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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概况 

2014年度图书馆在编职工 120 人，其中，研究馆员 3 人，副研究

馆员 35 人，馆员 57 人，助理馆员 7 人，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占职工总

数 32%。具有大本以上学历的 104 人，占职工总数的 88％，其中博士

6 人，硕士 42 人。本年度招聘新职工 3 人，退休 7 人。本届领导班子

成员有：馆长张毅教授，党总支书记元青教授，副馆长穆祥望研究馆

员、王娟萍研究馆员、孟杰讲师。图书馆设办公室、八个业务部门和

两个分馆。 

文献资源建设 

全年经费投入 2015.28 万元。其中用于购买数据库经费和数据库使

用费 730.3 万元，购置中、外文图书经费 360 万元，购置期刊经费 417

万元。 

2014 年当年购置中文图书 18937 种，47838 册；外文图书 2501 种，

2654 册（其中，文科专款图书采购 1264 种，1311 册；理科专款 317

种，367 册）；购置中文报刊 1447 种，外文报刊 488 种。接受捐赠中

文图书 3211 册；接受捐赠中文期刊 4232 册，外文期刊 298 册。中央

数据库总数据量为 583995 种，1717449 册，其中，中文书 404667 种，

1297921 册；外文书 167734 种，240619 册；中文刊 6566 种，101617

册；外文刊 5026 种，77839 册。 

截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图书馆出资购买的数据库平台 46 个，

子库 68 个（不包括学院自行购买的库）。拥有可访问的数据库平台 96

个，子库 306 个，其中本馆独立购买的数据库系统 13 个，子库 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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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DRAA 联盟采购的数据库系统 28 个，子库 40 个；参与 TALIS 集

团采购的数据库系统 5 个，子库 10 个；可访问 TALIS 集团的数据库系

统 41 个，子库 186 个；校内学院自行购买数据库系统 8 个，子库 8 个；

NSTL 订购的数据库系统 1 个，子库 44 个。 

读者工作 

全年接待读者 820582 人次；借书 238382 册次，还书 224381 册次；

馆际互借 1757 册，文献传递 12157 件；读者培训和迎新教育 58 次，

5333 余人；完成科技查新检索报告 330 项，收录引用检索报告 235 份，

博士论文 SCI、EI 认证 602 项，检索证明 1462 件。 

引进“移动图书馆”、“南开搜索”和“百链”馆际资源共享网

络服务平台，整合实体馆藏与网络资源、发现知识聚类、对接网络与

移动服务，实现一站式资源检索服务，让师生自由选择咨询、新书推

荐、评论、馆际互借等功能，为教学科研提供更加快捷和丰富的文献

信息服务。推出自助借还、自助文印服务，师生使用一卡通即可在校

园网任何一台电脑完成自助服务,提高和优化文献利用环境，让师生体

验自我的图书馆。改革电子阅览室管理方式，积极与信管办合作，推

出“学术期刊直通车”，图书馆免费向师生提供电子阅览服务，实现

在校园网内访问学术资源数据库免收校园网流量费用。有效降低师生

的检索费用，提高师生对学校已购电子期刊的使用率，对学校的教学、

科研产生推动作用。 

调整图书馆布局，实行借书、阅览、检索、咨询一站式服务。学

科馆员参与“全开放”总服务台工作模式，深化学科服务层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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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推送服务和高端学科服务，完成《“大数据”学科主题研究现

状及趋势分析报告》等高端学科咨询报告三份。 

延伸馆际互借服务。南开大学图书馆牵头，联合吉林大学、山东

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组织了全国性的 CASHL 历史学科图书、期

刊和大型特藏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优惠活动，CASHL 珍贵的大型特

藏文献首次以 100%优惠的幅度向全国读者提供服务。荣获全国图书馆

联盟协同服务创新研讨会暨 CASHL 服务启动十周年纪念“CASHL 优

质服务创新奖”，2014 年度 CASHL 中心馆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一等

奖。 

以活动拓展读者服务工作。举办以“超越时空，发现悦读”为主

题的第四届“南开读书节”系列活动；以“发现服务—功能强大的南

开搜索”、“洞悉现在，发现未来—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助力南开科

研”为主题的专家讲坛；”诵读经典，扬帆起航“图书馆新生入学教

育主题书展，以及 “调整借阅权限，实现馆藏俄文图书自助借阅”、

“开设考研资料专架，助力研究生备考”、“‘心存感恩，书香飘扬’

