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第八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

学术会议

会议手册

会议时间：2015年 9月 9日——9月 12日

会议地点：内蒙古科技大学图书馆、包头市兰亭酒店会议室

主办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承办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图书馆

协办单位：北京超星集团



目录

大会须知 1

会议日程 2

住宿交通 4

文化参观 6

通 讯 录 7



1

大会须知

※ 会场须知

1. 参加会议，就餐时请佩戴代表证，按时参加各项活动。

2. 大会各会场为无烟场所，入场后请勿吸烟。

3. 参加会议时请将手机等通讯工具置于静音状态。

4. 请关注有关会议、会务的临时通知。

5. 请妥善保管好个人所带的现金和贵重物品。

6. 为保证会议秩序，尊重主办方权益，非会议承办方授权机构或个人未经同意，

请勿在会议期间自行组织其他集体活动或发放自带资料。

※ 会议联络

姓 名 分 工 手 机 办公电话

李永霞 会务协调 13947276698

0472--

5951639

荣 幸 会务接待 13848626160

徐树新 会务接待 15049230190

任 杰 财务综合 15149379969

※ 防灾应急

会场应急疏散方案，请见会场公示。

※ 医疗服务

会议期间，如遇身体不适，需到医院就诊时，请与会务组联系。

※ 会议资料下载

网址: http://cflms.lib.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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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八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

学术会议议程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9月 9日

周三

10:00-12:00

14:00-22:00
会议报到注册

稀土

大酒店

17:30-21:00 晚餐 兰亭酒店

9月 10日

周四

7:00-8:00 早餐

8:30-9:45
开幕式：领导致辞

内蒙古科技大学校领导

刘中兴

内蒙古科

技大学图

书馆学术

报告厅

8:45-9:00 全体合影

9:00-9:40
专家报告 1：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邓景康

报告题目：数据驱动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模式

9:40-9:55 茶歇

9:55-10:35

专家报告 2：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 黄朝荣

报告题目：大学图书馆在新型教与学、阅读推广及研究支援中的

角色

邓景康
10:35-11:15

专家报告 3：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 陈凌

报告题目：图书馆发展与 CALIS服务新模态建设思路

11:15-11:35 互动交流

11:35-11:55 赞助商代表产品推介

12:00-13:30 午餐 兰亭酒店

14:00-14:40
专家报告 4：同济大学图书馆馆长 慎金花

报告题目： 大学图书馆的专利情报服务

王新才

内蒙古科

技大学图

书馆学术

报告厅

14:40-15:20
专家报告 5：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计秋枫

报告题目：高校图书馆十三五规划设想

15:20-16:00
专家报告 6：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 顾建新

报告题目：用好空间资源 服务人才培养

16:00-16:15 茶歇

16:15-17:00 开放式研讨（参会者自由发言）互动交流

联合主

持：邓景

康、陈凌、

刘万国等

17:30-19:00 晚餐 兰亭酒店

19:30-21:00 学术委员会会议 邓景康

9月 11日

周五

7:00-8:00 早餐

8:30-9:10
专家报告 7：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 王新才

报告题目：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问题与对策 顾建新
兰亭酒店

会议室
9:10-9:50 专家报告 8：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刘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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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美国高校图书馆现状见闻

9:50-10:10 互动交流

10:10-10:25 茶歇

10:25-11:05

专家报告 9：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 李泰峰

报告题目：点滴用心，些许收获---建设基于读者需求驱动的一体

化采访流通服务新模式
计秋枫

11:05-11:35
主题报告：内蒙古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 刘中兴

报告题目：环境变化与图书馆服务转型

11:35-11:50 互动交流

12:00-13:30 午餐 兰亭酒店

14:00-15:15

大会优秀征文及主题报告交流一（每人 12分钟）

1 王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定位与发展策略思考

2 张洁 袁辉 孙锐 重庆大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在工程专业认证中的学科服务探索与实践

3 周跃红 林婷 滕雪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高职院校图书馆自主学习基地建设的探索——以广东科学技

术职业学院图书馆为例

4 卢胜利 内蒙古科技大学图书馆

实行生均拨款制--解决高校图书馆文献保障经费问题的突破口

5 李桂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当代社会科学信息服务现状与趋势——基于美国大学图书馆

