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书 馆
概况
2015 年图书馆启用津南校区中心馆，与八里台校区的逸夫馆、理
科馆、经济分馆形成“两地四馆”新格局。总建筑面积 71610 余平方
米，总座位 5000 余席。重新调整部门建制，设两室九部：办公室、津
南新馆建设管理办公室、文献资源部、读者服务一部、读者服务二部、
读者服务三部、信息咨询部、数字资源部、网络技术部、多媒体服务
部、古籍特藏部。在编职工 125 人，其中，研究馆员 2 人，副研究馆
员 36 人，馆员 56 人，助理馆员 16 人，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占职工总数
30%。具有大本以上学历的 108 人（其中博士 6 人，硕士 52 人），占
职工总数的 86％。招聘新职工 10 人，退休 4 人。
文献资源建设
全年经费投入 1983.47 万元。其中用于支付数据库使用费 744 万
元，购置镜像数据库经费 241.6 万元，购置中、外文图书经费 438 万
元，购置期刊经费 423 万元。
2015 年购置中文图书 22844 种，61469 册；外文图书 3008 种，3368
册（其中，文科专款图书采购 1009 种，1305 册；理科专款 577 种，602
册）；购置中文报刊 1576 种，外文报刊 465 种；接受捐赠中文图书 1112
册；接受捐赠中文期刊 5443 册，外文期刊 399 册。图书馆购买数据库
系统 55 个，子库 82 个（不包括学院自行购买的库）。拥有可访问的
数据库系统 109 个，子库 334 个。
津南校区图书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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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17 日图书馆正式全面启动搬迁工作。在三周之内，完
成津南新馆 200 余种 4000 余件家具的组装摆放工作；完成新馆多媒体
视听区、电子资源检索区、多人研修间等读者服务区域的近 300 台设
备安装调试；完成 170 余万册图书的搬迁上架工作；完成津南新馆的
环境布置及各项开馆准备工作。9 月 5 日如期开馆，为新校区整体的稳
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津南新馆在布局和设计上采用一门式管理模式，推行大开放、大
服务格局，集“藏、查、借、阅、参”于一体，除传统的读者借阅服
务区外，增设了多媒体视听区、电子资源检索区、研修间、休闲讨论
区以及具备院线级高清视频和 3D 视频播放功能的放映厅。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购置触控一体机、智能平板电脑、检索机等近 300 台智能化
设备；购置钢木书架、原木桌椅等共计 229 种 10949 件家具，其中包
含 2000 余席阅览座位，673 个樟木防虫书柜以及软装沙发、异形书架、
影视座椅等。图书馆在提升硬件水平的基础上，拓展了各种创新服务，
包括：移动图书馆、信息发布系统、RFID 智能图书自助借还系统、座
位管理系统、IC 空间管理系统、3D 导航、自助借还、自助文印系统智
能化信息管理系统。全年使用经费中津南新馆建设经费 2982 万元。
读者工作
全年接待读者 736043 人次；借书 263516 册次，还书 249697 册次；
馆际互借 1842 册，文献传递 9237 件；读者培训和迎新教育 69 次，3800
余人参加；完成科技查新检索报告 243 项，收录引用检索报告 434 份，
博士论文 SCI、EI 认证 557 项，检索证明 87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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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图书馆逸夫楼建设了全新的“多媒体悦读空间”，开辟
了五大服务区及两项拓展服务，推出检索阅览服务、移动体验服务、
图形工作站、一体机体验、学术视频观摩、图书手机下载服务以及音
频欣赏专座，为读者打造学习研究空间和文化艺术空间。
延伸馆际互借服务，积极参与 CALIS 资源与服务共建共享，实现
高端信息服务创新。参加了“首届天津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
在决赛中以案例“信息专家• 人文关怀• 伙伴关系——南开大学图书
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实践与思考”获得一等奖。在 2015 年 CASHL 的年
度评估中，获得原文传递服务全国学科中心二等奖。
图书馆举办 “遇见，悦读！”为主题的第五届“南开读书节”，
组织开展一系列读书宣传活动，引领全校师生博览群书，营造“读好
书、好读书、会读书”校园文化氛围。在第 19 届优质服务月活动期间，
为公共英语教学部老师举办“传承历史，创新服务——南开大学图书
馆资源与服务介绍”专题讲座，组织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优惠服
务”并且深入天津商业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开展 CASHL 文献传递服务
的宣传培训。
数字化工作
截至 2015 年，图书馆拥有服务器 24 台，存贮容量 100TB，数据容
量 100TB，业务用 IP211 个，读者用 IP338 个。
为满足两个校区读者需求，加大了镜像数据库的订购比例，继百
万电子图书阅读平台建设、民国电子图书，2015 年又相继引进了中华
再造善本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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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雕龙古籍全文数据库、HD 高清多媒体资源服务平台、申报等镜
像数据库资源。
继续推进馆藏数字资源建设。对“周恩来精神与南开”、“公司
治理研究专题数据库”、“南开话剧专题研究数据库”、“南开大学
名师数据库”、“高校教学参考书全文数据库”等原有数据库进行内
容更新和功能完备，推进“本校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建设。
重视古籍文献整理开发和数字化实现。《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普
查登记目录》正式出版，这是全国第十二部普查登记目录；基本完成
学校宣传部校史办扫描版《人民南开》；馆藏《东北地理教本》影印
出版；《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正式出版；完成了“满
铁数据库”的建设工作；“我与中华古籍”摄影大赛中，由我馆提供
的照片在天津图书馆网站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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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篇，其中核心期刊 11 篇；邀请、接待国内外同行、
