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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理事长会议和八届三

次常务理事会在杭召开 

2 月 23日上午 ,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年理事长会议

在杭州召开。学会理事长徐晓军，副理事长褚树青、潘杏梅、刘

晓清、徐益波、胡海荣及学会秘书长童庆松出席了会议。会议审

议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6年度工作总结》(审议稿)、《浙江

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度工作计划》(审议稿)，《浙江省图书馆学

会 2016年财务决算报告》（审议稿）、《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财务预算报告》（审议稿）及《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著作出

版资助方法》。对 2017年学会工作进行了部署，讨论了围绕“图

书馆服务效能”这一主题开展的年会等重点工作。 

2月 23日下午,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八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在杭

州召开。学会理事长徐晓军，副理事长褚树青、潘杏梅、刘晓清、

徐益波、胡海荣及学会秘书长童庆松等 23位常务理事出席了会

议。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吴荇列席会议，会议由学会理事长徐晓军

主持。 

刘晓清副理事长介绍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6年度工作

总结》(审议稿)和《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年度工作计划》(审

议稿)，童庆松秘书长汇报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6 年财务决

算报告》（审议稿）和《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年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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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稿），提交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方法》。

与会常务理事认真审议了 5 个文件，提出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原则上通过了这 5项文件。会上，对部分理事（常务理事）单位

提请人员变更的申请进行了表决，通过了 5 位理事（常务理事）

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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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图书馆学会2017 年学术委员会主任会议 

及分委会主任会议在杭召开 

2月23 日晚,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2017 年第一次

主任会议在杭召开。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晓清、副主任潘杏

梅、褚树青、章云兰、赵继海、王云娣、毛旭、李超平、童庆松

参加会议。   

   

会议由刘晓清主任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学术委员会2016年

工作总结和讨论了2017 年学会年会等重点工作，确定2017年省

学会学术研究课题继续沿用招标课题与自由申报课题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申报。评审通过了《移动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价研究》等

5项历年课题的结题申请。根据各分委会2016 年的活动开展情况，

评选出少儿与中小学图书馆分委会、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分委会

为“2016 年度学术活动优秀分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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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上午，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分委会2017 年主

任会议召开。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晓清、副主任王云娣、毛

旭、童庆松，分委会主任陈益君等共18 人参加会议。刘晓清介

绍了2016年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并通报了2016 年学术委员会工作

计划，12 个分委会主任分别交流了分委会2016 的工作总结和

2017 年的工作思路，与会主任就分委会的合作、学术活动和形

式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2017 年全省图书馆学（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在绍兴召开 

 

2017 年 3 月 2—3日，2017年全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联席会

议在绍兴召开，省学会副理事长刘晓清、省学会秘书长童庆松、

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吴荇、省高校图工委副秘书长郑江平以及全

省各市学会秘书长 16人参加。 

童庆松秘书长介绍了省图学会 2016年工作总结和 2017年主

要工作。各市图书馆学会秘书长分别交流了 2016年学会的工作 

亮点和 2017年工作思路,并就省学会 2017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

交流和讨论。 

刘晓清副理事长在会上充分肯定了各市学会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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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对省学会工作的支持与配合，并重点介绍了 2017年省

学会年会、建立会员学术交流平台等工作安排。他期望各市学会

能紧紧围绕政府和主管部门的中心工作，精心设计开展活动，同

时，也要发挥学会纽带作用，加强与各系统的合作，凝聚力量，

整合资源，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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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公告◆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6 年工作报告 

根据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的 2016 年工作计划， 从学术研究、交流协作、科

普宣传、学会自身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完成年初工作目标，总结如下： 

一、积极开展学术研究课题申报，举办学术研讨活动，《图书馆研究与工作》正

式出版发行，促进学术发展 

经学会学术委员会研究确定 2016 学术研究课题采用课题招标和自由选题结

合的方式进行，招标课题为“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和“基层文化中心图书

馆建设标准”二个方面。共收到申报项目 41 个，招标课题无申报。经学术委员

会评审，立项 14 个，其中资助课题 7 个。另审结历年课题 29 个。 

2016 年学术委员会、各分委会组织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学术研讨活动 13 场次，

