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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校图指委 2018 年工作总结 

一、完成的常规工作  

1.组织召开图指委委员会会议 4 次 

5 月 24 日，召开图指委 2018 年工作会议：通过 2017 年图指委工作总结；讨论、修改 2018 年 

工作计划要点；开展专题讨论：“培训班”的培训内容、时间等、“贵州高校图工委 2018 年馆员论 

坛”主题、编辑、出版《贵州高校图工委成立 36 周年纪念集册》讨论、承办“第二十三届西南地 

区高校图工委” 联席会的组织工作、地点、安排等研究。会议确定：继续组织开展“贵州省高等 

学校图书馆优秀馆员”评选活动，修改原评审方法；2018 年培训、学术论坛、专家报告等活动， 

围绕高校图书馆馆员信息素养的提升来展开；组织举办“贵州高校图指委 2018 年馆员论坛----馆 

员信息素养比赛”；成立《贵州高校图工委成立 36 周年纪念集册》编纂委员会。 

6 月 13 日，召开第一次秘书长扩大会议：专题讨论《纪念文集》的编辑工作。图指委组织召 

开秘书长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 36 周年纪念文集》编辑 

方案，包括成立《纪念文集》编委会、主要内容、结构：序言、图指委历程篇、成员馆发展篇、学术成

果展示篇、纪念文章篇、大事记 ，明确《纪念文集》的资料收集、编写工作任务分工、完成时间表。会

议特邀前秘书长洪彩焕、周声浩、徐乃焕、老同志张亚军参加会议。 

9 月 25 日召开第二次秘书长扩大会议，讨论通过“馆员专业培训、社会培训”课件推选、交 

流讲课地点、评委；明确“2018 年馆员论坛--馆员信息素养大赛”举办时间、组队人数、获奖名 

额、海报、评委等；通报“第二十三届西南地区高校图工委联席会”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毕节召 

开，会议主题：新时代图书馆员信息素养能力培养与提升、文化参观考察点；进行了第四次贵州 

高校图书馆“优秀馆员”评审，经过无记名投票，黔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舒子谦等 52 名同志为第 4 

批“优秀馆员”人选。对《纪念文集》贵州高校图指委发展历程回顾（草稿）、贵州高校图指委大事 

记（草稿）进行讨论，特邀前秘书长周声浩、老同志张亚军参加讨论、修改工作。 

11 月 8 日召开第三次秘书长扩大会议，讨论通过：“馆员专业培训、社会培训 PPT”课件讲课 

推荐评审、“2018 年贵州高校图书馆馆员信息素养大赛”预备工作讨论、《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 

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 36 周年纪念文集》组稿、排版（草稿）、印刷情况通报、讨论、“贵州高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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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委成立 36 周年纪念 U 盘”各馆视频提交情况通报。 

2.加强图指委组织建设 

2018 年，经过图指委秘书处的联系、沟通，贵州警察学院图书馆、茅台学院图书馆加入图指 

委。至此，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有成员馆 23 个。 

3.完成图指委其它工作 

编制《贵州省高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通讯》4 期。 

组织开展“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优秀馆员”评选工作，图指委对原“评选办法”进行修改， 

发了评选的通知，各馆按照文件要求，组织推荐工作。9 月 25 日召开了“优秀馆员”评审会议， 

经过讨论、无记名投票环节，黔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舒子谦等 52 名同志为第四批贵州省高校图书馆 

“优秀馆员”人选。评选与表彰除了对图书馆馆员职业的肯定外，激发了馆员身图书馆事业的积 

极性。完成中国图书馆学会编制的《2017 中国图书馆年鉴》中贵州普通高校图书馆）部分，共 4300 

余字，提交贵州省图书馆学会。在省教育厅组织召开的“全省本科高校信息紧急会议”上，图指 

委秘书长受高教处委托，在会上作“对高校图书馆做好接受赠书工作重点”培训，全省本科高校 

图书馆馆长参加。组织开展对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事实数据库的填写工作，填报率达到 100%。 

二、组织开展的学术、培训活动 

1.举办了“贵州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暨学科馆员研讨交流会” 

6 月 27 日组织举办了“贵州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暨学科馆员研讨交流会”。会议由专家报告和 