专家来访 49 次；选派部门业务骨干（16 人）参加国内专题学术研讨会
12 次。申报天津哲学社科规划资助项目 1 个，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 1
个，全国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组研究项目 1 个，天津市教委
立项重点调研课题 1 个。
管理工作
“两地四馆”全面形成藏、借、阅一体的全开放格局。继经济学
分馆、逸夫馆后，理科馆调整布局，形成了总服务台管理模式，为读
者创造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借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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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安全责任意识，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制度，确定图书馆各房间
安全责任人，张贴疏散通道示意图等相关标志；定期举办安全消防知
识讲座，每学期举办消防演习，提高员工与读者安全意识；强化四个
馆舍值班保卫和物业管理，提高安全防范和保洁服务水平。完成了迎
水道校区图书馆家具、设备等资源的整理、报废工作。
党群工作
图书馆党总支于 2015 年 4 月更名为中共南开大学图书馆党委。截
至 2015 年底，图书馆共有党员 76 人，在职党员 73 人，正式党员 73
人，预备党员 3 人，发展党员 1 名，预备党员转正 3 名。现有入党申
请人 4 人，其中积极分子 2 人。
增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观念。图书馆党委通过召开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和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中纪
委三次全会精神，学习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及相关法律法规，确立
了中心工作与廉政建设两手抓，强调“一岗双责”，党政领导班子切
实肩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
践行三严三实。坚持以上率下，班子成员立足本职岗位开展了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增强了践行“三严三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做到了专题教育与日常工作有机融合、相互促进。
着力抓好新馆建设中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所有经费大于 10 万元
的项目均通过公开招标进行采购，招投标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
程序、每一个步骤全面公开，严格按照有关法律与政策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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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重视开展党日活动，将“创最佳党日”活动进一步制度化、
规范化，成为深化三型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员教育、创新组织生活的
良好载体，并作为深化图书馆学习实践发展观活动的一项长效机制。
重要事件
1 月 16 日，《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正式出版，标
志着我校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该目录收录古籍
数据 11000 余条，共计约 123000 册。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是历史上第一
次由政府组织、收藏单位参与最多的全国性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是“中
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首要任务。
3 月图书馆联合校团委举办“书香天津”大学生校园悦读之星比赛，
活动共 43 人参加，共产生一等奖 5 人、二等奖 5 人、三等奖 9 人、优
秀奖 3 人。其中一等奖第一名参加于 5 月 2 日举办的天津市书香校园
“悦读之星“评比，来自文学院的 2014 级硕士研究生王翀翌同学获得
市级“悦读之星”二等奖。
3 月 5 日，校党委书记薛进文到图书馆调研，参观了试运行期间的
“多媒体悦读空间”，察看了流通阅览室环境和消防安全形势，重点
调研了津南新校区图书馆建设的室内设计、家具设备招标等有关情况，
在听取图书馆工作汇报后做重要指示。
3 月 16 日，开展第五届“南开读书节”系列活动，与校团委联合
承办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和天津市高校图书工作委员会推出的“书香天
津”大学生校园“悦读之星”评选活动。
3 月 31 日，南开大学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座谈会在图书馆召开。
副校长朱光磊出席座谈，各院系资料室负责人出席。图书馆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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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教授主持座谈，馆长张毅教授就引导、推动和保障标准化作业的
文献资源共享共建进行汇报，并建议在全校范围内推动文献资料“分
采统编”和“回溯建库”的工作任务。
4 月 13 日，开通哈佛大学出版社电子图书，包含哈佛大学出版社
1913-2006 年间（版权年份）的 2,785 种已经没有库存的绝版图书电
子版。
4 月 20 日，天津市高校图工委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逸夫楼开展“全
国阅读案例推广大赛”天津赛区评选会，天津市图书馆馆长李培、项
目管理中心主任李秋实、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于良芝、教授李晓新、
副教授闫慧参加评审，天津高校图工委副秘书长李广生参加评选会，
南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穆祥望主持，最终选出天津赛区一等奖案例 6
名，二等奖 7 名，三等奖 15 名。
4 月 21 日，“遇见，悦读！”第五届“南开读书节”在图书馆逸
夫楼“多媒体悦读空间”正式开幕，副校长朱光磊到场致开幕词，图
