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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2020 年工作总结

2020 年学校信思金党委书记、张清杰校长等校领导先后

5 次到图书馆调研指导工作。在校党委和校行政的领导和关

怀下，图书馆以学校“双一流”建设为统领，以服务师生文

献信息需求为目标，积极配合学校防疫工作安排，提前谋划，

主动作为，充分发挥育人功能和窗口功能，圆满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图书馆的先进事迹多次获得光明日报、新华社、人

民网等媒体报道。

一、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1、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疫情防控和服务师生提供思想和组织保证

推进“两学一做”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深悟透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疫情防控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等内容。

运用“学习强国”“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理工党员网”

等网络平台开展系统全面的学习，做到学用结合，切实在学

懂弄通做实下功夫。

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对照学校

党委第六巡视组反馈意见，召开 6 次专题会议部署巡视整改

工作，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清单，建立整改台账。同时，

将教育部巡视整改问题与校内巡察党总支的问题上下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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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结合，一体推进。截至 7 月底，针对 5 大方面、60 个问

题、113 项整改措施，按照“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的

要求，完成了全部整改工作。

2、不断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

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夯实基层党建工作基础，抓好责任落实。支部书记担起

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实行“一岗双责”。制定了《党支部

工作考核办法》，签订了党建工作责任书。严格落实党总支

中心组学习、组织生活、“三会一课”等制度，开展中心组

学习 8 次，支部书记培训交流 8 次，领导干部、支部书记上

党课 14 次，主题党日等教育活动 112 次，支部共建 16 次。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疫情防控、复工返校等任

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疫情期间，广大党员

主动下沉到社区、村组开展志愿服务，涌现出了以李明、刘

先朝、何烨、张静平等为代表的先进典型。党支部落实“七

个有力”要求，在方舱读书驿站建设、电子教材保障、开馆

方案制定和开馆准备等工作中，组织了以党员干部为主力的

党员突击队，圆满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3、加强党风廉政、意识形态建设和保密工作，确保图

书馆的安全稳定发展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与馆内各部门负责人签

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扎实开展廉政提醒，运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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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纪的第一种形态，开展批评教育、谈心谈话。充分发挥党

政联席会在“三重一大”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召开党政

联席会 35 次。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以及日常

教育、节点教育、警示教育，筑牢党员干部廉洁思想防线。

严格意识形态工作。党总支每学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分

析意识形态工作及职工思想状况。严格执行讲座、展览、报

告会等“一事一报告”审批制度，严把意识形态审核关。网

站与新媒体管理指定专人管理，QQ 群、微信群自媒体等实行

“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保密

教育、保密责任和保密制度，没有发生失泄密事件。

4、落实扶贫攻坚任务，提高责任担当和政治站位

按照省委、省政府 2020 年“616”工程对口支援利川工

作的部署安排，在校党委、校行政的领导下，积极做好知识

扶贫工作，援建利川市 11 所中小学图书室。捐赠物资包括：

图书 51812 册、书柜 124 组、书架 70 组，合计捐赠物资金

额 1,781,570 元。同时，还向保康县九池村捐赠了中小学课

外书籍 500 册。组织广大职工参与扶贫捐款活动，较好地完

成了学校扶贫捐款任务。

5、加强工会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在图书馆安全稳定和

谐发展中的凝聚力作用

严格落实教代会制度，2020 年 11 月组织召开了图书馆

档案馆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三次会议，充分发挥教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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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作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参加学校教职工乒乓球比赛、气排球比赛、校教职工运

动会等活动。看望慰问老职工、困难职工、生病住院职工 31

人次，向校工会申报贫困职工减免房租 3 人。按时发放节假

日福利物品。为促进疫情后期的复工复学，向每位职工发放

“防疫暖心包”和“图书馆致复工职工的慰问信”。

二、工作完成情况

（一）管理工作完成情况

1、加强财务资产管理，提高资金和资产使用效率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

通过的年度预算和经费审批制度。2020 年度学校下拨图书馆

预算经费为 2012.60 万元，已按预算基本执行完毕，其中执

行文献购置经费 1783.57 万元。

资产管理责任到人。及时更新资产变动信息，保障账物

相符、账账相符。对存量家具、设备资产进行清理，及时处

置报废家具设备等资产，合理调配服役期内家具设备等资

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2020 年完成设备报废 90 台、家具

报废 587 件，下账软件 104 个；馆内调拨家具设备 23 件，

校内调拨家具 105 件。

2、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提高职工队伍服务水平

加强职工业务素质培训，组织职工参加线上业务培训 37

次；线下业务培训 4 场。2020 年 3 名职工获得“专利信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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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专业人员培训证书”，3 人获得“高校科技查新员培训班

