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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使用欢迎大家使用欢迎大家使用欢迎大家使用““““银符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考试模拟平台””””    
 

l  英 语 考 试 系 统 地英 语 考 试 系 统 地英 语 考 试 系 统 地英 语 考 试 系 统 地

址址址址                                ：  

http://www.yfzxmn.cn:8083/yinfuB11/index1.jsp 

l  计 算 机 考 试 系 统 地计 算 机 考 试 系 统 地计 算 机 考 试 系 统 地计 算 机 考 试 系 统 地

址址址址                                   ：

http://www.yfzxmn.cn:8083/yinfuB11/index3.jsp 

l  司 法 考 试 系 统 地司 法 考 试 系 统 地司 法 考 试 系 统 地司 法 考 试 系 统 地

址址址址                                          ：  

http://www.yfzxmn.cn:8083/yinfuB11/index4.jsp 

l  公务员考试系统地址公务员考试系统地址公务员考试系统地址公务员考试系统地址                             ：

http://www.yfzxmn.cn:8083/yinfuB11/index5.jsp 

l  普通话考试系统地址普通话考试系统地址普通话考试系统地址普通话考试系统地址                            ：

http://www.yfzxmn.cn:8083/WebPage/index.jsp 

说明： 

1、在学校内输入平台网址可直接进入平台。 

2、每个人第一次登陆时，只需要在做题前注册一个（个

人用户名）即可，各平台通用。 

3、为了方便老师学生登陆使用我们的平台，现开通了一

个快捷方式，可以把快捷方式安装文件下载安装使用， 

下载地址                                      ：

http://www.yfzxmn.cn:8083/yinfuB11/down/yinfu.exe 

（快捷方式使用非常方便，点击直接可以登陆平台）。 

另外，图书馆网站也提供了链接： 

http://61.153.150.134/intro/gg060607.htm 

                                      宁职院图书馆 

                                     2006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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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文献流通文献流通文献流通文献流通、、、、借阅服务借阅服务借阅服务借阅服务    

我馆秉着“读者第一，优质服务”的服务宗旨，力争为读者提供人
性化的知识阅览环境，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各个开放点和开放时间如下： 

服务部门服务部门服务部门服务部门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双休日双休日双休日双休日     

流通还书
处  

一楼 
100 室 

8:00 -- 16:30   
8：00-16：30 

流通借书
处  

二楼 
200 室 

8:00 -- 16:30   

学生资料
室  

(复印室) 

三楼 
300 室 

8:00 -- 16:30  17:30-22:00 
8：00-16：30 

17:30-22:00

中文现刊
阅览室  

四楼 
407 室 

8:00-11:15 12:30-16:30 17:30-22:00
8:00-16:30 

17:30-22:00

电子阅览
室  

5 号楼
403-404
8 号楼
207、308 

上课 17:30-22:008：00-22：00 

音像阅览
室  

五楼 
507 室 

8:00 -- 16:30  17:30-22:00  

教师资料
室工具书
阅览室  

8 号楼
104 室 

8:00-11:15 12:30-16:30  
8:00-16:30 

17:30-22:00

外文阅览
室  

8 号楼
203 室 

 12:30-16:30 17:30-22:00
8:00-16:30 

17:30-22:00

学生自修
室  

8 号楼
401-408 

8:00-22:00  

中文过刊
阅览室  

三楼 
307 室 

8:00- 16:30  17:30-22:00   

    
二二二二、、、、网络化网络化网络化网络化、、、、现代化服务现代化服务现代化服务现代化服务    

在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对传统的图书借阅服务进行了拓展，通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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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主页（Http://61.153.150.134）可为校园网用户提供下列快捷服
务。 
☆ 新书通报新书通报新书通报新书通报：：：：介绍近期我馆所购新书的情况，并提供这些图书的基本

信息。 
☆ 网络导航网络导航网络导航网络导航：：：：分类提供了各种电子期刊（如：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等）、电子图书、国内外图书馆网站等电子资源。通
过这些电子资源，为师生读者在学习和科研方面查找资料提供了更
多的便利。 

☆ 软件下载软件下载软件下载软件下载：：：：提供了各电子期刊专用浏览器以及各种常用软件的下
载。 

☆ 书目检索书目检索书目检索书目检索：：：：利用该系统可进行纸本式中文图书、中文期刊、中文过
刊目录查询、借阅查询，也可以阅读部分在线电子读物，另外通过
“读者信息”栏目读者可以查看自己的借阅情况，并实现相关图书
的预约和续借服务。 