参加研讨人员总计 1000 多人次，内容涵盖资源建设、读者服务、新技术应用、

知识空间等各方面。特别是，省学会首次与高校图工委合作，参与举办了青年学

术论坛，这也是首次有公共图书馆馆员参与这一学术活动，并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增进了公共图书馆馆员与高校图书馆馆员的相互学习和切磋。 

组织动员全省会员参与中图学会 2016 年年会征文和各项学术活动。我省有

26 篇论文参加这一征文活动，其中 2 篇获一等奖、6 篇二等奖、8 篇三等奖。 

学会协办的《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取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出版发行，

自 7 月起改版并出版发行 6 期。正式出版后，来稿数量、稿件水平有较大幅度增

长，编印质量和发行量有明显提升。这对提升我省图书馆学术研究水平将起到极

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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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浙江省区域作者发表图书馆领域学术论文共 591 篇（统计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数据库，2015 年 715篇），其中主要介绍、研究浙江省区内图书馆事业

发展文章 69 篇，内容除了资源建设等业务外，主要涉及图书馆管理（理事会制

度等）、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模式创新（城市书房、总分馆等）、阅读推广研究和

探索，特别是对近年一些新的服务创新如市民文化社团建设、作家公社等进行了

深入分析研究，有利于同行借鉴推广。 

二、组织各种讲座、展览和科普宣传活动，促进大众阅读和利用图书馆、传承优

秀中华文化 

组织全省 20 多家图书馆参与国家图书馆和中图学会联合主办的“同筑中国

梦 共度书香年”楹联文化展巡展，现场和线上同时开展，观展人数达 18 万余人。

与浙江图书馆联合承办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 3 场。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在

宁波、绍兴、丽水地区 5 家图书馆开展了“图书馆视觉空间”巡展活动，约 5000

多人观展。少儿与中小学图书馆分委会组织的“童声里的红色记忆”全国少年儿

童故事大赛及浙江地区选拔赛，以及 “我的藏书票”设计大赛和“我爱我家,红

色传承”微视频大赛，活动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效果显著。阅读推广与文化

传播分委会开通了“金典华章”公众微信号，以交流分享阅读推广的成功案例，

促进全民阅读。 

三、组织各种业务竞赛、业务培训，促进馆员业务水平提升 

承办中图学会主办的“2016 年少儿阅读推广人培训班”。我省从事少儿服务

的馆员 69 人参加了本次培训，并经考试合格被授予 “阅读推广人”（基础级）

徽标。少儿与中小学图书馆分委会联合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共同举办全省中小学

图书管理员骨干教师培训班，这也是学会首次专门针对中小学图书馆馆员开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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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培训。学术委员会举办了“社科类课题申报的专题辅导讲座”。阅读推广与文

化传播分委会组织了“全民阅读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融合”为主题的浙江省图书

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信息咨询与参考服务分委会以网络形式举办了浙江省图书

馆员信息检索大赛。学会还承办了浙江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最美基层图书

馆评选等一系列活动，促进了馆员自身学术研究、服务创新等能力的提升。 

四、开展广泛合作，组织考察和参评等，学他人之长，扬我省影响 

在开展各种活动时，注重多方合作，充分发挥学会的学习交流平台作用。活

动合作方、演讲嘉宾既有业内同行，也有社会其它机构和业外专家。2016 年，

与苏沪学会合作举办了“长三角论坛”系列活动和论文征文，我省 40 多名馆员

参与，多名专家作演讲，征文分获多个不同奖项。与福建省学会继续合办“浙闽

论坛”，以及与企业合作联合开展了多项学术研讨，举办第二届“浙思享”研讨

会，业内业外行业交流与互动。举办了“图书馆服务体系新模式”全国性学术研

讨会（中图学会 2016 年年会卫星会），会上温州市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张家

港市图书馆介绍了各自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案例，并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互