结业证书”。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2020 年 6 月组织开展了图书馆内设

机构干部和职工全员岗位竞聘工作。通过岗位竞聘，解决了

内设机构干部缺编 20%的问题，内设机构干部调整比例 48%，

45 岁以下年轻干部比例从 46.1%提高到 71.8%，职工轮岗比

例达 13%。较好地实现了健全干部队伍、优化干部年龄结构、

促进职工轮岗锻炼、提升职工工作热情等预期目标。

3、完善规章制度，确保图书馆工作依法依规进行

根据学校有关文件要求，对图书馆规章制度进行了清

理、修订和补充完善。图书馆规章制度包括管理制度、业务

规范和岗位职责三个部分，2020 年在全馆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多次反复，完成了对规章制度

三个部分的全面修改。

修改后的《管理制度汇编》共收录 44 个管理制度；《业

务规范汇编》共收录业务规范 65 个，含流程图等子项目共

95 个；《部门工作职责》含部门 14 个；《职工岗位职责》

含岗位类型 113 个。此外，还完成了《图书馆各类各级岗位

具体职责》的修改。

4、强化后勤和安全管理，保障图书馆人财物安全

严格按学校和图书馆规章制度开展后勤和安全管理。图

书馆党政联席会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多次讨论以安全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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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及时报修损坏的水电、安防设施等。严格执行门卫

值班制度、节假日前安全检查制度及节假日值班制度。

配合学校做好防疫工作。2020 年 1 月 22 日，紧急闭馆，

切断病毒传播途径。1 月 23 日，根据学校防疫通告，出台图

书馆应急预案，以文件形式压实各级防疫责任。严格落实职

工健康“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全馆职工无感染或疑

似感染病例。开馆前后，做好馆内卫生消毒，保证读者安全。

5、加强交流与合作，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承担了中南六省高校图书馆学术年会征文工作，共征文

204 篇，组织召开了评审会议。承担省高校图工委“科专委”

常规工作及基金项目管理，组织开展了项目申报、立项评审

等工作。编辑印发省高校图工委期刊《高校图书情报论坛》

4 期。接待校内外 8 个团队来馆参观。

对学院分馆（资料室）进行业务指导，组织开展文献资

源建设，引导开展特色资源建设。继续开展全校合订本过刊

整合工作。组织参与过刊调拨的学院，集中和规范化开展期

刊下架、装订和合订本过刊录入等工作。

（三）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做好纸本和纸电同步文献资源建设，保障师生对相

关文献资源的需求

完成中外文图书、期刊订购的公开招标。订购纸本图书

37014 种、84908 册。开展纸电同步电子书建设，属学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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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省唯一。完成项目调研和招标，订购纸电同步电子图

书 16221 种，拥有完整知识产权，实行本地化管理，可供多

人同时远程借阅。接收捐赠图书 180 种、506 册。预订图书

馆 2021 年报刊 1687 种、2353 份，学院分馆（资料室）期刊

1523 种、1525 份。

分编加工图书 38755 种、77733 册；典藏图书 37910 种、

79107 册；上传 CALIS 原编图书数据 3810 条。验收图书馆

2020 年期刊 1814 种、27574 册；装订过刊 7721 册；过刊回

溯建库 7733 册；加工 2019 年纸本学位论文 2800 册。

2、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为师生顺利获取数字文献信息

提供保障

完成 2019 年数字资源评估报告和 2020 年采购计划的编

制。续订购置 34 个数据库； 因经费短缺，停订了国泰安、

新东方等 5 个数据库。截止目前，可供读者使用的数据库总

量为大库 69 个、子库 205 个。联系试用数据库 58 个。合理

有效地组织与揭示数字资源，及时发现并处理数字资源链接

故障。为读者提供 CARSI 平台上基于 Shibboleth 的校外访

问途径，使读者可以在非校园网环境下直接访问中国知网、

ACS、ScienceDirect 等 15 个中外文数据库。

船舶与海洋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 7 个学科服务平台

新增数据 20171 条，新增访问量 455804 次；完成材料复合

新技术信息门户并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服务平台工作。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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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位论文管理系统，测试 VPN 提交电子版学位论文可行性，

