划研究和制订，加强各地高校图工委和图书馆之间的交流，提升我
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规划的水平和质量，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战略规划工作组组织编
写《高校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精选》，经请示贵州省教育厅高教处同意批准，《贵州高校图书馆“十三五”发
展规划》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贵州省高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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