参考咨询提问分析

慎金花

兰亭酒店

会议室
15:15-15:30 互动交流

15:30-16:45

大会优秀征文及主题报告交流二（每人 12分钟）

1 郭劲赤 程煊 王小萌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微信服务的实践与提高——以上海高校图书馆为例

2 朱丹君 南昌陆军学院图书馆

试论军校图书馆的常变常新

3 刘贵勤 王宁 安徽行政学院图书馆

提升高校图书馆员工作与生活满意度的 L-EAP模式

4 陈彬强 张惠萍 叶乙良 泉州师范学院

棒棒哒”鸟巢图书馆”

5 陈近 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

让读者从图书馆起飞

李泰峰

16:45-17:00 互动交流

17:00-17:15 闭幕式：会议总结 刘中兴

17:30-19:00 晚餐 兰亭酒店

9月 12日
周六

离会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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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及交通指南

一、会议住宿

包头稀土国际大酒店

酒店地址：阿尔丁大街 89 号，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创业园内

酒店服务电话：0472-5358856/57

包头兰亭酒店

酒店地址：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创业园内

酒店服务电话：0472-6961888

住宿说明：

1）请您在办理入住手续时说明参会身份，交纳住宿费和押金即可。

2）个人提前到会入住及推后离店，持会议通知可享受会议优惠房价，但因此原因无法安排

合住而产生的单人房差由个人承担。

3）房费中包含次日免费早餐。

二、交通指南

1. 二里半机场到酒店

1）出租车：40 元左右。

2）乘坐机场巴士：机场回市区出门右转，有机场巴士专用车位，机场出口设有售票台，票

价 20 元(乘坐前往昆区的巴士向司机师傅说明前往稀土大酒店，可送到酒店门口)，车型是-7

座-江淮瑞风商务车；或拨打 4000472766 或 13847270198 预约接机服务，费用 20 元，夜间到达

需提前预约。

2. 火车站到酒店

1）火车站出站口正对出租车站，打车 7元左右（起步价）。

2）火车站出站口直行 50 米公交车站，乘坐 1路公交车（投币 1元）到“稀土国际大酒店”

下车向前行 500 米右拐即到。或乘坐 2路公交车（投币 1元）到“稀土国际大酒店”下车，马

路对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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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包头有两个火车站：包头东站和包头站，请各位老师不要提前从包头东站下车，选择

包头站下车。

温馨提示

1）包头地区紫外线较强，需做好防晒准备。

2）包头地区昼夜温差较大，会议期间气温一般在 11-26 摄氏度，请备好御寒衣物。

3）包头气候比较干燥，应当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及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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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参观

※ 鄂尔多斯博物馆

鄂尔多斯博物馆位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于 2006 年开工建设，占地面积 27760 平方

米，建筑面积 41220 平方米，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局部八层的综合性博物馆。

鄂尔多斯博物馆（旧馆,）是集鄂尔多斯地

区历史与文化的收藏、陈列及研究于一体的综合

性博物馆，始建于 1963 年。馆建于 1989 年完成。

馆藏文物约 7000 余件（套），以著名的“河套

人及其文化”、乌仁都希岩画、“朱开沟文化”、

“鄂尔多斯青铜器”——匈奴文化，以及鲜卑、

党项和蒙古等中国北方民族文化最具特征。尤以

中生代恐龙足迹印痕化石、河套人与萨拉乌素动

物群、乌仁都希山岩画、朱开沟文化、鄂尔多斯

青铜器、西夏文化以及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等蜚

声海内外。

※ 鄂尔多斯市图书馆

鄂尔多斯市图书馆位于鄂尔多斯康

巴什新区伊金霍洛东街 22 号，始建于

1956 年 4 月，图书馆新馆 2007 年落成，

总馆占地22000平方米，新馆总投资2.94

亿元，建设投资 2.77 亿元，总占地面积

3.0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17万平方米,

其中包括档案馆 8000 平方米，地上八层，

地下一层，分为阅藏研究区、电子网络区、

交流培训区、公共活动区和业务管理区，

设计藏书容量 120 万册，阅览座位 2300

个，信息点 5300 个。是内蒙古自治区最

大的图书馆。

1994 年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明图

书馆，1998 年被评定为国家二级图书馆，2000 年全国知识工程小组授予“读者喜爱的图书馆”

称号。被中国文化部授予“文明图书馆”等称号，并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77473/117747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07852/80785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58643/325864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72504/12725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74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74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4204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