解答读者提交学位论文遇到的问题。审核学位论文 4439 篇，

编目学位论文 3486 篇，复审修改论文元数据 553 篇。新增

开放学术资源 30 个，累计 275 个；收集整理疫情期间免费

开放使用的中、外文数字资源 30 个。整理发布 2019 年我校

教职工发表论文被三大检索工具收录信息 7333 篇，其中

SCIE/SSCI 3026 篇，EI 3774 篇，CPCI 533 篇。

3、开展空间建设和馆藏调整，优化空间管理和馆藏布

局

（1）南湖分馆：建设外文图书借阅区，撤销新书借阅

区，完成原新书借阅区 75358 册图书的下架和搬运，24040

册外文图书的上架、整序、贴标等工作。完成 86525 册图书

从图书借阅区到保存本图书借阅区的调整工作。完成保存本

图书借阅区 5136 册复本图书的抽取、打捆和搬运。完成

161883 册图书的二次典分工作。完成 48 万册图书的倒架调

整工作。接收并上架新书 48659 册、新刊 8456 册，完成过

刊打捆 550 种。完成南湖分馆部分标识标牌的更新工作。

（2）余家头分馆：完成一线库图书下架加工共计 57548

册，其中入保存本库 28673 册，剔旧库 28875 册。对一线库

30 余万册图书架位重新布局调整。接收、加工和上架 27499

册新书、5299 册新刊。联系协调安装过刊库 136 组书架。打



9

捆送装过刊 256 种。重新设计制作馆内标识标牌，给读者提

供更清晰的指引。

（3）西院分馆：整理过刊 28414 册，抽调过刊 11257

册搬运至东院分馆。抽取一线外文图书 23730 册，整理送南

湖分馆。配合向利川捐赠书刊工作，抽调图书 23716 册、期

刊 1553 册。整理送装订报刊 384 种。接收新书 976 册、新

刊 3414 册、报纸 3873 份。支援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专

业评估，抽调图书 5170 册、期刊 32 种 258 册。完成期刊阅

览区的重新布局。

（4）东院分馆：完成 12 万余册图书的整架、顺号工作；

接收装订过刊 6956 册；接收西院过刊 11257 册；完成过刊

定位 6952 册；完成外文过刊贴膜 17 万册；收新刊 4970 册；

打捆送装订过刊 303 种；调拨文艺刊 1139 册，用于援建利

川中小学；支援安全与应急学院专业评估，抽调期刊 9 种。

4、开展文献信息基础服务，满足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基

本需求

接待读者到馆 964788 人次，自 10 月以来，读者到馆量

已接近往年同期水平，平均每天 10000 左右人次到馆，最多

一天到馆 12500 余人次。读者借书 68209 册，续借 24221 册，

还书 79285 册。11 月份首次开通了跨校区文献通还工作，至

今已完成文献通还 1898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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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科生和研究生 13000 余人的离校手续办理，其中