☆ 信息咨询信息咨询信息咨询信息咨询：：：：可以通过图书馆网站上“我要咨询”栏目对使用图书馆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咨询。 

☆ 馆际互借馆际互借馆际互借馆际互借：：：：我馆与兄弟院校图书馆有着密切的馆际协作关系。通过
我们的服务您可以顺利实现原文传递服务和论文收录证明服务等。 

☆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常见问题常见问题：：：：列举了读者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并给
出了相应的回答，为读者利用图书馆提供了帮助。 

☆ 情报教学和数据库使用培训情报教学和数据库使用培训情报教学和数据库使用培训情报教学和数据库使用培训：：：：通过“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和各种数
据库的使用培训，使读者能够熟练地使用图书馆的各种资源和服务
方式。 

☆ 电电电电子文献阅览子文献阅览子文献阅览子文献阅览：：：：音像阅览室提供各种电子信息检索和阅览服务。 
 
三三三三、、、、我馆特色服务我馆特色服务我馆特色服务我馆特色服务    
★  图书代购服务图书代购服务图书代购服务图书代购服务：：：：如师生读者需要阅读我馆缺藏的图书，可与采编部
高老师联系购买该图书，联系电话：86891317，或利用网上图书采购栏
目推荐。 
★  读者意见箱读者意见箱读者意见箱读者意见箱：：：：图书馆一楼还书处门口设有读者意见箱，读者可以随
时对我们的服务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对读者的意见给予及时回
复。 
★  原文传递服务原文传递服务原文传递服务原文传递服务：：：：为了更好地服务教学和科研，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
最大效用，我馆本学期推出“文献传递、课题查新服务”。读者在确认
本馆缺藏资源的情况下，可凭本人借阅证向图书馆信息咨询部提出申
请，我们会及时解决您的阅读需求。联系电话：86891297，虚拟短号：
664200，E-mail：tsgxxzxb@163.com 。 
★  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图书馆经常为相关分院及教师提供利用图书馆数字化
资源的指导和培训（包括介绍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和服务）；征求相关分
院对图书馆资源建设（图书、期刊、光盘、电子资源等）、服务内容的
意见和要求，并能够进行相关学科的咨询服务；负责搜集、鉴别和整理
相关学科的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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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 2006200620062006～～～～2007200720072007 学年工作计划学年工作计划学年工作计划学年工作计划（（（（要点要点要点要点））））    

    

图书馆本学年工作重点是紧紧围绕学校“创示范，争一流”的目标，

确保教育部水平评估优秀，全面加强和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功

能。继续抓好信息咨询、读者服务和分科类藏书工作。同时，大力宣传

馆藏资源的充分利用，解决好数据库的正常运行管理，加强硬件设施，

改善软件环境，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文献信息资源服

务。 

一一一一、、、、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做好迎接水平评估工作做好迎接水平评估工作做好迎接水平评估工作做好迎接水平评估工作    

按照水平评估 A 级指标要求，我们在加强馆藏资源建设的基础上，

重点突出分科类藏书比例和流通量的统计，同时，积极做好评估材料的

准备和全面盘查书库的工作，确保图书馆在水平评估中达到优秀。 

二二二二、、、、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水平    

1、加强文献传递、课题查新服务，为读者提供较高层次和较高质

量的信息咨询服务。同时，建立参考咨询员，能随时回答读者提出的信

息查询问题，能为读者排忧解难，能成为读者的导航员。 

2、继续开展为地方经济区域服务，实现网上信息资源共享。近期

以 100M 速率将图书馆的服务器接入宁波保税区大厦，为保税区提供文

献信息资源服务。 

3、强化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教育，构建和谐的图书馆服务文化。

继续开展 “文明服务窗口”和“文明服务标兵”活动。 

4、吸引读者的眼球，留住读者的脚步，进一步明确流通量任务，

激发和引导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从而提高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利用率。 

三三三三、、、、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效用充分发挥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效用充分发挥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效用充分发挥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效用    