讨论、解答两部分组成，《CALIS 学科服务发展报告》、《基于 CALIS 查收查引系统的学科服务实践与 

案例》、《努力实践，提升双一流建设决策支持服务能力》、《基于学科服务的特色文献资源建设》、 

《助力教学科研的学科服务工作》、《医学院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创新与发展》等报告，与大家分 

享了学科服务工作开展的思路和多角度；讨论部分由专家团就参会代表在学科服务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进行了解答，探讨了学科馆员服务的发展、转型和创新。本次交流会各馆主管学科服务的馆 

领导及从事学科服务工作的馆员共计 18 个图书馆的 60 余人参加会议，CALIS 管理中心向参会代表 

颁发了本次培训的培训证书。 

2.组织“高校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研讨会 

7 月 6 日，图指委组织“高校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研讨会”，由贵州财大图书馆承办，省内 20 

余所高校图书馆，共计 80 余名人员参会。会议邀请了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杨新涯研究馆员做题为 

《不忘初心 图书馆目录的发展与创新》学术报告，杨馆长从“关键重要问题的探索”、“提升服务 

的目录组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键之战：机构知识库”、“未来发展”五个方面进行了 

主题报告。重庆维普公司周松经理做题为《面向双一流建设的智慧型机构知识库思考与实践》主 

题介绍。参会高校馆就各馆的信息技术应用工作进行了交流、分享。 

3.组织举办“贵州省高校图书馆馆员信息素养高级研修班” 

7 月 22 日，由高校图指委主办、贵州民大图书馆承办的“贵州省高校图书馆馆员信息素养高 

级研修班”开班，全省 20 所高校馆 84 名馆员参加，培训主题：高校图书馆馆员与信息素养。在 

为期四天的研修中，多个学术报告“信息素养教育：从标准到框架”、“大数据与大数据素养”、“高 

校图书馆馆员与信息素养——兼谈图书馆员科研方法”、“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创新与案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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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培养方式设计”、“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创新与案例设计”、“大数据背景下大学图书馆 

馆员信息素养能力的思考”、“厦大图书馆服务创新与学习型组织实践”展开。研修班举行了“高 

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工作交流研讨会”，学员代表就本馆信息素养工作开展情况，做经验交流与 

分享。 

4.举办了“专业培训、社会培训”课件制作推选 

针对贵州省人事厅 2017 年“图书资料系列职称评定职格条例”修改增加的要有“馆员专业培 

训、社会培训”要求。2018 年图指委举办了“专业培训、社会培训”课件制作推选、任课交流活 

动。组织业内专家对申报课件 PPT 进行观看推选，符合制作规范要求的课件参加由贵州省图书馆 

学会、贵州高校图指委组织的讲课；颁发“图书馆馆员专业培训、社会培训”任课证书；培训课 

件将推荐作为全省图书馆业务、社会培训教材。 

   5.组织“2018 年贵州高校图书馆馆员论坛--馆员信息素养大赛” 

组织“2018 年贵州高校图书馆馆员论坛--馆员信息素养大赛”，为贯彻落实《普通高校图书馆 

规程》、《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推进信息素质教育，提升馆员信息素养，图指委于 8 月启动 

大赛工作，由贵州高校图指委主办，贵州财大图书馆承办。7 月：组织了“贵州省高校图书馆馆员 

信息素养高级研修班”、8 月：贵州财大图书馆完成大赛初赛题库工作。10 月：启动大赛相关工作， 

发正式通知、复习题目、11 月 5 日-20 日：初赛，由各参赛图书馆组织本馆馆员在线上答题。11 月 

28-30 日，“贵州省高校图书馆馆员信息素养大赛”决赛在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举行，全省高校图 

书馆共有 17 支代表队参赛。经过一天半的激烈比赛，共有 9 支代表队获团体奖。通过此次比赛， 

使我省高校图书馆更加重视馆员在信息素养上的培养和教育，对信息服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提 

高馆员信息素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编辑印刷《贵州高校图指委成立 36周年纪念文集》及宣传光盘 

1.编辑印刷《贵州高校图指委成立 36 周年纪念文集》 

为庆祝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 36 周年，回顾我省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历 

