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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介绍 

在当今研究型高校图书馆快速发展的时期，为了有效推动高校图书馆的管理

与服务创新，促进管理与服务理念、方法和经验交流，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在创

新型国家建设以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管理专业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办，兰州大学图书馆承办的“第六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CFLMS

—Creative Forum for Library Management and Service），将于 2013 年 9 月

25—26 日在兰州举办。 

    本次论坛将围绕“放飞智慧图书馆的梦想”这一主题，广泛深入地探讨作为

图书馆创新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的智慧图书馆的新理念和新探索。同时，面

对不断变幻的信息环境，会议将探讨与智慧图书馆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包括技

术、资源、服务、馆员和读者等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与实践开展研讨和交流，不

断提升智能化服务水平，更好地为学校科研和战略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保障。 

    论坛将邀请海内外专家分享物联网环境下智慧图书馆的核心内涵及主要特

征、本质追求及关键问题、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以期为高校图书馆提升理念，

开拓视野。 

 网址：http://lib.lzu.edu.cn/Html/news/2013-5/16/2013051610048.html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介绍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是在教育部领导下的专家组织,具

有非常设学术机构的性质，接受教育部的委托，组织开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图书

情报事业的咨询、研究、指导、评估、服务等工作。图工委主要任务有：调查研

究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的状况，提出加强图书情报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进行高

等学校图书馆改革发展和建设的研究，提供业务咨询、编辑出版有关高等学校图

书情报工作的书刊，宣传高等学校图书馆的职能和作用、调研国外图书情报工作

的情况和发展趋势，开展对外交流、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各部委高等学校图书情

报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的工作、承担教育部委托的其他任务等。第四届图工委委员

及高职高专院校分委员会委员等成员是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上届图工委推荐

的基础上，经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认真评议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产生。图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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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由主任委员全面负责，副主任委员分工负责或协助主任委员开展工作；图工

委设秘书处，处理日常行政性事务，秘书处挂靠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高职高专院

校分委员会是图工委的分支机构，在图工委的领导下，负责高职高专院校图书情

报相应工作，秘书处挂靠在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网址：http://www.scal.edu.cn/ 

兰州大学简介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创建于 1909 年，前身是清末新政期间设立的甘肃法

政学堂，1945 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现有 6 个校区，2 所附属医院、1 所

口腔医院，在校学生人数达 3 万余人，教师 4300 余人。自建国以来，已为国

家培养 10 多万名各类人才。1999 年至今，先后有 12 位校友当选为院士。 

兰州大学的科学研究素以基础研究见长，同时广泛开展应用研究。近年来，

学校坚持贴近国家目标，立足西北特色，大力扶植新的学科增长点。已先后获得

国家、部委和省级科技成果奖 500 余项。 

 网址：http://www.lzu.edu.cn 

兰州大学图书馆简介 

兰州大学图书馆始建于 1909 年，以清代贡院遗留的“观成堂”为书库，

“致公堂”为阅览室。学校图书馆由盘旋路校区图书馆（积石堂）、榆中校区图

书馆（昆仑堂）和 8 个学科分馆构成，建筑面积共计 6.1 万平方米。兰州大学图

书馆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甘肃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兰州大学图书馆现拥有纸质文献 315 万册（件）、电子图书 65.3 万种，中

外文数据库 115 个，涵盖中外文电子全文期刊 2 万种，兰州大学优秀毕业论文

19,962 份，多媒体音像资料 1.4 万种。兰州大学图书馆将继续弘扬传统，开拓

创新，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地域特色和学科优势的高校信息服务模式，强化分型

建设与管理的目标定位，朝建设国内一流、特色鲜明、能有效支持研究型大学发

展的兰州大学文献信息保障与服务体系迈进，努力建设支持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高

水平文献信息保障服务体系。 

 网址：http://lib.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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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议程 

  