线下办理校园卡离校注销手续 4726 人，为 1083 人次减免超

期、丢赔等款项212262.51元；接收硕博毕业生学位论文4264

册，博士后出站报告 12 份。

数字资源评估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数字资源总检索次数

5395.37 万次，其中外文检索 212.1 万次，较上年增加

36.84%；数字资源总下载1354.45万篇，其中外文下载385.69

万篇，较上年增加 20.13%。

开展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性检测服务，为读

者提供正确的论文引用方法指导，完成论文检测 6837 篇。

5、深化学科信息服务，为职能部门和学院提供学科情

报支持

（1）面向科发院提供情报支持：提供 2019 年我校与企

业共同发表的论文数量 332 篇；提供 2000 年到 2019 年我校

15 个期刊核心收录情况及收录数据库；提供 7 个学部推荐的

209 篇论文奖励学术期刊信息；审核 2019 年我校为第一机

构发表在指定期刊上的论文 4795 篇，刊物 313 本以及我校

指定 5 项学术专著资助类别或出版社信息；审核 2018 年高

水平论文奖励汇总表信息 51 篇；提供 2016-2020 年我校与

国外学者合作发表的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数据 8902 篇；提

供 2016-2020 年以我校为研究机构，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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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数据 29932 篇；提供 2018 年我校科技

成果统计，包括 SCIE2579 篇、EI2046 篇、CPCI-S659 篇；

为第五轮学科评估提供高被引论文清单 243 篇。

（2）面向研究生院学科办提供情报支持：提供中国高

校和我校的 ESI 学科动态信息和数据 6 期；完成 1、3、5、7

月我校和国内 5 所对标高校进入 ESI 5 个学科文献计量及学

科排名对比分析；完成我校 2019-2020 学年硕士研究生科研

成果奖励审核统计 209 篇；完成我校 2019-2020 学年博士研

究生申请国家奖学金的论文审核统计 303 篇。

（3）面向学院、研究团队及个人提供情报支持:为材料

学 院 提 供 该 学 院 为 第 一 机 构 发 表 于 2016-2019 年

SCI\EI\CPCI 文献检索证明和论文清单共计 2214 篇，其中高

被引论文 148 篇；为各学院提供 ESI 论文和学科分析服务 56

次；提供 ESI 及扩展版高被引论文检索 163 篇，ESI 刊源+JCR

分区论文检索 26 篇；为学者个人提供 ESI 学科排名检索证

明 3 份；汇总并装订 2019 年 8 份 ESI 学科分析报告。

6、开展科技查新和论文收录检索服务，为师生学术研

究提供情报支持

（1）科技查新服务。完成并向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提

交了 2019 年年检报告，通过了年检。针对科研人员申报项

目、成果鉴定、博士开题等开展科技查新服务。完成查新报

告 390 个，其中国内查新 202 个，国内外查新 18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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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查收查引服务。针对校内外申报项目、成果

鉴定、成果申报、人才引进和论文奖励等进行论文查收查引

服务。共接待论文查收查引 3052 人次，检索收录文献 9524

篇，检索影响因子 6281 个，他引 32589 次，分区 6714 个。

7、开展信息素质教育，提高师生检索利用文献信息的

能力

（1）信息检索课教育。完成 4 个本科生班 224 人、6 个

研究生班 1159 人的课程教学，合计修课人数 1383 人。

（2）专题讲座。针对不同学科和科研院所开展学术资

源利用专题讲座 44 场，听课人数 2600 人。

（3）一小时讲座。开展图书馆利用和人文素养通识性

知识一小时讲座 36 场，参加人数 4529 人次。

（4）新生入馆教育。通过新生入馆教育考试系统开展

了新生入馆教育和测试。重新设计、编印“图书馆指南”发

放给新生。为有需要的学院开展了新生入馆参观和线下入馆

教育讲座等活动。

8、开展阅读推广和文献信息推送，助力师生精神文化

建设和教研工作

通过图书馆微信平台、读者服务 QQ 群等，向师生推送

防疫知识、经典图书、数字资源等信息。图书馆微信平台推

送信息 216 条，阅读量达 309959 次，关注人数达 661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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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专题图书推荐 34 期。其中线上 23 期，主题包括畅

想之星免费电子图书资源、“责任与人生”等；线下 11 期，

主题包括纸电同步电子书推介、“大国重器、国之崛起”等。

举办读书分享会 7 期，其中线上 2 期，线下 5 期。包括：

“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读书分享会、老舍先生《想北平》

专题读书分享会等。

举办光影与阅读欣赏“南图光影”12 期，其中线上 8 期，

线下 4 期。主题包括“生命·战‘疫’”、“心中热烈，青

春常在”等。

举办真人图书馆活动 5 期，其中线上 2 期，线下 3 期。

主题包括“图书馆最美逆行者——李明老师”、“艺术与科

学——第三学科视野下的艺术”等。

举办文化展览活动 9 场。包括严新平院士荣誉成果展、

理工文库院士风采展、国画艺术长廊展等。

组织阅读推广竞赛活动 11 项。包括疫情防控有奖问答、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悦读之星”比赛、第 2 届全国图书馆杯

