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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萧山召开 

  2018 年 3 月 29日，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在杭州市萧山区图书馆召开。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刘晓清、

潘杏梅等 64 位理事出席会议。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八届理事会现有理事 88 人，到会理事 64 人，

超过三分之二有效人数。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表决通过浙江省图

书馆学会理事长、法人和部分常务理事和理事的人事变更，以超过三

分之二的有效票数，通过褚树青为学会理事长，童庆松为学会法人，

应晖为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江锦祥、张国红为常务理事，金盾、殷

世波、楼新法为理事。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今年下半年将召开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和学会

理事会的换届工作。因此，理事会分组讨论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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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筹备相关事宜：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

产生办法，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产

生办法，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优秀会员、学会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和第

九次代表大会会期、地点等相关事宜。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2018 年第一次主任会议

及分委会主任会议在杭召开 

2018年3月13日上午,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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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副主

任褚树青、潘杏梅、章云兰、赵继海、王云娣、毛旭、童庆松参加会

议。    

 

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褚树青在会上重申了省馆和省

学会的职能与定位，希望用好学会这个平台，为浙江省业界鼓气、向

社会政府宣传呼吁、让全国了解浙江的图书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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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了学术委员会2017年工作总结和讨论了2018年学会

年会等重点工作，确定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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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招标课题为：文化浙江

视野下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社会信用与图书馆服务。评审通过了《公

共图书馆网站信息无障碍的研究—基于视障用户的体验》等15项历年

课题的结题申请。根据各分委会2017 年的活动开展情况，评选出用户

服务与研究、资源描述与编目、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为“2017年

度学术活动优秀分委会”。 

   

13日下午，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分委会2018 年主任会议

召开。省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潘杏梅、章云兰、赵继海、童庆松，

分委会主任陈益君等共17 人参加会议。童庆松副主任介绍了2017年学

术委员会的工作并通报了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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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的工作总结和2018 年的工作思路，与会主

任就学会学术活动和形式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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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2017 年度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活动优秀

分委会”的通报 

 

浙图学发〔2018〕7 号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各分委会在 2017 年度中，紧密

围绕学会年度工作主题、全省图书馆工作重点、热点，积极组织

开展各种学术研讨、交流和宣传推广等活动，为促进我省图书馆

事业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成绩，经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授予资源描述与编目分委会、

用户研究与服务分委会、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 2017 年度“学

术活动优秀分委会”荣誉称号。现予通报表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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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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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课题 

结题申请通过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完成情况 

Ztx2013 B-3 “真人图书馆”的尝试与探讨 叶艳萍 完成 

Ztx2013 B-7 
公共图书馆跨系统馆校共建推进少儿阅读工作的

实践研究 
丁晓芳 完成 

Ztx2014 B-2 图书馆智慧服务及发展趋势述略 冯继强 圆满完成 

Ztx2014 B-3 
表演艺术手段在现代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运

用研究 
夏  强 圆满完成 

Ztx2014 B-4 
《2014—2015宁波市鄞州区居民阅读习惯及公共

图书馆、分馆使用调研》 
胡春波 完成 

Ztx2015 A-4 
统筹城乡中的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以湖

州市为例 
刘  伟 圆满完成 

Ztx2015 A-5 
图书馆服务新空间研究——以温州市 24小时图书

馆建设为例 
吴景裕 完成 

Ztx2015 A-6 探索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新空间的调研 沈  兰 完成 

Ztx2015 A-9 一种新的基于生物医学文献的知识关联揭示方法 楼海萍 完成 

Ztx2015 B-9 灰色文献的版权保护研究——以科技报告为例 张  玮 圆满完成 

Ztx2016 A-1 
公共图书馆网站信息无障碍的研究——基于视障

用户的体验 
方  洁   圆满完成 

Ztx2016 A-5 
嘉兴市图书馆为特殊群体服务实践研究---以读写

困难群体为例  
程玉芳   完成 

Ztx2016 B-1 基于 PPP 模式的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研究 汪 岚 完成 

ZTXH2017A-01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图书馆中的应用价值 江  康 完成 

ZTXH2017b-02 
“三社联动”视角下促进基层“阅读推广人”团队

培育调研 
王丽霞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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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通知◆ 

关于 2018 年度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 

课题申报的通知 

浙图学发〔2018〕8 号 

各市图书馆学（协）会、各会员： 

  为鼓励广大会员学术创新，提升图书馆员学术研究水平，现决定开

展 2018年省学会学术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现将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课题内容 

课题研究须注重图书馆实践与理论探索，围绕当前图书馆事业发

展热点和难点，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服务，对推动和促进全省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次课题申报分为招标课题和自由申报课