动，实地考察了温州市的“城市书房”，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既学习借鉴了外省

的成功经验，也把我省的“温州模式”、“杭州模式”等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再次

向业界作了一次宣传与推广。 

利用在福建召开“浙闽论坛”的时机，组织我省馆员赴厦门市图书馆、厦门

市少儿图书馆、厦门市同安区图书馆进行了学习考察。厦门市图书馆在利用旧厂

房改建图书馆，以及三个图书馆在阅读推广、用户服务的成绩与经验，给了我省

代表很好的启发。此次学习考察，也是省学会近年来首次组织类似活动，取得了

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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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学会积极组织全省图书馆参与中图学会组织的各项全国性评比、竞赛等活

动，积极推荐我省专家担任中图学会各委员会的委员职务，扩大和提升我省图书

馆在国内的影响。 

在中图学会“2015 年全民阅读系列评选”中，推荐 3 个单位参与申报 “优

秀组织奖”和“先进单位奖”，推荐 3 个单位申报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评选

结果是获选“先进单位”2 家：浙师大图书馆、浙大图书馆；获选“全民阅读示

范基地”三家：杭州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衢州市图书馆。在“第二届未成年

人服务论坛案例征集大赛”中，我省推荐的温州市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获一等

奖，温州、宁波和杭州三家少儿图书馆获二等奖。在“信息时代 数字未来”全

国大赛中，我省绍兴图书馆张东雄作为华东地区代表队选手之一参加本次决赛，

并获团体三等奖。推荐参评中图学会的优秀会员、优秀工作者、青年人才奖（结

果尚未公布）。 

中图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决定成立公共图书馆分会，省图学会向中图学会积极

推荐我省专家参与各委员会工作，目前有 10 名我省专家在公共图书馆分会各委

员会担任委员。 

五、积极支持和配合省社科联、中图学会的重要工作，获中图学会多项表彰 

2016 年组织申报参加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组织的科普宣传周活动，其中

“支付宝中图书馆功能使用介绍”等 3 项活动入选。承办省社科联以“推进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为主题的 2016 年文史片会，省社科联文史类社团组织负责人共

43 人参会，会后参观了全国党建先进典型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民国小镇的

民国图书馆。举办了浙江省社科联第三届年会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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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支持和配合中图学会工作。完成《中国图书馆年鉴·2015 卷》其中浙江

省篇目的资料征集、撰稿工作，提交 2015 年度浙江省各系统图书馆的综述和条

目共 2.5 万多字，照片 25 张。积极发动全省图书馆和馆员加入中图学会，壮大

我省在中图学会的会员队伍，促进提升我省图书馆的业界影响，省学会的中图学

会会员的协助发展工作在 2016 年全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受到了会

议表扬。省学会在中图学会各项会议承办、竞赛评比组织等活动中的积极工作获

得了中图学会的肯定，2016 年度共获中图学会颁发 4 项表彰，分别是 “同筑

中国梦 共度书香年”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第二届未成年人服务论坛案例征集组

织奖、 “信息时代 数字未来”--图书馆业务技能竞赛最佳组织奖、《中国图书

馆年鉴》2013-2015 编纂工作优秀单位。        

六、学会建设与日常工作 

按照国家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的有关规定，规范运营和活动，开展会员的重新

登记梳理工作。截止目前，已登记本学会分支机构 1 个、团体会员 132 个、个

人会员 1775 人，其中公共图书馆 74 家，学校图书馆 49 家，其它 9 家。［注：

重新登记前，团体会员 135个，个人会员 1574 名。目前全省有公共图书馆 100

家，高校 123家（本科院校 36家、专科 50 家、独立院校 21家、民办高校 14

家、党校 2家）］。 

学会会费收取、使用规范（另：《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6 年度财务报告》）。

编辑《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工作通讯》4 期并推送到会员邮箱。 

学会各机构工作会议正常开展： 

3 月 2 日在杭州召开了学会八届二次理事长会议，审议了《浙江省图书馆学

会2015年工作报告（审议稿）》、《浙江省图书馆学会2016年工作计划（审议稿）》、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议稿）》、《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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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财务预算（审议稿）》，并决定提交常务理事会审议，之后以通讯形式召开了八

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审议并通过相关报告和计划，并通过了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