程及取得的成绩，经图指委全体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决定编辑出版《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 

作指导委员会成立 36 周年纪念文集》，经 2018 年 6 月 13日秘书长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制定了工作 

方案，成立了《纪念文集》编委会，确定《纪念文集》内容：序言、图指委历程篇、成员馆发展 

篇、成员馆文献资源编撰篇、纪念文章篇、大事记、编后记。秘书处组织了积极有效的《贵州高 

校图指委成立 36 周年纪念文集》的资料收集、撰稿、照片收集、文字编辑、排版、印刷、校对等 

工作，如期完成。 

2.编辑制作纪念光盘 

编辑制作《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 36 周年成员馆宣传片》（光盘），向成 

员馆发 U 盘视频。  

                    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8 年 12 月 30 日 

 

http://www.gzsjyt.gov.cn/UploadFiles/xxgk/2013/12/20131210103208875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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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校图指委 2019 年工作计划要点 

一、加强组织建设 

1.鉴于近几年我省高等院校图书馆馆领导更换较多及图指委新增 2 所高等院校图书馆等情况，

建议省教育厅高教处对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进行换届，调整、补充新委员等工作，

以便更好地组织开展工作。 

2.组织修订贵州高校图指委《章程》。 

3.完善图指委组织机构，成立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协调组、信息技术应用组、馆员队伍建设组。 

4.组织召开 4 次全省高校图书馆馆长专题会议。 

5.组织开展全省高校图书馆“教育部图工委事实数据库”网上填报使用培训。 

6.为图指委成员馆每馆订购一份《大学图书馆学报》。 

二、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1.组织举办“贵州高校图指委 2019 年学术年会。 

2.邀请省外图书馆学专家 2-3 人次，作主题学术报告、讲座。 

3.组织高校图书馆馆长赴省外高校图书馆学习考察交流。 

4.向贵州省教育厅高教处建议，加强对外交流学习，组织高校图书馆馆长到国外、境外高校图

书馆学习考察。 

三、组织业务培训 

1.组织举办“贵州高校图书馆新进人员培训班”，完成所有课程的学员，颁发参加图书馆学“继

续教育结业证书”。 

2.组织举办基础业务提高培训班。 

3.组织召开全省高校图书馆（采编、流通）专题工作交流会。 

4.组织召开馆长主题研修会。 

四、加强协作、共享 

1.策划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方案，联合组织开展同一主题的阅读 

活动、宣传，由贵州大学图书馆承担出方案、海报等工作，在 3 月 15 日左右发布。 

2.继续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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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向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申请、签订协议，免费开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面向全省高校 25 所图书馆提供使用（由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承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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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利用。 

5.组织对 1-2 个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政策指南》编制准备工作进行交流、指导。 

    6.组织委员到有需求高校图书馆开展交流指导。 

五、完成年度常规工作 

1.召开高校图指委委员暨馆长工作及扩大会议。全年组织召开三次以上全省高校图指委委员暨

馆长工作会议或秘书长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图指委 2019 年工作计划；讨论研究重大专题工作；馆

长工作交流；传达教育部图指委会议精神等。 

http://www.gzsjyt.gov.cn/UploadFiles/xxgk/2013/12/20131210103208875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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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贵州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2019 年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 1月 2日在贵州师范大

学花溪校区行政楼 5楼会议室召开，20余位图指委委员、馆领导参加。会议传达了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精神，通过了 2018 年图

指委工作总结，讨论通过了 2019 年图指委工作计划要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向贵州 

地区图书馆共享资源签约仪式在贵阳举行 

2019 年元月 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与贵州高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

员会联合举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向贵州地区图书馆共享资源签约

仪式”在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图书馆举行，全省高校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