题两类。 

招标课题：⑴ 文化浙江视野下的图书馆事业发展； 

              ⑵ 社会信用与图书馆服务(融合、问题、路径、对策

等）。 

自由申报课题：申报人可自由选择课题研究的内容或主题。 

二、申报要求 

1. 课题申报第一责任人须为本会会员。请各推荐单位及申报人根

据《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认真填写申报材料，

在规定申报日期前报送省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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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担国家、省社科规划课题以及省社科联课题未完成的课题负

责人原则上不能申报本年度省学会课题。历年立项未结题的课题负责

人不能再申报新课题； 

3.申报招标课题者需在《申报表》中注明“招标课题”。 

三、课题类型及资助经费 

本年度课题经评审立项后，招标课题资助经费为每项 3000元；自

由申报课题的立项分资助课题和不资助课题 2种。资助课题的资助经

费为每项 2000元，申报者所在单位有经费配套支持的优先考虑。 

四、申报截止日期 

2018 年 5 月 31日，逾期不再受理。 

五、申报材料递交 

1. 经推荐单位审查合格，同意推荐并盖章的纸质《申报表》（一

式二份，A4纸打印）。申报课题单位有配套资金的，请在《申报表》

的有关栏目中由单位签章，一并送交； 

2.《申报表》电子版发至学会邮箱（xuehui@zjlib.cn）；申报表

电子版，请登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网站 www.zpsls.cn下载（下载地

址：http://www.zpsls.cn/download.aspx 省图学会-会员社区－下

载专区）。 

六、联系： 

邮寄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73号，邮编 310007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秘书处  电话：0571—87988595，87213772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8年 3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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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申报的通知 

浙图学发〔2018〕9 号 

各市图书馆学（协）会、各会员： 

为鼓励高层次学术理论研究，提高会员科学研究水平，丰富科研

成果，提升我省图书馆的学术影响，促进我省图书馆事业发展，浙江

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发布实施《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开展资助会员的学术著作出版工作。

经研究，自 2018年起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将作为常规项目接受申报，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 

申报者及申报资助的学术著作须符合《办法》相关规定。 

1. 申报者须为本会会员，且是申报资助著作的著作权所有人。著

作权属多人时，由第一作者提出，并须有全体作者的签名。无任何著

作权争议。 

2. 申报资助的学术著作须为尚未出版的原创性作品，且已完成全

部书稿。 

二、申报必备材料 

1. 填写完备的《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报表》（以

下简称《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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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应根据《办法》相关规定，认真填写《申报表》，并由不

同单位的二位副高以上同行专家在《申报表》相应栏目填写推荐意见，

专家推荐意见须客观、公正，有具体评价。申请者所在单位应对申请

书进行审核，保证申请书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 

2.已完成的全部书稿。 

3.与出版社签署的出版合同或出版社出具的出版意见书。 

三、资助经费 

资助额度为出版合同确定的 50%－80%，最高不超过 3万元。经费

使用须符合《办法》相关规定。 

四、申报截止日期 

2018 年学术著作出版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30日，截止日

期后收到的申报项目将与 2019 年的申报项目一起进行评审。 

2018 年后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将作为常规项目接受申报，不再另出

申报通知。按《办法》规定，每年上半年（6 月 30 日前）接受申报，

每年评选一次。 

五、申报材料递交 

1. 经所在单位审查合格，同意推荐并盖章的纸质《申报表》（一

式三份，A4 纸打印）、已完成的书稿、出版合同或出版意见书一并送

交省学会秘书处。 

2.《申报表》和书稿电子版发至学会邮箱（xuehui@zjlib.cn）。 

《办法》和《申报表》电子版，请登陆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网站下

载（地址：http://www.zpsls.cn/download.aspx 省图学会-会员社区

－下载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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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事项 

经评审获资助立项的申报者，须于立项公布后一个月内与浙江省

图书馆学会签署《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合同书》，逾

期未签署的，视为自动放弃资助资格。 

七、联系： 

邮寄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73 号，邮编 310007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秘书处电话：0571—87988595，87213772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2018年 3 月 14日  

 
关于开展“图书馆景观”摄影作品活动和“最美阅读空

间”巡展的通知 

浙图学发〔2018〕10 号 

 

各市学（协）会、各图书馆： 

近年来，图书馆越来越重视建筑美感与合理布局。为响应中央号

召，大力推进书向社会的建设，在节能环保的同时展现图书馆建筑的

亮化、绿化景观工作，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建筑与环境分委会、宁波市

图书馆和宁波市图书馆学会拟于 2018 年 6-9 月举办“图书馆景观”摄

影作品征集活动，公开征集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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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最美阅读空间”巡展工作，请各图书馆