等单位提交的 7 位理事、常务理事任职变更申请。 

3 月 30－31 日在衢州召开了全省学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会议通报了省学会

2015 年的所开展的工作以及 2016 年工作计划，交流了各市学会 2015 年的工作

和 2016 年工作计划，并对 2016 年学会之间的交流、协作等相关议题进行了讨

论。 

4 月 8 日上午在杭州召开了学会学术委员会 2016 年第一次主任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学术委员会 2015 年工作总结和 2016 年学术委员会工作计划，确定

2016 年省学会学术研究课题申报方式和课题指南，并根据各分委会 2015 年的

活动开展情况，评选出资源建设与共享分委会、少儿与中小学图书馆分委会、图

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为“2015 年度学术活动优秀分委会”。下午召开了学术委

员会分委会 2016 年主任会议，分委会主任分别汇报了各自分委会 2015 的工作

总结和 2016 年的工作计划，并就分委会的合作、学术活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

论。7 月 28 日召开学术委员会第二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本年度学术课题立项

项目。 

附：2016 年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要活动一览 

1. 4 月 14-15 日在杭州举办“馆藏研究与学术典籍建设研讨会”，70 多人参会。 

2. 5 月 18-21 日在上海宝山，与上海、江苏学会联合举办“2016 长三角地区公

共图书馆读者服务学术交流会”、“2016 长三角城市图书馆发展论坛”，浙江

40 多位代表参加。会上对 2015 年启动开展的长三角地区读者服务论文征文

获奖者进行了颁奖，我省作者获二等奖一个、入围奖二个，宁波大学刘柏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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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主旨报告、温州图书馆胡海荣、杭州图书馆陈斌作大会交流。 

3. 5 月 31 日，省学会与高校图工委联合举办第五届浙江省高校图书馆青年学术

论坛。来自高校、公共图书馆的 80 余名青年馆员参会。本届论坛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与高校图书馆服务拓展”为主题，共收到 36 篇征文，12 名作者作

了大会交流发言。 

4.  9 月 23 日在杭州举办第二届 “浙思享”研讨会，本届“浙思享”以“移动

互联环境下的图书馆新生态探讨”为主题，除了业内专家外，还邀请了 3 位

三位 IT 界精英作为演讲嘉宾。研讨会为新时期新环境下图书馆如何更好地服

务读者、向移动互联跨平台转型做了充分的探讨。共有 45 人参会。 

5. 10 月 19-21 日，与福建省图书馆学会联合主办第二届闽浙论坛，主题为“地

方特色文献的建设与服务”，我省 15 名代表参加。浙江图书馆刘杭以“路径

与旨趣”为题，以“历史、现状、未来”为轴，介绍了我省地方文献资源建

设工作的“制度、规划、成果”。在座谈交流会中，闽浙两省的代表围绕“地

方特色文化资源建设与服务”这一主题展开了积极的互动探讨。期间，我省

代表也参加了福建省图书馆学会 2016 年年会。 

6. 10 月中图学会 2016 年年期间，承办中图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图书馆标准化

委员会主办的第 17 分会场“图书馆服务标准化”，会议交流各省（市、区）

图书馆标准、规范制定的情况和经验，对如何通过标准化、规范化提升图书

馆服务水平进行了探讨。参会人员 100 多名。 

7. 10 月 28-29 日“图书馆服务体系新模式”研讨会在温州召开，本次会议是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的卫星会和浙江省社科联第三届年会分论坛，来自全

国各图书馆工作者近 200 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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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 月 14 日在杭州举办“互联网+环境下的图书馆知识空间建设”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由主题演讲和分组论坛二个环节组成，针对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等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用户的当下需求，如何构建和重塑互联网＋环境下图书

馆知识空间作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近 300 人与会。 

9. 同筑中国梦 共度书香年”楹联文化展巡展。组织全省图书馆参与国家图书馆

和中图学会联合主办的本项活动，本活动从 1 月底至 3 月初。全省共有 20

余家公共图书馆参与了这一春节主题全国联动, 本活动现场和线上展览同时

开展，观展人数达 18 万余人。 

10.  与浙江图书馆联合承办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 3 场。7 月 30 日，国家图书