日 期 时 间  主持人 内 容  地 点  

9 月 24 日 8:00-22:00  会议报到注册 兰州东方大酒店 

9 月 25 日 

8:30-8:45 

沙勇忠 

开幕式：领导致辞 

兰州大学图书馆

四楼报告厅 

8:45-9:00 全体合影 

9:00-9:40 

专家报告 1：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 黄朝荣   

报告题目：重塑 E 世代圖書館服務 

     （Reinventing Library in the Digital Era） 

9:40-10:00 茶歇 

10:00-11:20 

专家报告 2：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主任，北京大学

图书馆馆长 朱强  

报告题目：数字时代大学图书馆的转型策略 

专家报告 3：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进 

报告题目：智慧图书馆设计与探索 

11:20-12:00 

赞助商代表产品推介 

1 智诚阅品数据库公司（15 分钟） 

2 广州联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5 分钟） 

12:00-13:00 午餐 兰大丹桂苑二楼 

14:00-15:45 顾建新 

大会征文作者交流发言（15 分钟/人） 

1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都平平、侯效礼、李雨

珂、郑建丽、郭琪 智慧化图书馆用户入馆学习

系统的技术与实现 

2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图书馆 王启程 独立

学院构建智慧图书馆的思考 

3 复旦大学图书馆 刘海蓉 高校图书馆应用微

博提升信息服务的实践和探索——以复旦大学

图书馆新浪官方微博为例 

4 兰州商学院图书馆 杨晓东 基于 RFID 的智慧

图书馆构建 

5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李雪岩 李贵凤 曲忠仪 

基于 RFID 的图书馆架位管理策略与方法 

6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路霞 基于用户需求寻

找图书馆知识服务契机 

7 山东交通学院 赵海丽 迈向智慧图书馆——

兰州大学图书 

四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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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的有效行动 

15:45-16:05 茶歇 

16:05-18:00 

大会征文作者交流发言（15 分钟/人） 

8 兰州大学图书馆 王虹 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

智慧型图书馆 

9 北京大学图书馆 曾勤 优化北京大学储存图

书馆馆藏体系的思考 

10 复旦大学图书馆 谢琳 以复旦大学为例，探

索大学图书馆如何为学校提供决策支持服务 

11 北京大学图书馆 刘彦丽 直面智慧图书馆—

—探索及特色案例分享 

12 石家庄学院图书馆 刘瑞瑞 李文革 智慧图

书馆创新服务模式实践研究——以石家庄学院

图书馆为例 

13 兰州大学图书馆 刘小威 我国公众健康信息

素养教育中高校图书馆发挥作用的机制构想 

18:00-20:00 晚餐 黄河楼 

20:30-21:30 第四次论坛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 
兰州大学图书馆 

第一会议室 

9 月 26 日 

8:30-9:10 

陈  凌 

专家报告 4：兰州大学图书馆馆长 沙勇忠  

报告题目：大数据背景下的用户行为研究 

兰州大学图书馆 

四楼报告厅 

9:10-9:50 

专家报告 5：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 王新才 

报告题目：关于智慧图书馆人才需求与培养的

初步思考 

9:50-10:30 
专家报告 6：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 马继刚  

报告题目：智慧图书馆助推人才培养改革 

10:30-10:50 茶歇 

10:50-11:30 交流互动 

11:30-12:00 

赞助商代表产品推介 

1 杭州麦达电子有限公司（15 分钟） 

2 北京清大智博科技有限公司（15 分钟） 

12:00-13:00 午餐 兰大丹桂苑二楼 

14:00-15:00 余海宪 

馆际交流（20 分钟/人） 

1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汪育健：RFID 项目实施

经验分享 

兰州大学图书馆 

四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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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交大图书馆 郭晶：“思源荐书系统”开启