踊跃报名，填好巡展预约表，发送至邮箱：81969797@qq.com，电话

确认后将收到电子展览作品，由各馆冲印展出。展出结束后，请填写

信息收集表，及时反馈巡展照片、小结。 

一、活动名称 

“图书馆景观”摄影大赛 

二、征集时间 

2018 年 6 月 1 日——9 月 30 日 

三、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须为数码电子稿件，需原创作品，且未曾在其他摄影

比赛中获得奖项。 

2、参赛作品的题材、风格不限，需能体现图书馆的灯光亮化工程

或绿化景观美感，黑白彩照均可。可单照或组照投稿，每组照 4－8

幅。 

3、作品要求： 

（1）手机作品要求 

参赛作品为手机一次性拍成的原始照片，仅可在手机上作亮度、

对比度、色彩饱和度、裁剪、像素压缩等简单处理，不接受全景、拼

接作品，禁止用电脑软件深度加工制作。 

参赛作品大小为 1M 以上，使用外接镜头等手机附件请在作品介绍

中注明。 

（2）相机作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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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作品内容须真实，允许运用摄影技术手段进行艺术创作。在

不改变照片内容的前提下，可以对照片的锐度、饱和度、对比度、曝

光曲线、白平衡和色彩平衡等作适度调整。 

参赛作品须为 JPG格式，每幅作品文件长边 3000 像素以上；请作

者保留好原始文件，如参赛作品入选，主办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内请作

者提交原始数据文件。 

4、本次征集请参赛者将摄影作品（jpg 格式）上交图书馆,作品

文件名以“作品名-作者姓名-作者手机号码”命名，由各图书馆统一

报送。 

四、投稿作品报送 

各馆将摄影作品（jpg 格式）和参赛表以附件形式打包发送到：

81969797@qq.com(何老师)，附件名以“单位名称-作品数量-联系人

及电话”命名，如：杭州图书馆-10幅-张明 13*********。邮件主题

请注明“图书馆景观”摄影大赛字样。 

五、案例评选和表彰 

本分委会将成立评审委员会，将投稿作品分为手机组和相机组，

并进行整理和审核，通过初评和终评最终评出各组别一、二、三等奖

及优秀奖，以及优秀组织奖若干并颁发奖品证书。获奖的优秀作品，

将安排在各图书馆进行展示。 

六、联系咨询 

宁波市图书馆    何东凝   电话：0574-87249247  

mail：81969797@qq.com 

mailto:819697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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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图书馆接到本通知后，及时、广泛地进行宣传，积极做好组

织报送工作。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建筑与环境分委会 

宁波市图书馆     宁波市图书馆学会 

2018 年 4 月 16日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 2019 年度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申报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类别 

2019 年社科联研究课题分为两个类别： 

1.年度课题：主要面向我省高校、省市委党校、省团校、省市电

大和其他有关科研机构，市、县（市区）社科联等。 

2.社团专项研究课题：2019 年度社团专项研究课题用于支持浙江

省社会科学界第四次学术年会成果，不在本通知申报之列，具体办法

请参照第四届学术年会有关文件。 

二、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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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课题要求本科院校申报者年龄在 35 周岁（含）以下；高职

院校、党校系统以及其他单位，申报者要求职称在副高（含）以下。 

2.市、县（市区）社科联申报的年度课题必须是市、县（市区）

社科联牵头（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单位为市、县社科联，研究内容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地方传统文化研究、地方文化建设等。 

3.每位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省社科联研究课题，且同年度不

能申报省社科联系统其它课题（省社科规划课题、省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课题、省社科普及课题），同时课题组成员也不能以相同的内容申

报上述课题。凡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课题、省社科

联、省社科普及课题未完成者，不得申报 2019 年省社科联研究课题。 

4.应用对策类课题的完成时间原则上为 1-2 年，基础理论类课题

的完成时间为 2-3年。从立项批准之日起到递交结项审批材料为止。

应用对策类课题原则上不能延期；基础理论类课题视情况给予一次延

期机会，时间不能超过 1 年。到期不能完成即做撤题处理。 

5.申报者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凡在申报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

现并查实后，对其获批的课题予以撤题处理，取消其个人 3 年申报资

格。 

三、课题资助 

    根据评审结果，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和立项不资助课题三

类。资助经费为 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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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方式、申报材料及受理日期 