1、九月份开展电子资源宣传进分院活动，图书馆与各分院之间架

起沟通信息的桥梁，切实利用信息资源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求，同时，

增强和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 

2、进一步改善图书馆主页功能，多途径开发网上资源，强化学科

专业导航作用，增加读者网上点击率。 

3、定期更新、维护中外文数据库，通过宣传、培训，扩大电子资

源的影响面，保证网上信息资源全天 24 小时畅通服务。 

四四四四、、、、加强图书馆队伍建设加强图书馆队伍建设加强图书馆队伍建设加强图书馆队伍建设    

1、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建设一支有素质、有专业、有水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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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参考咨询队伍，提高图书馆的办馆水平和服务功能。 

2、省高校图工委计划组织多次基层业务负责人培训会议，馆里将

积极选派人员参加，并组织内部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促进思想文化

和服务素质的全面提高。 

五五五五、、、、继续落实继续落实继续落实继续落实 ISO9001ISO9001ISO9001ISO9001 质量管理工作质量管理工作质量管理工作质量管理工作    

1、常规管理抓规范，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切实履行各项工作

流程，全面做好制度的实施和检查工作，推进图书馆常规工作规范化。 

2、按照图书馆岗位责任制细则要求，对工作失职和不到位（读者

投诉）的，要追究部门负责人和具体岗位人的责任。 

3、严把图书采购和加工质量关，重点调整分科类藏书比例，继续

做好学生“专业必读书”联系和采购工作。 

六六六六、、、、加强读者服务工作加强读者服务工作加强读者服务工作加强读者服务工作    

1、始终倡导读者满意度是衡量我们工作标准的理念，始终树立“三

心服务”（热心、耐心、细心），始终坚持“读者第一，优质服务”的办

馆宗旨，切实改进服务态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2、尽量延长开馆时间，克服人员少，管理分散的困难，保证周平

均开馆 91 小时以上。 

3、转变读者服务方式，从单一、被动的，转变成为主动的；从封

闭的转变为开放的、从物本的转变为人本的服务方式。 

4、本学年度读者借还量、读者流通量作为图书馆衡量读者利用文

献信息资源和集聚图书馆人气氛围的考核指标体系。 

七七七七、、、、完成全院完成全院完成全院完成全院《《《《科技科技科技科技文献检索课文献检索课文献检索课文献检索课》》》》的授课任务的授课任务的授课任务的授课任务    

改进授课方式和方法，重点放在培养提高学生获取信息能力素质

上，任课教师完成教学课件的制作，增加上机操作的课时，不断提高科

技文献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八八八八、、、、图书馆指导读书协会在世界读书日期间图书馆指导读书协会在世界读书日期间图书馆指导读书协会在世界读书日期间图书馆指导读书协会在世界读书日期间，，，，举办举办举办举办““““爱心传递爱心传递爱心传递爱心传递””””图图图图

书漂流活动书漂流活动书漂流活动书漂流活动。。。。    

九九九九、、、、加强安全工作加强安全工作加强安全工作加强安全工作，，，，为创建平安校园作贡献为创建平安校园作贡献为创建平安校园作贡献为创建平安校园作贡献    

图书馆的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当前重点是安全防火和书库承

载，防患于未然，必须常抓不懈，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十十十十、、、、召开第三次全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会议召开第三次全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会议召开第三次全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会议召开第三次全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会议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006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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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各部门暑期迎评工作状况图书馆各部门暑期迎评工作状况图书馆各部门暑期迎评工作状况图书馆各部门暑期迎评工作状况    
    