图像征集创意活动等。

开展图书捐赠及漂流活动。“情系武理、书香共享-毕

业生扶贫捐书”活动以及图书漂流活动，共收到捐赠图书

1610 册。

各分馆还组织了其他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如针对

毕业生的系列阅读推广活动；通过新媒体如美篇平台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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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li 悦阅荐书频道”，发布线上阅读推广推文 19 篇等。

9、开展信息共享空间服务，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南湖分馆信息共享空间（简称 IC 空间）今年开放时间

从 64 小时延长到 98 小时，预约服务统一到预约入馆服务系

统，对两个微课制作间、一个摄影棚、四个研究室和三个 3D

打印室进行了搬迁调整，更加方便了读者。

组织学生制作全国大学生“悦读之星”比赛作品 33 份；

全国图书馆杯图像征集创意活动作品 19 件；2020 书香满中

国公益广告征集活动作品 19 件；组织学生参加“第二届 3D

打印创意设计大赛”线上培训，培训人数 898 人次；组织“为

爱发声—共抗疫情”线上朗读活动作品 30 余份；举办摄影

讲座、培训、实践、比赛等 11 次。

疫情期间，为师生提供“设计师之家资源库”免费在线

教学资源库，使用统计显示，访问人次 37108 次，资源点击

75139 次，素材下载 10136 次。统筹整合博看网在线教学资

源，为师生提供免费在线阅读、在线朗读、网络听书等服务。

经申报，IC 空间成功获批为学校基层网络文化工作室。

10、开展艺术馆服务，提升艺术文化育人功能

疫情闭馆期间，通过艺术馆微信公众号开展在线服务，

发布关于陶瓷文化和历史的科普文章 20 余期。疫情后期，

做好馆舍和设备设施维护，完成开馆准备。完成了艺术馆志

愿服务队的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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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入馆参观者约 3000 人次，其中团队预约 80 个。编

印艺术馆宣传册《武汉理工大学艺术馆 2019 年年度报告》，

设计并制作艺术馆文化创意产品。为我校 2020 级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开设《陶瓷艺术与科学》通识课程。

做好藏品管理工作。与社会合作处、发改办协作，完成

了校庆期间 16 件校友书法作品的捐赠、装裱、收藏证书设

计与制作等工作。盘点存放于西院图书馆的艺术品 300 件，

艺术馆开馆至今接受捐赠未入账艺术品 18 件。

参加学术交流和馆外宣传活动。经申报和评审，获批加

入湖北省博物馆协会。申报了“武汉市科普教育基地”。参

加了洪山区“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洪山区科普展教

联盟会议、学校第二十届社团文化节暨纳新宣传展示会等。

艺术馆申报的 2020 年度学校基层文化品牌项目《以特

色展览和文化交流为两翼的育人平台建设》，获学校立项。

11、提供全天候技术支持，保障数字资源 24 小时可获

得和图书馆的正常运行

疫情期间为图书馆职工居家办公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与

网络中心等部门合作，解决了校园网外用户通过学校 VPN 使

用数字资源连接不稳定的问题。

做好网络硬件设施以及数字图书馆应用系统的维护。机

房设备监控管理和维护 450 次，服务器维护 36 次；数字图

书馆虚拟化资源管理和维护 128 次；开展数据备份 84 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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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维护和平台更新 38 次；网络硬件设备维护 430 余