馆赵大莹老师的西学知识的会通与译传。  9 月 22 日第十四站国家图书馆研

究馆员李际宁老师主讲“雕版印刷的瑰宝——介绍三件早期雕版印刷典籍”。 

9 月 24 日上午第十五站国家图书馆馆员郑小悠老师袁枚和他的《随园诗稿》。 

11.  5 月 18-20 日与绍兴图书馆合作承办中图学会主办的“2016 年少儿阅读推

广人培训班”。培训人次 300 人。 

12.  5 月 24-27 日，承办 2016 年全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全省各县公共图

书馆馆长近 100 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围绕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这一主

题，组织了 4 场专题讲座、3 次分组讨论交流和 1 次现场参观。 

13.  6 月 16 日上午，与省社科信息学会共同举办了“社科类课题申报的专题辅

导讲座”，百余名社科信息工作者聆听了讲座。 

14.  7月 5-16日,在温州举办关于举办图书资料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 

培训班。 

15.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共图书馆利用指南”编写活动。投稿不多，未达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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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效果。 

16.  与浙江图书馆联合在全省公共图书馆开展“最美基层图书馆评选”活动，评

选出熬江图书馆等 10 家最美基层图书馆。 

各分委会开展的学术研讨活动（共有 12 个分委会，其中 9 个分会开展了活动 14 场）： 

17. 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分委会开展“全民阅读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融合”为主

题的浙江省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该活动从 6 月启动，共 54 个案例参

赛，11 月在宁波开展决赛，14 个案例分获一二三等奖，并同时举办阅读推

广经验交流论坛。开通 “金典华章”公众微信号。 

18. 乡镇社区图书馆分委会于 6 月 6-8 日赴缙云县进行乡镇社区图书馆建设调研，

并召开了图书馆文化志愿者服务专题研讨会。 

19. 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于 7－12 月在宁波、绍兴、丽水地区 5 家图书馆开

展了“图书馆视觉空间”巡展活动，约 5000 多人观展。 

20. 少儿与中小学图书馆分委会：①承办了中图学会的 2016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

年系列活动——“童声里的红色记忆”全国少年儿童故事大赛及浙江地区选

拔赛，活动覆盖全国 12 个省（市），36 家公共图书馆，组织活动 300 多场，

45680 人参加，共收到来自全国 12 个省、直辖市 36 家公共图书馆、少年儿

童图书馆选送的优秀作品 467 件,其中幼儿组 41 件、小学组 369 件、中学组

57 件。经专家组两轮评审，评出一、二、三等奖共 113 名，优秀组织奖 20

名。②举办浙江省少年儿童“我的藏书票”设计大赛，共收到 7 家图书馆共

143 幅作品，经评审后，报送优秀作品参加全国比赛。③浙江省“我爱我家,

红色传承”微视频大赛。④10 月初，联合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共同举办“2016

全省中小学图书管理员骨干教师培训班”，130 余名学校图书馆馆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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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资源建设与共享分委会于 11 月 8 日至 10 日与省高校期刊专业委员会在宁  

波联合主办了“融媒体背景下期刊的融合、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70 余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22.  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研究分委会于 2016 年 11 月 23-25 日在浙江师范大学召

开“信息技术&图书馆”会议，就“下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为主题进行

交流与探讨，参会人员 70 多名。 

23.  图书馆新技术应用分委会举办了两场研讨会，① 以“图书馆自助服务”为

主题的研讨会，共 21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② 以“下一代图书馆”为主题

的研讨会。 

24.  信息咨询与参考服务分委会于 11 月 5－25 日，通过网络的形式举办了浙江

省图书馆员信息检索大赛，参加单位 34 家，近百人参与竞赛，评出了一等

奖 3 人，二等奖 7 人，三等奖 20 人。 

25.  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分委会联合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展了两次征文活动：古籍

保护工作研讨会征文，中华古籍保护十周年主题征文。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工作计划要点 