图书漂流活动”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得到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和

称赞。流通阅览部获天津市教育系统“教工先锋号”先进集体称号。 

现代化、数字化 

截至 2014 年，图书馆拥有服务器 20 台，存贮容量 75TB，数据容

量 35TB，业务用 IP160 个，读者用 IP170 个。 

引进“移动图书馆”、“南开搜索”和“百链”馆际资源共享网

络服务平台，整合实体馆藏与网络资源、发现知识聚类、对接网络与

移动服务，实现一站式资源检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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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OVID 医学电子教材 39 种和农学电子教材 138 种、培生电子

教材 982 种、优越外文原版电子书等数据库资源，覆盖工业技术，医

药、卫生，经济、商业，计算机科学，人文历史，参考工具书等各领

域。 

整合揭示互联网免费资源，为用户提供多角度导航。截至 2014 年

底，图书馆电子资源导航平台共整合 1342 条开放存取电子期刊，以及

美国国家学术出版社电子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NU 电子出版库等

45 条免费资源。 

继续推进馆藏数字资源建设。充分利用我校资源特色和学科优势，

建设了一批具有学术水平的专题数据库。在对原有数据库进行完善更

新和宣传推广的同时，申报并获批天津市数图中心项目“周恩来精神

与南开特色库”。 

重视古籍文献整理开发和数字化实现。完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的核对工作，推进“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出版工作；

组织完成第五批珍贵古籍申报工作；参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珍

贵古籍题跋整理项目”；参加天津市图书馆中华辞库建设合作项目，

提供 6 种馆藏文献资源。 

科研与学术交流 

馆内职工在图书馆专业期刊上发表有关图书馆建设和业务管理方

面的学术论文 17 篇，其中核心期刊 12 篇；参加业务培训 6 次（8 人），

邀请、接待国内外同行、专家来访 10 次；选派部门业务骨干（31 人）

参加国内专题学术研讨会 24 次。申报天津哲学社科规划资助项目 1 个，

CASHL 管理中心项目 1 个，TALIS 管理中心项目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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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 

推动学院资料室纳入学校图书管理系统。借助新服务平台，建立

分馆工作模式，启动院资料室数据资源整合工作，并在前期摸底调研

的基础上，研讨工作流程，制定、实施编目方案，利用技术手段对进

入管理系统的数据进行内容的检查与判断、分析与筛查，指导资料室

人员进行数据规范化修改。 

制度建设方面，为进一步理顺工作流程，强化内控机制，加强馆

藏资源管理与队伍建设，图书馆出台、修订了一系列规定和管理办法, 

包括《南开大学文献类资产管理办法》(草案)、《图书馆财务内控制度

实施细则》、《职工出差管理办法》、《公文处理办法》、《图书馆

临时工管理的规定》、《图书馆门卫工作规范》，《关于图书馆设备

管理实施办法》，《图书馆业务统计工作制度》等。特别是按照教育

部财务司《关于开展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自查自纠工作

的通知》（教财司函[2014]401 号）要求，制订了《文献类国有资产管

理自查自纠规范与要求》，并根据南开大学国有资产自查自纠工作安

排，由图书馆牵头对 “图书、期刊、数据库等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

行了自查。 

注重电子信息资源的引进与共享。审慎把握数据库订购原则，严

格执行数据库订购程序，综合考评数据库资质，采购符合学科发展需

要、性价比高、合理地使用专项经费，确保有限的数据库资源发挥出

最大的社会效益。 

中心馆改造完成藏、借、阅一体的开放格局，以“全开放”形式

向广大师生服务。实行从 8 点至 22 点连续开馆，大范围地延长开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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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读者创造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借阅环境；及时更新入馆

指南、读者使用须知、文明阅览公约、存包柜使用须知等指示牌，方

便读者利用图书馆；针对书库严重饱和的现状，压缩办公用房，缓解

库容紧张矛盾。 

消防安全方面， 2014 年协助学校保卫处，完成了图书馆古籍书库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已到 10 年报废年限的 35 个二氧化碳储气钢瓶报