次；会议保障 12 次。梳理南湖图书馆各类设备的 IP 地址及

使用情况。整理调整全馆内线电话。

对读者和书目数据进行管理。分批次完成新读者数据导

入 1.42 万条；保障新生入馆教育考试系统正常运行；解决

了国际教育学院学生（非统招）预约入馆刷卡的技术问题；

根据馆藏调整需要，对书目数据进行分析。整合读者数据，

解决了教务处和图书馆两个“学习通”平台读者登录验证不

一致的问题等。

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学校统一认证系统、离校系统

对接，审核通过数据由系统直接推送给离校系统；持续推进

OPAC 系统、移动图书馆系统、IC 空间认证等系统与学校统

一身份认证的对接工作。完成学位论文提交系统版本升级，

部分必选字段由系统从学校统一认证系统获取。推进纸电一

体化服务，新建电子图书本地镜像服务平台。

三、特色工作

1、积极申报，成功获批为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

积极申报教育部第二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心。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 4 月初审。5 月 21 日，

图书馆以视频答辩形式，以高分通过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组

织的复评。校党委书记信思金教授及图书馆主管副校长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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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教授高度重视申报工作，多次对申报环节进行指导，并亲

自参与复评答辩环节。

9 月 25 日，罗蓉馆长参加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的“高

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授牌仪式暨“技术与创新支

持中心及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研讨交流会，接

受了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授牌，并作为 12 家经

验分享单位之一在交流会上介绍我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

实践和工作成效。9 月 28 日，我校隆重举行了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交流报告会暨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揭牌仪

式，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彭泉、学校党委书记信思金及副

校长王发洲参加了仪式。

正式挂牌后，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对同行业开展了大范围

业务调研，并结合我馆实际情况，完成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开展了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为校内外用户提供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报告 5 份；完成

查新和专利预查新报告共 6 份，专利检索 7 份；为企业提供

专利成果鉴定报告 6 份、专利侵权分析报告 1 份；为师生提

供专利信息咨询 100 余次等。协助我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提

供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申报材料。10 月 16 日，我校

等 30 所高校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确定为“2020 年度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

2、助力线上教学，保障全校电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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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教育部下发了要求高校组织在线教学的相关

文件。校长张清杰立即部署，要求图书馆尽快为在线教学准

备电子教材。2 月 5 日，图书馆即成立了电子教材保障团队，

全面开启了“白+黑”“5+2”的工作模式。

通过 3 个星期的不懈努力，电子教材保障团队逐一整理

核对了 3039 门春季学期课程教材，分头联系了 192 家出版

社、3 家图书供应商，编写、发布了长达 693 页的本科和研

究生课程电子教材获取指南。在开课第一周，落实了 2297

门课程的电子教材，其中本科课程电子教材的保障率高达

82%，有力地保障了学校在线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学校在

线开课第一天，思政课教材全部上线，“马工程”教材上线

30 余种，有力地保障了思政课的在线教学。

为积极维护知识产权、有效规避电子教材传播导致的著

作权侵权风险，图书馆起草了《关于合理使用电子版教材的

注意事项》，由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于第 7 号疫情防控

通告中。此举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等出版社的高度赞许和肯定，纷纷为我校开通了应急“绿

色”驰援通道。电子教材一经推出，学生、家长好评如潮。

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网等媒体以《武汉理工大学：电子课

本助力在线教学》为题报道了此项工作。

3、驰援汉汽方舱医院，搭建温暖读书驿站

2 月 24 日，汉汽方舱医院验收前一天，得知其需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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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角的消息后，党委书记信思金立即部署学校相关部门，

帮助建设方舱“读书驿站”。

图书馆接到任务后，老师们克服交通管制、材料不足等

重重困难，在 6 个小时内完成了馆内 4100 册书刊的分拣、

打捆、调拨工作，又紧急联系书店另行购置新书 1236 册，

并组织人手星夜拆封、盖馆藏章和捐赠章、重新打包。同时

紧急设计制作了一批标识标牌，并准备了国旗、党旗。将 5336

册准备好的书刊送往方舱排架，布置标识标牌。用 24 小时

争分夺秒奋战，为汉汽方舱搭建了四个“读书驿站”。

光明日报头版、光明日报客户端、人民网、湖北日报、

长江日报等媒体对我校捐赠书刊建设汉汽方舱医院“读书驿

站”之事相继进行了报道。

4、关爱特殊群体，为留学生提供专项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积极响应学校关于做好留学生心理疏导