2017年，学会主要围绕“图书馆服务效能”这一主题开展

各种学术活动，特别是办好第十五次学术年会，充分发挥学术委

员会和各分委会作用，开展各种学术研讨、阅读推广和交流培训；

其次，发挥学会学术交流平台作用，做好会员服务工作；第三，

积极开展会员发展工作，壮大会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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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工作：召开省图学会第十五次（2017）学术年会，时间

暂定 10月，会期四天（含报到、离会），围绕年会组织开展相关

活动： 

1. 组织 2015-2016年度优秀论文评选； 

2. 组织年会征文、评选； 

3. 组织优秀服务品牌评选； 

4. 第三届“浙闽论坛”。 

二、 学会学术研究工作： 

 1. 学术研究课题相关工作。课题申报、立项与验收等。 

2. 制定《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办法》，启动

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报。 

3. 建设会员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会员之家），统计分析

我省作者图情领域论文发表状况。 

三、其它学术活动、培训等 

1. 承办全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时间暂定为 4-5月。 

2. 组织举办 2－3场学术报告会。 

继续举办第三届“浙思享”研讨会。 

3. 承办中图学会、社科联会议和活动的组织、发动等相关事

宜。 

     3 月 26-30日在德清举行“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评估 

培训班”，人数约 300人。5－6月在举办“地（市）县级公共图

书馆评估答疑”。 

4. 组织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宣讲班，

时间为 4－5月间。 



 

17 

 

四、市县图书馆评估的组织、联系工作 

五、学会内部管理与运营： 

1. 完善学会内容，及时更新网站信息。 

2. 中国图书馆年鉴浙江条目（资料收集、条目编撰、提交） 

3. 会员发展和会费收取等。 

建设网站会员管理系统。继续做好省学会会员登记、发展工

作，争取全部市县（区）公共馆、本科类院校图书馆和多数其它

院校图书馆登记为团体会员。 

4. 工作会议组织 

⑴ 2 月 23日召开理事长会议、常务理事会会议。审议 2016年

工作总结和财务报告、2017年工作计划和财务预算，审议《浙

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办法》。审议理事、常务理事

变更申请。 

⑵ 2 月 23日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 2017年学术研究课题

申报指南编制、年会组织，评选 2016 年度优秀分委会，2017年

学术委员会工作等事项。 

2 月 24日上午召开学术委员会分委会主任会议，交流 2016

年工作开展情况，2017年工作计划。 

⑶ 3 月 2－3日召开全省秘书长工作会议。会议地点：绍兴，议

程：各市学会 2016 年工作开展情况和 2017年工作安排。通报省

学会 2017工作安排。 

⑷ 6月召开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会议，学术研究课题立项审议。 

⑸ 9月召开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会议，优秀论文评审。 

⑹ 9月组织优秀服务品牌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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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2016 年度学术活动优秀分委会”的通报 

 

浙图学发〔2017〕10 号 

各学术分委会、各会员： 

为表彰在开展学会学术活动中成绩突出、效果显著的分

委会，鼓励和引导各分委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促进我省图

书馆事业发展和学术繁荣，根据各分委会 2016年活动开展

情况，经省学会学术委员会 2017年第一次主任会议研究决

定，评选少儿与中小学图书馆分委会、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

分委会为“2016年度学术活动优秀分委会”，希望获得表彰

的分委会再接再厉，其他分委会以他们为榜样，积极开展工

作，共同为推动全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努力！ 

特此通报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2017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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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图书馆课题 2017 年 2 月结题申请通过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完成情况 

Ztx2014A-10 移动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价研究 完成 

Ztx2014B-11 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的资源利用情况与

协同式学习效果研究 

完成 

Ztx2015B-13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护中的工作拓展与服务

创新 

完成 

Ztx2012B-2 公共图书馆人流量与物业服务人力资源变量

关系的初探 

完成 

Ztx2015B-1 从“资源空间”的满足到“影响空间”的发

展—公共图书馆书目数据应用拓展思考 

完成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73号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310007 

投稿邮箱:xuehui@zjlib.cn 

网    址：www.zpsls.cn 

联系电话:(0571)87986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