书馆馆长张毅发言，图书馆党委书记元青主持，南开大学学工部部长
白云龙、研工部部长王巍和团委书记李康参加开幕仪式。仪式上还对
年度读书达人（本科 32 人、硕士 14 人、博士 20 人）、优秀学生馆员
（16 人）、优秀志愿者（6 人）、“悦读之星”（一等奖 5 人、二等 5
人、三等 9 人、优秀 3 人）进行表彰，多媒体悦读空间、留言墙正式
启动，超星电子书借阅机正式投放使用。
5 月 21 日，开通 WILEY 电子教材 764 种。
6 月 8 日，图书馆开始实行刷卡出入馆制度，凡进出图书馆者一律
凭本人“校园卡”通过门禁系统刷卡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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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军事院校图书馆委员会《军队院校图
书馆“十三五”建设发展规划》起草小组来馆调研并交流座谈，小组
成员包括军事交通学院图书馆馆长顾英、副研究馆员姚海法，国防大
学图书馆馆长李抒，空军航空大学图书馆馆长孙德建。与会人员包括
商学院柯平教授、徐建华教授，图书馆副馆长穆祥望、王娟萍、天津
高校图工委副秘书长李广生。调研主题包括未来五年图书馆面临机遇
与挑战、互联网+图书馆理解、知识组织与情报服务改革、军地图书馆
融合与共建共享等内容。
7 月 10 日，图书馆在逸夫楼报告厅召开搬迁动员大会，图书馆党
委书记元青主持会议，就新馆新定位、资源配置、轮班制度、搬迁流
程等方面做了说明。全馆 45 岁以下职工、新到馆员工以及涉及文献搬
迁的部门主任参加了动员大会。
7 月 17 日，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图书馆五十余人参加。图
书馆获 2015 年度天津三八红旗集体称号和天津市教育系统“教工先锋
号”先进集体称号。
8 月 17 日，为配合学校津南校区如期开学，图书馆文献搬迁工作
正式启动。
9 月 5 日，经过三周任务突击，图书馆津南校区中心馆如期亮灯开
馆。
9 月 18 日，图书馆津南校区中心馆开始实行每天 8:00 至 22:00
全周开放服务。
9 月 25 日，在图书馆工会组织下，图书馆职工积极参加校运动会
获得教工甲组团体总分第五名并再次蝉联教工精神文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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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在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
的“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中，南开大学图书馆的
“日新阅异——南开读书节阅读推广案例” 荣获二等奖。此次大赛于
2014 年 10 月启动，在全国六个分赛区及港澳台地区开展初赛和全国总
决赛，共收集参赛案例 456 个，其中 118 个优秀案例入围，38 个案例
进入现场展示，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和特别奖。
10 月 28 日，尹德明、成其圣、朱丽萍等市领导到南开大学参观考
察。参观团一行在学校党委书记薛进文的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津南校
区中心馆二楼服务大厅、多媒体视听区、电子阅览室和三楼学生阅览
室，图书馆党委书记元青、馆长张毅等馆领导参与陪同。
11 月 2 日，由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与图书馆共同举办为期
五天的“国外原版学术图书巡回展”。
11 月 5 日，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南开大学名誉教
授罗马诺• 普罗迪到访南开大学，参观了刚刚建成启用的津南校区。
11 月 19 日，意大利费德里克二世大学校长一行五人在关乃佳校长
陪同下参观图书馆津南校区中心馆，图书馆党委书记元青参与陪同。
11 月 19 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俊滨带队的市人大代表约
40 人在学校党委书记薛进文等陪同下参观图书馆津南校区中心馆，图
书馆党委书记元青等参与陪同。
11 月 23 日，南开大学图书馆津南校区（中心馆）和八里台校区（逸
夫馆、理科馆、经济学分馆）两个校区的四处馆舍，开始面向全体南
开师生推行“全开放”服务模式，四馆均可实现“藏、查、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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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于一体的现代化服务格局，师生只须凭借校园一卡通就可以享受
“一站式”服务。
12 月 3 日，“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 开通，该库共收录了从 1833
年至 1911 年间出版的 302 种期刊。
12 月 14 日，图书馆津南中心馆密集书库正式面向读者开放，书库
存放了 29 万中文全类二线藏书。
12 月 15 日，图书馆津南校区中心馆推出“单人研读间”及“多人
研讨室”，并采用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 IC 空间)
预约系统在线预订，师生可以免费享用安静舒适、生动有趣的学习研
讨“专属领地”。
12 月 15 日，全国人大代表 40 余人在校党委书记薛进文等的陪同
下参观图书馆津南校区中心馆，图书馆馆长张毅等陪同。
12 月 21 日，《申报》数据库开通。《申报》是旧中国在上海出版
的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前后历时 78 年，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
近八十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12 月 21 日，图书馆津南中心馆多功能厅举办“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赏析”活动，这是津南中心馆开馆以来第一场讲座。
12 月 23 日，市政协委员 19 人一行在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
式琪的陪同下参观图书馆津南校区中心馆。
12 月 28 日，图书馆党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对照“三
严三实”内容自我检查，图书馆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撰稿人：董蓓 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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