废更新工程的招标及安装施工工作。 

新校区图书馆建设 

2014 年 4 月，津南新馆顺利通过主体验收，该项目全部转入建筑

装修阶段。图书馆成立“津南新馆建设办公室”，与新校区规划建设

指挥部密切配合，在前期调研基础上定期开展汇报、研讨，对未来新

馆建设决策提出参考意见。先后赴京津、沪宁、粤赣、江浙等地，通

过对厂商及用户实地考察，学习了兄弟图书馆新馆建设的成功经验，

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明确了津南新馆建设的方向。 

截至 2014 年底，图书馆配合学校已完成了新馆首层密集书架的采

购与安装招标工作；根据学校总体搬迁安排，制定、完善了本馆的搬

迁工作方案并提交学校；用于读者服务的“南开大学津南新馆家具及

古籍特藏设备项目”、“南开大学智能图书馆管理系统”、“RFID 图

书管理系统”列入图书馆修购计划上报学校，其中“南开大学津南新

馆家具及古籍特藏设备项目”已通过学校和教育部审评，招标方案正

在不断完善中；与津南新馆弱电建设关系密切的“RFID 图书管理系统”

得到新校区弱电建设小组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图书馆组织相关人员

考察，厂商详细汇报，实施方案以及预算草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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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工作 

截至 2014 年底，图书馆共有党员 73 人，在职党员 71 人，正式党

员 68 人，预备党员 5 人，发展党员 2 名，预备党员转正 2 名。现有入

党申请人 8 人，其中积极分子 3 人。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严格按照中央及学

校党委的统一部署，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

要求，紧密围绕“为民、务实、清廉”的主要内容，聚焦“四风”，

紧密联系图书馆工作实际，扎扎实实完成了“学习教育、听取意见”，

“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三个环节的活动

内容及任务。 

按照党委的要求，图书馆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健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把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与图书馆的常规、重点工作结合起

来。按照进度安排，完成清权确权，编制流程图、排查风险点、制定

防控措施等工作，从图书馆经费收支、资源采购、资产管理、库房管

理等重点风险点提出应加强的防控措施。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列

入部门主任业绩评价范畴，结合年度考核开展述职述廉，构建起责任

明确、逐级负责，层层落实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责任体系。 

结合党员思想实际和中心工作，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图书馆古籍

特藏部党支部“追寻校钟足迹激发爱校热情”主题党日活动荣获学校

2013-2014 年度“创最佳党日”活动二等奖。 

图书馆支持图工会带领职工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三

八妇女节”柔力球比赛获三等奖；排球赛获得教工女子二等奖；教工

游泳比赛多项获奖；乒乓球赛获女子单打第五名；运动会获得教工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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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第五名和精神文明奖；广播操比赛获三等奖；教工合唱比赛获得乙

组一等奖和最佳组织奖。 

图书馆教代会、工会 2014 年为 3 名生活困难职工向学校工会和人

事处申请临时性困难补助；看望家有婚、丧、病职工 17 人，并协助处

理相关事宜。 

重要事件 

1 月 7 日，开通 Nature Chemistry 电子期刊，该刊专门发表介绍化

学领域重要尖端的研究论文，影响因子为 21.757。 

3 月 3 日，推出“全开放”服务模式，在图书馆中心馆大厅增设“总

服务台”，实现“藏、借、阅一体”服务模式，从 8 点至 22 点连续不

间断，无闭馆日开放；同时在四个馆舍，设置 6 个自助文印点，实现

复印、打印、扫描一体化服务。 

3 月 4 日，图书馆分别在中心馆和理科馆三楼新增饮水设备，解决

读者饮水紧张问题。 

3 月 11 日，对本校师生开展为期 20 天的文献传递优惠活动，

CASHL 馆藏期刊文章享受 100%补贴。 

3 月 14 日，在图书馆张毅馆长和元青书记的带领下，部门主任、

支部书记前往新校区图书馆建设现场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参观考察

团得到了新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邢志杰书记的全程陪同和详细讲解，

充分了解新校区建设的进展情况。 

3 月 19 日，西南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同行 6 人到图书馆参

观交流。 



9 

 