◆◆◆◆    采编部采编部采编部采编部暑期暑期暑期暑期工作小结工作小结工作小结工作小结    

暑假期间采编部全体员工以高度的热情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战酷

暑、抗炎热，在人员少、任务重的不利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地

完成了馆领导交给的任务。 

1、对五个临时书库的近 142，000 册图书进行条形码的汇总，将数

据在电脑上进行打印整理。在打印出数百张印有条码的纸张后，召集学

生管理员和求是的两位工作人员，按条码号找出相对应的图书，在典藏

处加上该书对应的房间号码与架位号码，便于在最快的时间内准确的找

到该书。当学生管理员人数不够时主动联系在校学生做临时管理员，大

家加班加点不分昼夜，甚至工作到晚上近 11：00，即使在休息日大家

也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轮流加班赶任务，当数据稍有不对就立即跑

到相应的书库内进行查找核对直到准确无误为止。因为数据的差错比较

多，为此采编工作人员常常整天穿梭于办公室与临时书库之间，经常被

累得腰酸背痛，即使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大家任劳任怨，经过数天的

辛勤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把这五个库的图书摆放得整整齐

齐。在所有图书的架位和房间号都添加完毕后，又对大量的数据进行了

收尾统计核对工作； 

2、以往上万张图书的分书清单按照顺序进行清理并装订成册，并

且对财产报表在确认无误后，用多台电脑进行不间断的打印分类整理，

装订成册； 

3、分院的资料室的图书进行统计，册数核对，排架整理，并主动

派人到分院去协助统计排架整理，直到各分院任务都全部完成； 

4、对流通部以往的所有磁带进行架位整理，并加工完毕，以方便

学生查找借阅； 

5、根据工学院和基础学院提供的“专业必读书工程”书目，已与

市新华书店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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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部暑期工作小结流通部暑期工作小结流通部暑期工作小结流通部暑期工作小结    
    为了以更好地状态迎接水平评估的到来，暑假期间流通部的全体工

作人员团结一致，本着“读者第一”的原则，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1、对近 5 万册的 I 类图书进行倒架。由于上个学期学校开展了“读

好书活动”，B 类的图书进了很多，原有的书架已一本图书也上不上去

了。虽说，馆里要求我们九月底之间一定要把流通部的图书都用扫描器

都录入电脑，工作量是巨大的，但我们抱着“一切为读者着想”的理念，

主动给自己加压，在暑假期间带领学生对 B 类、F 类、TP 类图书都进行

了重新倒架，并把 A 类图书移至大厅里，为新学期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2、流通部的 H 类是存放在原来图书馆的大厅里，那里无灯,又没电

扇,没有窗户,不要说干活就是站着什么活也不干,都是汗流不止，在这

酷暑的 8 月连续高温的情况下，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坚持把 H 类的工作提

前完成了，为下面的工作赢得了时间。 

3、在加班期间内，流通部的每一个老师都尽心尽力，虽说年纪大

（平均年龄达到 44 岁）视力差，但我们还是冒着酷暑和学生管理员一

样，每天工作 6 个小时以上。尤其感人的是周惜珍老师和邢涛老师,她

们患有颈椎尖锥盘症,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使得她们每天回家都要进行

物理治疗,但是她们仍旧每天坚持完成自己的定额，又如杜老师她们一

组，有一天没有做到规定的定额，她们为了不想落后其它别的组，第二

天一时一刻也不休息的做，最后在她们的加倍努力下终于赶上了其它组

的进度。还有方老师看到我们工作任务紧，完成任务有一定的困难，她

特意把休息在家的女儿叫来帮助工作。由于 K 类的书架之间的距离不到

40 公分，一个人转身都有困难。几个学生管理员在陈老师和毛老师带

领下，一天时间把 K 类的图书全部上架，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为

了赶时间，二位老师干活急，加上空间太小,身上碰出了好几个乌青块。 

4、在加班期间流通部共盘存图书 20 多万册。倒架 15 多万册，整

架 10 多万册。对所有的光盘和磁带都进行了整理、加工。还接待读者

近百位,给新老师做证近 20 个。提前 10 天完成了馆里交给的盘库任务,

还超额完成了倒架任务,及大部分的整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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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部暑期工作小结期刊部暑期工作小结期刊部暑期工作小结期刊部暑期工作小结    

暑假期间，期刊部为了迎接教育部水平评估，加班加点开展工作，

具体小结如下： 

1、考虑到承载安全问题，我们把 2004 年 2500 余册过刊从 301 室

搬移到 8 号楼 111 室，并整理上架。2005 年 2600 册过刊由原来的 305

室搬迁到 301 室，并完成了整理、分类、排架等工作。 

2、外文阅览室的书刊进行清点。由孟老师负责带领管理员，对外

文图书进行清点和重新排架等工作。 

3、进行上半年的报刊装订。装订报纸 340 册，典藏入库到 116 室。

装订期刊 391 册并典藏入库，为教师假期借阅提供服务。 

4、2007 年外文原版期刊开始订阅。我们从上千种征订目录中挑选

出所需期刊，编制目录供老师查询，并亲自到分院征询有关老师的订刊

意见，在 8 月底前完成 2007 年原版期刊征订工作。 

5、由于原来期刊排架方法不太方便读者阅读，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对所有期刊进行重新排架整理，在期刊封面上写上醒目索刊号（分类及