资源建设新模式 

3 清华大学图书馆 范爱红：从图书馆服务的跨

界“融合”与“借智”谈起——清华大学图

书馆若干创新服务案例介绍 

15:00-16:30 
陈  进 

头脑风暴、馆长论坛 

16:30-17:00 闭幕式：沙勇忠馆长总结 

17:30-18:30  晚餐 兰大丹桂苑二楼 

9 月 26 日

至 29 日 

文化参观，行程四天，1450 元/人，费用自理  

9 月 26 日晚 20:30 在兰州大学正门口（东方大酒店对面）乘车 
敦煌 嘉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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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安排 

 

9 月 24 日 
午餐(12:00-13:00)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餐厅 

晚餐(17:30-18:30)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餐厅 

9 月 25 日 
午餐(12:00-13:00)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餐厅 

晚餐(18:00-20:00) 黄河楼 

9 月 26 日 
午餐(12:00-13:00)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餐厅 

晚餐(17:30-18:30)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餐厅 

 

会务联系人 

 

宋  戈 副馆长 会务总负责 13893244876 

牛  勇 办公室主任 会务总协调 13519310537 

张春燕 办公室副主任 接待总负责 13919258945 

何显华 技术部主任 技术总负责 13919345257 

张继忠 数字资源发展部主任 会务协调 13893492235 

赵发珍  综合 18394334458 

陈松青  餐饮 13919454962 

张  琳  财务 13919900939 

田玉坤  技术 1399312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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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住宿：兰州东方大酒店 

兰州东方大酒店位于兰州市中心，与兰州火车站乘坐公交车仅 3 站地。酒店

为机场大巴的终点站，交通非常方便。由甘肃东部集团筹资兴建，是集住宿，餐

饮，娱乐。健身、商务、旅游、美容美发和艺术摄影于一体的多功能酒店，酒店

拥有 228 间房，餐饮以纯粤菜为主，以西北地方菜为辅，满足宾客不同口味，设

施齐全，方便舒适。 

  酒店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 523 号 

  酒店服务电话：4007-16-4007 

乘车路线：  

1、 中川机场——东方大酒店 

        乘坐机场大巴至兰州东方大酒店（终点）下车即到，时长 1 小时，费用

30 元；打的约需 200 元。 

    2、 兰州火车站——东方大酒店 

        兰州火车站乘 1 路、7 路、16 路、131 路、127 路公交至兰州大学站下

车，过马路即到；打的需 10 元。 

  住宿说明： 

  1、会务组在兰州东方大酒店以优惠的价格为参会代表预定了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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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人间数量有限，如不能满足所有参会人员要求，将安排在标间住

宿。 

  2、房费中包含次日免费早餐。 

  3、因个人提前到会离会等原因无法安排合住而产生的单人房差由个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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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兰州城关区农民巷 2 号旅游大厦 11 楼 730000 

电话:  0931 -841 6163  传真:  0931- 841 6161 

电子邮件(MSN):jannyqlj@sohu.com   QQ：459124740 

敦煌、嘉峪关考察线路 

第一天: 

晚上乘火车 K9661(21:38/08:05)赴嘉峪关 （夜宿火车）。 

第二天:  

8:05 抵达嘉峪关,早餐后，午餐后游览万里长城的西起点---天下雄关嘉峪关城

楼，悬臂长城,午餐后汽车赴敦煌,汽车赴敦煌，沿途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的戈壁风光（住敦煌）。 

      
第三天: 

早餐后游览沙漠奇观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可自由在内：骑骆驼、滑沙、飞翔等,

午餐后游览东方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一佰年前道士王元禄的一次意外发现让

世人认识了莫高窟；晚餐后乘火车返回兰州 K9668(18:58/09:10)（夜宿火车）。 

       

第四天:  

9:10 抵达兰州，早餐后航班或火车返回温暖的家。 

 

备注：1450 元/人(三星酒店,51 座车,旅游发票,会议发票每人加 100 元) 

联系人：秦丽娟   TEL：0931-8416163     13893285135 

 

 



 

 

2013 年“第六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参会人员通讯录 
序号 类型 姓名 单位 职称 职务 电邮 电话 

1 港澳台 黄朝荣 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  馆长 shirley.cw.wong@polyu.edu.hk  