3 月 19 日，“于振起大使赠书仪式”在图书馆中心馆二楼会议室

举行，南开校友、中国前驻白俄罗斯大使于振起向图书馆捐赠亲自编

纂的《外国友人看中国》、《中国人看白俄罗斯》等系列文集共 11 册。 

3 月 26 日至 27 日，为了提前谋划津南新校区图书馆主体封顶后的

内部装修、交付使用后的搬迁和管理模式等工作，图书馆党总支元青

书记、穆祥望副馆长、王娟萍副馆长带领部门负责人一行 9 人到北京

实地参观和考察新图书馆建设。先后考察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中国国家图书图书馆四家单位。 

3 月 31 日，图书馆成立“津南新馆建设办公室”，设专职协调联

络员一名，下设综合事务管理组、家具组、设备组、资源建设组，由

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兼任，为津南新校区图书馆内部装修、家具设备购

置和搬迁入驻与学校有关部门对接做积极准备。 

4 月 8 日，面向全校师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畅读”馆际互借优惠

活动。 

4 月 8 日至 10 日，图书馆党总支元青书记、穆祥望副馆长、王娟

萍副馆长带领“津南新馆建设办公室”一行 9 人到沪宁两地考察新校

区图书馆建设。先后考察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

同济大学作四所高校图书馆。  

4 月 14 日，在图书馆中心馆开展平板电脑“移动图书馆”体验活

动，全校师生在馆内免费使用平板电脑，体验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和各

类电子资源。 

4 月 23 日，在图书馆中心馆举行“超越时空，发现悦读”—第四

届“南开读书节”开幕仪式，仪式上朱光磊副校长亲自点击开通“移



10 

 

动图书馆”、“南开搜索”和“百链”三个网络服务平台，仪式中还

表彰了优秀学生馆员和“读书达人”。 

5 月 5 日，图书馆排球女队在校排球比赛中获得女子甲组亚军。 

5 月 27 日，由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

（TALIS）联合举办的天津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与推广研讨会在南开大

学图书馆中心馆隆重召开。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张毅教授，天津高教

文献信息中心主任李秋实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来自天津各高校、

高职及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的图书馆界 40 余人参加会议。 

7 月 1 日，图书馆古籍特藏党支部以“追寻校钟足迹，激发爱校热

情”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在校党委举办的 2013-2014 年度“创最佳党日”

活动评比中荣获二等奖，在表彰会上接受表彰。 

9 月 22 日，面向全校师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免费获取 CASHL

人文社科类外文期刊”文献传递活动。 

9 月 23 日，在图书馆中心馆大厅举办“诵读经典，扬帆起航 ——

图书馆新生入学教育主题书展”。 

10 月 13 日，在图书馆中心馆大厅，图书馆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

团）总公司，联合举办“2014 年秋季外文原版新书展览”，展出图书

近 4000 种，供全校师生现场选购。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9 日， 开展 CASHL 历史学科文献传递优惠活

动，此次活动由南开大学图书馆发起。 

10 月 31 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馆长、教育技术中心主任杨

锡田一行二人来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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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图书馆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1 月 3 日，图书馆“第 18 届优质服务月”活动全面启动。 

11 月 4 日至 9 日，开展 CASHL 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服务优惠活

动。 

11 月 27 日，教师发展中心联合图书馆开展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系

列讲座。首次讲座以“发现服务”为题，在南开大学商学院举办，重

点介绍图书馆建立的南开大学发现服务平台——南开搜索。 

12 月 11 日，图书馆团总支联合图工会，组织了“心存感恩，书香

飘扬”图书漂流活动。 

12 月 15 日至 25 日，开展“论文开题”文献传递优惠活动。 

12 月 15 日至 31 日，开展“外国教材中心”图书馆际互借优惠活

动。 

12 月 23 日，图书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联

合目录项目重要参建单位，被授予“2013-2014 年度 CALIS 联合目录

馆藏数据建设先进单位奖”。 

12 月 25 日，图书馆获得 2014 年度 CASHL 文献服务评估一等奖。 

12 月 26 日，图书馆在校工会组织的校职工合唱比赛中，荣获乙组

一等奖和最佳组织奖。 

12 月 27 日，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开始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撰稿人：董蓓 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