顺序号），并把每种排架号输入电脑中，为以后的统一管理工作提供方

便。8 月 10 日上班以后的几天我们对假期堆积的报刊进行整理、验收、

记到、上架等工作。 

 

◆◆◆◆    学生资料室暑期工作小结学生资料室暑期工作小结学生资料室暑期工作小结学生资料室暑期工作小结    
    暑假期间学生资料室的全体老师和同学在连续高温的情况下，加班
加点完成了各项任务，具体小结如下： 

1、图书清点盘库工作，我们扫描完成 301、302、400、中间房间
的全部图书，并对 301（H、G、D、E）和 302（A、B、C、F）8 大类的
图书倒架、排架； 

2、对 301（H、G、D）、302（F、E）类的图书进行排架、整理； 
3、为了减轻采编的工作量，我们利用《中图法》查找出看不清分

类号的旧书，并更新其小标签大约 2000 多册； 
4、原计划学生管理员 8 月 28 日到，来 6 人突击完成 300（J、T、

TN、TM、TP、TG、TQ、TU）类书的扫描、排架工作和 400（I 、K 、O、
R、N、Q、P）类的排架、整理。但由于评估时间的提前，及部分管理员
家里遭遇台风袭击不能来校等原因，我们只得临时通知两位家住的近的
同学来校帮忙。我们不得不在 38 度闷热的房间里对剩余图书扫描、排
架、整理。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从早上 8 点进入资料室到下午下班，没
有哪一个人的衣服不湿。为了提前完成任务，郑老师还带领学生连续奋
斗了五个晚上，共扫描图书 5 万册左右，倒架 11 大类图书，完成了领
导分配的所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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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部暑期工作小结信息技术部暑期工作小结信息技术部暑期工作小结信息技术部暑期工作小结 

7 月份,沈老师专门对丹诚系统部分统计程序进行修改，统计出图

书馆流通部 2003 年 9 月 1 日到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每个月的“流通

总人次统计”报表,以及 2003 年 9 月 1 日到 2006 年 6 月 30 每个学年的

“单项流通统计”和“各类型读者借阅分类统计”报表。 

同时，我们与杭州麦达公司、中国数字图书馆公司联系，更新 “中

国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的平台并进行数据补充。在 7 月 27 号到 29 号，

我们陪同“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师来进行数字图书系统的重新安装和

图书数据的装载工作，并配合其工程师完成相关工作。 

在八月初，配合学校网络中心和科研处关于“数字校园”方面的工

作，到我馆进行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的调研工作，介绍了我馆丹诚系统，

阅览室系统及数据库情况。 

    为了配合流通、采编和学生资料室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加工工作，给

各部门准备电脑设备和网络设施，并确保电脑和网络能够正常使用。接

收学校其它部门调入旧电脑 44 台，并对每台电脑进行检测，及时更换

了搬过来就损坏的显示器、主机、电源及其它损坏的硬件。接下去将要

开始重新安装音像室电脑的软硬件系统，并给其它相关部门准备系统。

另外，还准备好了音像阅览室的网络，确保以后能够正常的进行管理。 

对丹诚系统的“分书清单”统计程序进行修改，将流通部、学生资

料室等部门所属的典藏地的书目数据导出到文件中，以便与各部门的盘

点数据进行对比。 

由于病毒花样迭出，近期馆内计算机甚至服务器都受到病毒攻击现

象非常严重，对装有反毒软件的电脑都无法幸免，对于病毒和受攻击现

象，将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机房进行维护，对空调的损坏进行

了维修，并已经打报告申请调换空调以保证服务器机房设施的安全。另

外，还要很多的日常工作要做，如光盘的借还，对各部门电脑碰到的问

题要适时的进行解决等等。 

这期间还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同宁波保税区进行联网和提供数据服

务的相关问题。在八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参加了丹诚公司的高级培

训，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有关丹诚系统管理方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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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书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教师资料室教师资料室教师资料室教师资料室））））暑期工作小结暑期工作小结暑期工作小结暑期工作小结 

由于图书馆楼层的承载量受到限制，2006 年 3 月底教师资料室的

图书从三楼搬到一楼，由信息咨询部兼管。 

1、制定工具书阅览室的管理职责、阅览规则和岗位目标，为工具

书阅览室的顺利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2、将三楼教师资料室的 5000 多册图书全部搬至一楼工具书阅览