2 

大陆 

朱  强 北京大学图书馆  馆长 zq@lib.pku.edu.cn  

3 马继刚 四川大学图书馆  馆长 majigang@scu.edu.cn  

4 王新才 武汉大学图书馆  馆长 xincaiwang@163.com  

5 陈  进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馆长 jinchen@lib.sjtu.edu.cn 13482125536 

6 郭  晶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jguo@lib.sjtu.edu.cn 13671615665 

7 顾建新 东南大学图书馆  馆长 gujx@seu.edu.cn 025-52090321 

8 陈  凌 北京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chenl@calis.edu.cn  

9 余海宪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副馆长 hxyu@library.ecnu.edu.cn 13601791930 

10 汪育健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028-61830182 

11 沙勇忠 兰州大学图书馆 教授 馆长 shayzh@lzu.edu.cn 13893322647 

12 杨  毅 兰州大学图书馆  书记 yyang@lzu.edu.cn 13893600626 

13 陆为国 兰州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副馆长 wglu@lzu.edu.cn 13919282605 

14 宋  戈 兰州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副馆长 songge@lzu.edu.cn 13893244876 

15 范爱红 清华大学图书馆  主任 fanah@lib.tsinghua.edu.cn  

16 张  健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馆长 359560302@qq.com 18907716323 

17 刘海蓉 复旦大学图书馆 馆员  hrliu@fudan.edu.cn 13817621125 

18 谢  琳 复旦大学图书馆 馆员  lxie@fudan.edu.cn 13564079457 

19 都平平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副馆长 ppdu168@126.com  

20 汪  媛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主任 wangyuan@cumt.edu.cn 13913479273 

21 郑建丽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馆员 主任 zhengjl@163.com 15005216011 

22 丁建华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馆员 副主任 djhua@cumt.edu.cn 13852473368 

mailto:hxyu@library.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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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曾  勤 北京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zengqin@lib.pku.edu.cn 13693644460 

24 彭少贤 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教授 馆长 psxbb@sina.com 13098820810 

25 刘海梅 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馆长助理 lhmyf@163.com 15623901089 

26 陈文斌 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馆长助理 362614552@qq.com 18672391369 

27 吴继伟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13789816705@139.com 13789816705 

28 韩宝明 北京交通大学  馆长 Bmhan@bjtu.edu.cn 13501203007 

29 张丽英 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   zly@library.ustb.edu.cn 13381425496 

30 王辉全 四川民族学院图书馆  馆长 whq@scun.edu.cn 13086351306 

31 黄惠烽 四川民族学院图书馆 馆员  16774157@qq.com 18990465822 

32 贾  娜 济宁医学院  书记  13863765988 

33 戴伟娟 济宁医学院  馆长 Weijuan-d@163.com 18766855577 

34 赵海丽 山东交通学院图书馆  馆长 Zhl601@126.com 13608920652 

35 王  玮 中国人民大学 馆员  wangwei2012@ruc.edu.cn 15210986657 

36 张  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馆员  zhangnian@buaa.edu.cn 13552879806 

37 邹  敏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教授 馆长 zoum@lsnu.edu.cn 0833——2271233 

38 秦  红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主任  0833——2271233 

39 彭  翔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主任  0833——2271233 

40 吴  浪 湖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Wulang8975@126.com 13667328975 

41 崔令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教授 馆长 Tsgxxzx@126.com 13863170038 

42 陈立章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主任 Tsgxxzx@126.com 13561816565 

43 刘俊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主任 107741247@QQ.com 13863168950 

44 杨军花 南开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yangjunhua@nankai.edu.cn 13820990296 

45 李文兰 天津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副馆长 liwl@lib.tju.edu.cn 18920370727 

46 尹  红 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  副馆长 416649998@qq.com 028-85092811 

47 阴晓蓉 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  部长 cdtytsg@126.com 028-8508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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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雷泽勇 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  部长 cdtytsg@126.com 028-85085328 