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具体要求如下： 

1.网上申报的方法是：登陆浙江社科网

（http://www.zjskw.gov.cn/），在页面右侧功能区中的【项目申报

管理系统】入口进入， 按使用说明操作，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 

新用户填写完注册信息以申报用户身份登录后，需进行【单位信

息设置】，其中【管理部门设置】页面【高级管理部门类型】及相对

应的【高级管理部门】按以下类别进行选择：高校、党校、社科院及

设立了高级管理员的研究院所用户选择“高校党校社科院”和所在单

位；所在单位未设立高级管理员的其他用户选择“市县社科联及其他”

和“省社科联”。 

各申报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高级管理员须进入【项目申报管理系

统】，及时审核本单位新注册用户的帐户申请，并在规定时限内审核

本单位的课题申报材料并上报。 

2.申报纸质材料：各单位递交盖上公章的《2019 年度省社科联研

究课题申报汇总表》1 份（可从申报系统里导出），并同时将电子文

档发省社科联社团处邮箱：zjsslxhc@vip.163.com。存档用的《课题

申报表》（一式 1份）使用 A3 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待确定立项后

再递交。 

mailto:zjsslxhc@vip.163.com


17 

课题申报材料要做到规范、准确、齐全、一致。各单位要仔细审

核，避免申报者重复提交或者提交空白表格。课题申报活页不得泄漏

个人及单位信息。 

3.课题申报所需的各种材料（申报通知、申报表、活页、申报管

理系统说明等）请直接上浙江社科网查询并下载。 

4.课题申报时间为从即日起至 2018年 6 月 12 日止。逾期不再受

理。 

联系地址：杭州市环城西路 33 号省计算研究所大楼 B 座 401/404

室，邮编：310007（只接受 EMS）。 

联系人及电话： 

社团处: 杨希平、伏志强（0571-88055086）、何昀（0571-88055087） 

办公室:徐璟 0571-87058837（咨询网上申报系统使用问题）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浙江社科网 http://www.zjskw.gov.cn/tzgg/13560.jhtml） 

 

http://www.zjskw.gov.cn/tzgg/13560.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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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 2019 年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的通知 

浙社科联发〔2018〕17 号 

各市、县（市、区）社科联，各高校社科联，各学会（研究会）、

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各省级社科普及基地： 

现将 2019 年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申报指南 

1.阐释和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宣

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通俗普及读物； 

2.宣传解读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通俗理论读物； 

3.弘扬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激励浙江人民创业创新，“两个

高水平”浙江建设的普及读物； 

4. 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

社会文明程度的普及读物； 

5.推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丝绸、茶叶、青瓷、木雕等历史

经典文化产业的梳理挖掘，展现浙江大地厚重历史的人文社科普及读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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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反映浙江浙东学派、阳明心学和浙江近代人文思想以及和合

文化、浙东海洋文化、治水文化、运河文化等区域文化，揭示浙江儿

女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的人文社科普及读物； 

7.反映浙江名人、民间民俗、家风家训、戏曲艺术、非遗传承、

“老字号”保护、山水人文等社科普及读物； 

8.阐述浙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历史、现状和前景

等的社科普及读物； 

9.其他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文社科知识普及读物。 

二、立项形式 

社科普及课题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和立项不资助课题三类。

成果形式：公开出版物（著作或读本）或网络作品（原创文章、影音、

动漫等）。 

重点课题由省社科联全额资助出版，并列为省哲社规划一般课

题。 

立项不资助课题是指符合立项要求但需要自筹经费的课题，同

意申报立项不资助课题的，请另附纸说明。 

三、申报方式 

申报采用网上申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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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浙江社科网”（www.zjskw.gov.cn）右侧“功能区”

栏目下的“项目申报管理系统”，进入“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

申报”，按要求填报。同时，请递交“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内

容简介（活页）”（附件 3）纸质一式三份；如已完成书稿没有正式

公开出版的，请递交纸质书稿二部。申报材料一律不退回。 

各申报单位请按时将纸质的课题申报汇总表（附件 4）上报给

省社科联科普处。 

四、申报要求 

1.课题著作权属多人时，由主要撰写人或主编提出申请，并须

有全体参与编写人员的签名，著作权必须无任何争议存在。 

2.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已承担浙江省社科联其他项

目且未完成者，不得申报 2019 年社科普及项目。 

3.申报者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

实后，对其获批的项目予以撤项处理，取消其个人 3 年申报资格。 

4.公开出版物课题周期不超过 2 年，网络作品周期不超过 1 年

（从立项批准之日起到结项申请日为止）。 

5. 申报截止受理时间：2018 年 6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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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杭州市环城西路 33-2 号Ａ510 室（邮编 310006） 

联系人：朱广龙 方福明  0571-87057499   

 E-mail：sklkpc@163.com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浙江社科网 http://www.zjskw.gov.cn/tzgg/13545.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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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jskw.gov.cn/tzgg/13545.j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