室，同时将 6 号楼 105 房间的 1500 册四库全书和采编部的部分新书移

至工具书阅览室，并对所有图书的条形码进行扫描登记。此次搬动图书

的工作量较大，且全部由本部门的老师和学生完成，尤其是本部门管理

员能够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认真仔细的完成图书的搬运和扫描登记工

作，为工具书阅览室全面清点图书做好了前期工作。 

3、根据工具书阅览室的书架摆放情况，完成所有图书重新排架和

上架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对小标签看不清楚以及存在错误的情况进行重

新打印粘贴和纠正，以保证所有图书能够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准

确排架，满足读者能够按照排架号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 

4、将所有扫描的图书条码号进行合并，并完成和教师资料室的工

作交接任务。在交接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图书存在各种缺失和遗漏的现

象，以及典藏地重复等情况，对这些图书进行全面分类登记并注明错误

原因，将所有的登记情况转交给信息技术部。 

 

新视听新视听新视听新视听    新气象新气象新气象新气象 

  信息技术部在暑假期间对音像阅览室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工作。这

次整改使音像阅览室同时能够提供上网服务和光盘磁带阅览服务。室内

共有阅览座位 108 座，电脑 37 台，所有电脑配有耳麦。阅览室结构布

局合理，光线充足，外间可借阅光盘，也可以上自修，内间可以在网上

冲浪、查阅电子文献，也可以观看电影。同时，我们采购了很多适合大

学生的英语和计算机方面的光盘资料，为大家的学习提供了方便。在"

硬件"环境改造的同时，我们根据本室特点和读者需求重新编排了声像

目录，对声像资料进行整理和充实，使读者在检索资料时达到最快最好

的效果，提高了声像资料利用率。重新开放的音像阅览室以其优雅的环

境、新颖的布局、完善的设备、独特的服务方式、热情而耐心的态度迎

接广大读者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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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您好！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不断满足您查找论文资料的需
求，我馆不断加大数据库的采购和建设，目前我馆拥有的电子期刊包括：
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国研网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
中国资讯行、中国经济网、EBSCOhost 英文数据库、银符考试模拟平台
等，电子图书包括：中国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下面简单
介绍一下几种主要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1111、、、、CNKICNKICNKICNKI 数据库资源及使用方法介绍数据库资源及使用方法介绍数据库资源及使用方法介绍数据库资源及使用方法介绍：：：：    
1998 年至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

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积累全文文献 800 万篇，题录 1500 余万条，分九大

专辑，126 个专题文献数据库。 

初次使用初次使用初次使用初次使用 CNKI 数据库资源，您需要做以下事情： 

  （1）在图书馆网站图书馆网站图书馆网站图书馆网站（（（（http://61.153.150.134http://61.153.150.134http://61.153.150.134http://61.153.150.134    ））））上的“软件下载”栏目里

下载并安装 CAJ 全文浏览器或 Acrobat 浏览器，有其中任何一个浏览器即可。 

    （2）CNKI 数据库的使用过程包括检索过程和检索结果的处理两个过程。检

索是通过各种途径发现、查找您所需知识的过程，检索结果的处理是获取所需知

识的行为。 

（3）检索：CNKI 数字图书馆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包括： 

    ①导航检索：从导航目录，一步一步进入下一级目录，直达您所需要的内容。 

    ②主题词检索：选择一定的检索途径，输入相应主题词，检索得到结果。 

    ③二次检索：在执行完第一次检索操作后，如果觉得检索结果范围较大，您

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多次执行二次检索，以便缩小检索范围，逐次逼进检索结果。 

    ④高级检索：通过逻辑关系的组合进行的快速查询方式。逻辑关系有"AND、

OR、NOT"。本检索方式的优点是查询结果冗余少，命中率高。对于命中率要求较

高的查询，建议使用该检索系统。 

    （4）检索途径：CNKI 数据库提供了若干检索途径。如标题检索、关键词检

索、摘要检索、作者检索、期刊（报纸、论文）名称检索等等。 

    （5）检索结果处理：通过多种检索途径，找到了大量的内容后，您就需要对

检索到的内容进行处理，或浏览、或下载、或摘录、或复制、或取图、或打印等。 
    2222、、、、万方数据资源及使用方法介绍万方数据资源及使用方法介绍万方数据资源及使用方法介绍万方数据资源及使用方法介绍：：：：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是以中国科技信息所（万方数据集团公司）全部信息