贵阳市图书馆、贵阳孔学堂图书馆等 28所图书馆馆长及技术部门负责人共计

70 余人参会。贵州高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晓尧到会致辞，中

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党委书记王岚讲话。谢晓尧主任介绍了贵州省高等教育及

高校图书馆的情况，他说虽然我省高校图书馆硬件设施条件有了较大地改善，

但在基础业务建设和文献资源建设上仍有很多的问题，高质量的文献资源、数

2.做好高校图指委网站建设：编辑《贵州高校图书馆工作交流简报》4 期，及时报道各馆建设发

展近况，交流经验和探讨问题；加强网站硬件维护。 

3.组织举办贵州高校图书馆馆员“爱我图书馆”诗歌联谊会，以展现贵州高校各图书馆的文献

积累底蕴和馆员独特的精神内涵（前期策划工作由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承担）。 

4.完成临时性工作：完成来自省教育厅、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交办的其它临时性工作。 

 

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     2019 年 1 月 2 日 

工作会议纪要 

http://www.gzsjyt.gov.cn/UploadFiles/xxgk/2013/12/20131210103208875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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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资源和使用条件有限，特别是在一部分院校数字资源的使用还存在一些障

碍。相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向

贵州省高校图书馆的免费开放，对贵州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和利用是最大

帮助和支持，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起

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贵州高校大多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经费严重不足的

情况下，能够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免费使用权，

这对贵州高校图书馆的建设、服务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希望我们各位馆长认

真对待，加强校内宣传，切实提高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国家期刊库的重要作用。 

王岚书记介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国是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批准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建的国家级、开放型、公益性哲学社会

科学信息平台，旨在实现学术资源的开放共享，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力的基础条

件，促进学术成果的社会传播，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走向世界。

而国家期刊库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致力于提

供人性化、多样化功能服务，持续推出新功能、新服务。该库于 2013年 7月

16日上线开通，已收录中文期刊近 1700种，论文 570多万篇，涵盖了免费在

线阅读和全文下载、学术系统以及评价等多种内容。王岚书记希望大家积极使

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积极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建设建言

献策。 

“签约仪式”上，贵州高校图指委秘书长张伟云代表图指委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图书馆王岚书记签订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机构

用户使用协议”，贵州各图书馆馆长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签订机构用

户协议。近期贵州高校、公共图书馆便可以免费使用国家期刊库的海量内容、

多样化功能与服务，实现共享。会后王岚书记一行考察了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贵州师范大学 FAST早期科学数据中心”,并召开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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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举办“4.23”读书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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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起草小组的牵头单位之一，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全力配合推进《贵州省公共

图书馆条例》立法工作。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副馆长龚剑等同志参加立法调

研、条例起草工作。 

 

      2019 年 3月 5日，图指委委员卢云辉、杨帆、张伟云参加由省人大法工委、省人

大教科文卫委、省司法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的《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省

内行业专家咨询论证会。与会专家从图书馆专业理论、行业规范、实践工作及立法工作的

视角出发，在框架结构、文字表述、行业标准、实施操作、馆员权益等方面提出意见与建

议。 

       

       

 

 

 

        

 

 

 

 

 

     贵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召开 2018 年总结大会及 2019 年第一期业务培训大会。1月 7

日，该图书馆召开年度总结大会，内容包括各部门负责人述职、2018 年图书馆&医学信息

中心工作总结、2018 年支部工作总结及 2019 年第一期业务培训，李洁琪馆长主持全天会

议，全体馆员参会。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三线建设文献资料馆”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实习基地”

揭牌仪式 1月 4日在图书馆举行，副校长徐大佑出席，并为其揭牌。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顾

明、馆长杨帆、副馆长赖永忠及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委员 30 余人参加。 

 

消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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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与重庆大学图书馆业务交流与合作研讨会议于 3月 1 日在重

庆大学图书馆举行。该馆馆领导带队，办公室、空间服务部、事业发展部、读者服务部、

参考咨询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一行 11 人参加会议。 

     贵阳中医学院泉方云图书馆开通试用。 

 图指委近期将组织召开高校图书馆“4.23“阅读推广统一活动方案讨论，并发布

统一活动通知。 

      

     贵阳学院图书馆拟建立贵阳学院师生知识成果库，向全校师生广泛征集相关文献

资料：本校师生（含退休教师）专著、主编的教材、译著等；获省、市及以上奖项的不限

载体作品（教案、书法、绘画、音乐、设计作品等）。  

 

      

 

 

 

 

 

 

 

 

 

 

 

 

 

 

 

 

 

 

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9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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