和帮扶慰问工作的号召，为留学生整理提供“图书馆电子图

书数据库使用指南”；为保障留学生读者疫情封闭期间读书

需求，精心挑选并采购了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外文原

版图书 1123 册，帮助留学生搭建了外文图书宿舍读书角。

在得知多名留学生因撰写论文急需借阅图书的情况后，

图书馆老师克服小区封闭及交通管制的重重困难，步行至南

湖图书馆，帮助同学在书架找到了需要的图书，并“送书上

门”，让因为疫情回不了家、出不了楼的留学生们感受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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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理工这个大家庭的关怀与温暖。

新华社巴基斯坦专线刊载了我校巴基斯坦留学生瓦卡

的武汉封城日记，在日记中，瓦卡对疫情期间图书馆老师的

关心和关爱表达了深切感谢。

5、开展全天候线上服务，保证疫情期间师生对图书馆

服务需求

由被动转主动，及时启动了“疫情期间线上工作方案”

的制定，，创新开展“全天候”线上服务。职工“离馆不离

岗”，积极采用线上办公形式，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10 点，

周末不休，持续为师生提供信息咨询、文献传递、论文相似

性检测、论文检索、科技查新、学科服务、信息素养教育、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等各项服务。

疫情期间，接受线上咨询 9 千余次；提供线上论文相似

性检测 5470 次；线上处理论文检索 3911 篇；完成查新报告

118 份；审核电子版硕博论文 4273 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每

日一推”，发布各类资源的推文 125 篇，阅读量达 15 万余

人次。考虑到疫情期间不能借阅纸本图书，积极向读者推荐

电子图书，并附上电子图书二维码，不仅本校读者可以阅读，

社会人士也可以阅读，彰显了我校的社会责任。

6、联合共建国际教育合作基地，主动服务学校的国际

化战略发展

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尤其外文文献资源优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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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功能多样、学习环境优良的服务空间优势，主动服务学校

的国际化战略发展目标，与国际教育学院联合共建国际教育

合作基地。

制定南湖分馆外文图书借阅区建设方案。在疫情期间，

从西院分馆抽取一线外文图书 23730 册，整理送南湖分馆；

南湖分馆全员上阵，加班加点，完成原新书借阅区 75358 册

图书的下架和搬运，24040 册外文图书（含外文新书）的整

理上架和标识标牌的更换补充。在外文图书借阅区建设的基

础上，密切与国教学院沟通联系，制定合作方案，有力地促

成了国际教育合作基地的落成。

10 月 5 日，图书馆和国际教育学院联合，隆重举行了武

汉理工大学国际合作教育基地揭牌仪式，王发洲副校长出席

活动并作了重要讲话。揭牌仪式标志着国际合作教育基地按

合作方案进入正常运转。

7、积极做好学术交流会务工作，充分发挥图书馆空间

资源优势

连续两年承办学校青年教师跨学科学术论坛。2020 年

11 月 21 日第二届青年教师跨学科学术论坛在南湖图书馆举

行，学校党委书记信思金、副校长刘祖源、吴超仲、学校各

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院长及主管科研副院长、55 位校外

特邀嘉宾、青年教师等 300 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此次活动

还组织了“院士与青年教师面对面交流会”以及 18 个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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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共有 700 余人参加了分论坛活动。图书馆职工加班加点，

统筹利用图书馆空间和设备家具等设施，圆满完成主会场和

18 个分论坛会场的布置和会务保障工作。

另外，图书馆还为学校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答辩及国

家基金委重点项目答辩提供了会议保障服务，图书馆办公

室、技术部、IC 空间老师周末加班，帮助答辩团队布置答辩

场地、调试设备、现场维护、录制答辩视频，提供全流程贴

心服务，为答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得到了学校

及科研团队的高度认可。

8、积极做好校庆期间的各项工作，提高图书馆的影响

力

按照学校的工作布置，积极协助组织京博集团捐赠孔子

像揭幕仪式、中咨公司地球仪捐赠仪式、校友书画作品捐赠

仪式活动，并承担了孔子像揭幕仪式、地球仪捐赠仪式等活

动的保障服务工作。

先后承担了“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武汉）论坛”“建

材建工行业论坛分论坛”“智能采矿新进展”等 4 场会议的

会议保障服务工作。

配合校庆活动，举办文化展览活动 5 场次。包括：严新

平院士荣誉成果展、理工文库院士风采展示、“弦歌不辍 春

风桃李”金东寒、聂祚仁、严新平院士风采展、学校发展光

辉历程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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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制定并实施开馆方案，确保开馆和服务工作顺利进