49 唐  健 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 助理馆员  30800911@sina.com 13981738785 

50 袁曦临 东南大学图书馆  主任 yuan_xl@seu.edu.cn 025-83795891 

51 陈  霞 东南大学图书馆  主任 chenxia@seu.edu.cn 025-52090335 

52 胡  彬 东南大学图书馆  主任 amlauto@seu.edu.cn 025-52090337 

53 范莹莹 东南大学图书馆  副主任 fyy@seu.edu.cn 025-52090327 

54 何  隽 贵州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hjj27236@163.com 0851-8298086 

55 蔡  梅 贵州大学图书馆  主任 Lib.mcai@gzu.edu.cn 0851-8298086 

56 陈  斌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副馆长 chenb@mail.lib.xjtu.edu.cn 13088960371 

57 刘丽斌 河北大学图书馆 馆员  llb110@126.com 13603288516 

58 曲忠仪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馆长助理  zyqu@ecust.edu.cn 18917100006 

59 李雪岩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副主任 xyli@ecust.edu.cn 13816356345 

60 康  健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主任 jkang@ecust.edu.cn 13611785575 

61 庞  云 湖南省肿瘤医院 副研究馆员 馆长 Pangyuen2003@126.com 13627310996 

62 谢穗芬 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  馆长 suifenx@sdu.edu.cn 0631-5688891 

63 陶桂芬 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 馆员    

64 栗  霞 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 馆员    

65 王振妘 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  部主任   

66 李志涛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副研究馆员  dzxxlzht@sina.com 15620816085 

67 方向明 安徽中医药大学 教授 馆长 fxm.bsh@163.com 13955189827 

68 刘恩涛 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  主任 let@ustb.edu.cn 010-62332678-80 

69 冯云辉 兰州商学院图书馆  书记  13909445649 

70 朱  同 兰州商学院图书馆  馆长  13519641042 

71 杨晓东 兰州商学院图书馆  主任  13659440133 

72 王兴华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党支部书记    02157126385 

mailto:llb110@126.com
mailto:suifenx@sdu.edu.cn


 

 

73 张卓良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zzl767@qq.com  13661656581 

74 余明利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馆员  yml.117@163.com 13670219117 

75 陈丽丹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馆员  chenld@utsz.edu.cn 13760496675 

76 陈燕君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助理馆员  chenyj@utsz.edu.cn 13632643621 

77 张长荣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zcrzxnm@gmail.com 13893289005 

78 车  瑞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部主任 79987046@qq.com 13893289925 

79 宫玉梅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副院长 Gongym681@163.com 13919086096 

80 程  里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馆长 Chengligs@126.com 13893376150 

81 王启程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主任  13909426162 

82 陈  明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图书馆  馆长 15530661188@163.com 15530661188 

83 卢章平 江苏大学图书馆  馆长 lzping@mail.ujs.edu.cn 13705282152 

84 陈桂芳 江苏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cgf@mail.ujs.edu.cn 13218390668 

85 黄小华 江苏大学图书馆  主任 1000000431@mail.ujs.edu.cn 13952924861 

86 杨  桦 江苏大学图书馆  副主任  13925802037 

87 朱安青 江苏大学图书馆   zhuaq66@mail.ujs.edu.cn 13952889244 

88 查新天 江苏大学图书馆     

89 汪满容 江苏大学图书馆     

90 田启华 三峡大学 教授 馆长 tqh@ctgu.edu.cn 13972603556 

91 林  清 福建工程学院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副馆长 linqing@fjut.edu.cn 13860611413 

92 满自斌 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  主任 80024964@qq.com 13919809261 

93 周秀敏 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  主任 14938215@qq.com 13993125325 

94 张奇伟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教授 馆长 qwzhang@bnu.edu.cn 010－58808163 

95 李晓娟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研究馆员 书记 lixj@bnu.edu.cn 010－58808161 