服务资源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以科技信息为主，集经济、金融、社会、人

文信息为一体，以 Internet 为网络平台的大型科技、商务信息服务系统。 

我馆拥有万方数据资源（镜像版），又新增了网络新版和万方学位论文数据

库。新网络版的万方数据资源简化了检索界面，更加适合普通用户掌握和使用，

而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了约 56万篇硕、博士学位论文，为在校学生纂写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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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供了参考。 

    全文内容为 PDF 格式，须用 Acrobat Reader 阅读，如果没有该阅读器，请先

下载并安装。其检索过程和对检索结果的处理过程和 CNKI 数据库类似。 
    3333、、、、国研网数据库简介国研网数据库简介国研网数据库简介国研网数据库简介：：：：    

国研网数据库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全文数据库，其研究成果具有很

高的预见性、权威性和政策性，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国研中

心信息网以其权威性、前瞻性、指导性的特点，吸引着广大财经读者。 

我馆拥有的国研网数据库范围包括国研报告、宏观经济、金融中国、行业报

告、世界经济与金融评论、工业统计数据库和高校管理决策参考共 7 个数据库。 

国研网提供了浏览和简单检索两种检索途径。浏览即选择所需检索的数据库，

将目录层层点开，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浏览全文。简单检索即输入检索词，从文

章标题、作者、全文途径等途径进行检索。 

4444、、、、EBSCOEBSCOEBSCOEBSCO 英文数据库介绍英文数据库介绍英文数据库介绍英文数据库介绍：：：：    
EBSCO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检索系统，它所连结数据库含盖的范围包罗

万象，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等多种学术领域。其中两个主要全

文数据库是：学术期刊集成全文数据库（Academic Search Premier）和商业资源

集成全文数据库（Business Source Premier）。 

学术期刊集成全文数据库是全球最大的学术参考全文数据库，包括工商经济、

资讯科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通讯传播、教育、艺术、文学、医药、通用科

学等领域的约 4,286 种期刊，其中 3,288 种全文刊。 

商业资源集成全文数据库包括经济学、经济管理、金融、会计、劳动人事、

银行以及国际商务等领域的约 2,000 种期刊，其中被 SCI 和 SSCI 收录的核心期刊

为 398 种。 

5555、、、、银符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考试模拟平台    
“银符考试模拟平台”是根据国家相关考试规定编制而成的一个集练习、学

习、交流、教学、资源为一体在线模拟考试平台，其功能及内容兼顾教师和学生，

可为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提供有力的帮助，在有效的使用范围内不受时间、空间

的限制，可通过网络进行模拟练习或模拟考试，实现在线答题、在线评分、随机

组卷、专项练习等功能。 

其中，银符英语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英语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英语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英语考试模拟平台主要内容包括： 

新大学英语四级、新大学英语六级、专业四级英语、专业八级英语、国家英

语等级考试（PETS）一级、国家英语等级考试（PETS）二级、国家英语等级考试

（PETS）三级、国家英语等级考试（PETS）四级、国家英语等级考试（PETS）五

级，并赠送一定数量的托福英语、雅思英语、GRE 英语试题。（以上的考试科目

均有听力语音库） 

另外，银符计算机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计算机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计算机考试模拟平台银符计算机考试模拟平台主要内容包括： 

一级：一级 B、一级 MS Office ； 二级：C语言、VISUAL BASIC、VISUAL FOXPRO、

JAVA、ACCESS、C++ ； 三级：PC 技术、信息管理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 ； 

四级：计算机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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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开展““““爱书爱书爱书爱书、、、、护书护书护书护书，，，，做文明读者做文明读者做文明读者做文明读者””””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馆藏资源，提供方便，优质的借阅条件，提

供舒适，安静的借阅环境，不断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读者的综合素

质，宁职院图书馆、“读书协会”联合在读者中开展了“爱护图书，做

文明读者”系列活动，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 

四月初，图书馆流通部、期刊部、学生资料室分别举行了“爱书、

护书，做文明读者”被损坏图书展览。看了那些被划写、撒毁的图书后，

在同学们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对那些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进