行

3 月中旬起，图书馆安排职工实地和网上调研了广州、

深圳、杭州等各地图书馆疫情期开放情况，完成 6 份调研报

告。以此为参考，组织起草了我校图书馆开馆方案，期间多

次召开视频会议商讨方案制定细节，反复 7 次修改打磨，最

终形成了 268 页详备、周密的疫情后期开馆实施方案，4 月

3 日在校长办公会上汇报，获得学校充分肯定。

3 月下旬，图书馆启动了疫情期间预约入馆服务系统的

建设。在充分了解疫情期间已开放图书馆的运作模式及线上

调研考察多家公司预约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完成线上预约服

务方案的制定和预约入馆系统的选定。4 月，开展预约入馆

服务系统的设计、构架、部署和上网调试，同时升级入馆闸

机系统。4 月 30 日，完成预约入馆服务系统上线。

为了给返校学生打造卫生安全的阅览环境，图书馆提前

备齐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严格对照教育部公共场馆疫

情防控要求，开展多次全馆卫生消毒杀菌工作。4 月下旬起，

对各分馆布局进行调整，关闭部分不通风区域，调整桌椅

3400 余张，拆除挡风门帘 100 余幅，设置疫情期开馆各类标

识标牌 350 余件、桌牌 3900 余张，增设图书消毒设备 6 台。

先后制定《疫情后期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使用管理办

法》《图书馆疫情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图书馆 2020 届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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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究生学位论文提交指南》等文件，为学生返校复学做好

准备。5 月 6 日起，按照学校《关于恢复学校正常工作状态

的通知》文件要求，图书馆所有人员恢复正常上班状态，读

者通过预约入馆服务系统到馆办事。

图书馆有序推进返校复工工作获得媒体广泛关注，人民

日报客户端、湖北经视、楚天都市报等媒体纷纷报道了我校

图书馆开馆准备工作。2020 年 7 月，圆满完成了 13000 余名

毕业生离校相关工作，光明日报客户端以“武汉理工为学生

提供‘一站式’毕业服务”为题报道了图书馆毕业离校工作。

10、2020 年图书馆和组织学生活动获得的荣誉

（1）图书馆中文书目数据上载量在 CALIS 联合目录

TOP30 名列第 9 名，荣获“2019-2020 年度 CALIS 联合目录

中文数据库建设先进单位奖”；馆藏数据上载量在 CALIS 联

合目录 TOP50 名列第 24 名，荣获“2019-2020 年度 CALIS 联

合目录馆藏数据建设先进单位奖”；编目员杨琼老师以 TOP4、

任敬党老师以 TOP15 的成绩荣获“2019-2020 年度 CALIS 联

合目录优秀中文认证编目员奖”。

（2）组织学生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大学生“悦

读之星”读书演讲风采展示活动，推选航运学院赵惟一同学

的作品《已识乾坤大 犹怜草木青》，获得“金星奖”，IC

空间易成老师荣获“星级指导教师奖”。

（3）组织师生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全国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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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图像征集创意活动，IC 空间裴超老师作品《中国抗疫经验》

获“银星设计奖”，作品《通向美好生活》获“人气之星奖”；

参加庆祝学校合并组建 20 周年书画作品征集活动，作品《阳

光下的心至楼》获评为优秀作品。

（4）组织职工参加湖北省高校图书馆“馆员风采”大

赛，共有 39 人次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其中采编

部庄晓喆老师获线上答题一等奖，图书馆获“最佳组织奖”。

（5）组织职工参加校工会举办、校体育课部承办的 2020

年第四届武汉理工大学教职工气排球比赛决赛。图书馆档案

馆代表队力克上届冠军理学院代表队，成功摘冠。

（6）艺术馆获评我校“2019 年机关作风建设优秀科室”。

（备注：本文数据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10 日）

图书馆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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