96 李文革 石家庄学院图书馆  馆长 lwg218@126.com 31166617270 

97 魏杏典 石家庄学院图书馆  副馆长 wxstsg@126.com 31166617271 



 

 

98 刘瑞瑞 石家庄学院图书馆   luirr@qq.com 18633928196 

99 刘淑梅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馆员  liusm@ihep.ac.cn 18910139210 

100 刘世宏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馆员  liush@ihep.ac.cn 13641072234 

101 张应祥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教授 书记 zyx@nwpu.edu.cn  13891905881 

102 路  霞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luxia@nwpu.edu.cn  15319993343 

103 胡永生 武汉大学图书馆  副主任 yshu@lib.whu.edu.cn 027-68754186 

104 徐  璟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任 xujing@lib.sjtu.edu.cn 13795450670 

105 兰晓媛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xylan@lib.sjtu.edu.cn 15921555514 

106 刘相金 山东大学图书馆  书记 liuxj@sdu.edu.cn 18805315818 

107 宋丽萍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副馆长 176659998@qq.com 15966884468 

108 汲言斌 山东大学图书馆  主任 yanbinji@sdu.edu.cn 15910103121 

109 郭光威 山东大学图书馆  分馆馆长 guogw@sdu.edu.cn 13066038198 

110 侯翠兰 山东大学图书馆  分馆馆长 hcl@sdu.edu.cn 13869152587 

111 张小青 南京大学图书馆  主任 zxq@nju.edu.cn 13951823545 

112 慎月梅 南京大学图书馆 馆员  shenyuemei@nju.edu.cn 18251881408 

113 尹红梅 南京大学图书馆 馆员  1656690639@qq.com 13851743360 

114 朱伟伟 南京大学图书馆 馆员  zhuweiwei@nju.edu.cn 13002535532 

115 谢  蓉 重庆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116 陈  文 重庆大学图书馆  副书记   

117 李俊红 重庆大学图书馆     

118 沈  敏 重庆大学图书馆   smin@cqu.edu.cn 13452122060 

119 王荣坤  东北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副馆长 neuwrk@126.com   024-83687576 

120 马  健 宁夏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13995009585 

121 门建新 宁夏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13909575662 

122 路  霞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luxia@nwpu.edu.cn   



 

 

123 刘彦丽 北京大学图书馆     liuyl@lib.pku.edu.cn 010-62751051 

124 何清芳 同济大学图书馆  馆长   

125 王  虹 兰州大学图书馆     wang_hong@lzu.edu.cn 13919071237 

126 刘小威 兰州大学图书馆     xwliu@lzu.edu.cn 13519625335 

127 陈  雯 广州联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 cw@libtop.com 13893464525 

128 汤  伟 广州联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tw@libtop.com 15009295682 

129 严  华 北京智诚阅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749485043@qq.com 18611767185 

130 刘文斌 北京智诚阅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770304432@qq.com 13893640208 

131 张  超 北京智诚阅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279208282@qq.com 15934828542 

132 李洪江 北京清大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  13991133668 

133 申海勇 北京清大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wmdjy6688@qq.com 15349782436 

134 郑智宇 杭州麦达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wisdom@metadata.com.cn 13305718543 

135 牛  勇 兰州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主任 niuyong@lzu.edu.cn 13519310537 

136 张继忠 兰州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主任 zhjz@lzu.edu.cn 13893492235 

137 何显华 兰州大学图书馆   馆员 主任 hexh@lzu.edu.cn 13919345257 

138 张春燕 兰州大学图书馆 馆员 副主任 zhangcy@lzu.edu.cn 13919258945 

139 张  琳 兰州大学图书馆 馆员  zhanglin@lzu.edu.cn 13919900939 

140 陈松青 兰州大学图书馆   sqchen@lzu.edu.cn 13919454962 

141 赵发珍 兰州大学图书馆   zhaofzh@lzu.edu.cn 18394334458 

142 田玉坤 兰州大学图书馆    1399312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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