行了谴责，并纷纷提出帮助图书馆修补那些被损坏的图书，外贸 5031

班的同学最早报名参加图书馆的修补图书活动，在此次修补活动中，共

修补图书 100 多本。 

图书馆流通部还将此次的活动编辑成图片展，吸引了更多的同学共

同参与，在我们的学校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做“没有学生参与的活

动是不成功的活动”，我们的图书馆也一样。通过此项活动，营造了学

生“爱书、护书”的良好氛围。 

                                            宁职院图书馆 

                                          2006 年 5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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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料室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学生资料室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学生资料室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学生资料室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学生资料室位于图书馆的三楼（300），建筑面积近 2000 平方米，

阅览座位 450 个，分上下两层。三楼有四个资料书库，300（大厅）书

库分别放有 J 类（艺术）；T 类（工业技术）下属的 16 个二级类目，它

们分别是：TB 一般工业技术；TD 矿业工程；TE 石油、天然气工业；TF

冶金工业；TG 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 机械、仪表工业；TJ 武器工业；

TK 能源与动力工程；TL 原子能技术；TM 电工技术；TN 无限电电子学、

电信技术；TP 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Q 化学工业；TS 轻工业、手

工业；TU 建筑科学；TV 水利工程；U 类（交通运输）；V 类（航空、航

天）以及 X 类（环境科学、安全科学）。Q 类（生物科学）；Z 类（综合

性图书）的图书资料。 

301 书库内有 D 类（政治法律）；G 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类（语言、文字）资料。 

302 书库里有 E 类（军事）和 F 类（经济）图书。 

303 书库内有 A 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B 类（哲

学）；C 类（社会科学总论）图书资料。 

沿着学生资料室的大厅走进，你会看到一个楼梯，它是通往学生资

料室四楼的通道，在四楼书库里，你会找到 I 类（文学）；K 类（历史、

地理）；N 类（自然科学总论）；O 类（数理科学和化学）；P 类（天文学、

地球学）；R 类（医药、卫生）；以及 X 类（环境科学、安全科学）的图

书资料。 

学生资料室拥有 51000 多册内容广泛，知识结构合理，需求层次各

不相同的资料图书，这里没有内容重复的图书，每种图书只有一册。这

里的资料图书是不能外借的，它只供读者在阅览室内学习。 

当你进入学生资料室时就能看到一块“请您自觉使用书位牌”的友

情提醒牌，（书位牌就是替代图书位置的牌子）。为什么要提醒读者一定

使用书位牌呢？因为图书馆书架上每一册图书都是有它一定的排列顺

序，一排排整齐有序的图书都是老师和管理员们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规定的标记符号和制度精心编排而成的。它是以字母和阿拉伯数字

从左到右，由大到小混合作为基本符号的。如：G623 这个符号表示初

等教育的各科教学法、教学参考书，它就必须放在 G62（初等教育）的

后面和 G624（教材、课本、学生参考书）的前面。这就是向读者说明，

每一册书都有它固定的位置，如果读者不能正确使用书位牌，在架子上

随意的把图书拿来阅读完后再随便的放到任何位置上，这就会造成图书

类别不清，书架混乱的，当你需要查找某一类图书时，就很难再它固定

的位置上再找到它了。所以，提醒读者一定要正确使用书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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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料室是一个为读者服务的优秀文明窗口部门，它一直坚持全

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工作宗旨，“读者第一，服务至上”是图书馆人永

恒不变的职业素质。树立热心、耐心、细心的服务意识，强化职业道德

素养，全面提高工作责任心，做到有问必答，有难必解，语言文明准确，

千方百计为读者答疑解惑，使读者在阅览中融入“人文关怀”，在潜移

默化中使读者的身心得到升华，尽可能的使读者在阅览的过程中受到教

育。 

宁职院图书馆学生资料室的老师携全体学生管理员热情期盼您的

到来。 
 

为北仑地方区域提供信息资源服务为北仑地方区域提供信息资源服务为北仑地方区域提供信息资源服务为北仑地方区域提供信息资源服务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在保证本校师生教学、科研服务工作基

础上，2004 年开始着手进行面向北仑地方区域广大读者提供方便、快

捷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项目，具体做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积极开展为北仑区域各企事业、政府机关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文

献信息服务项目，包括对外借阅图书工作和查阅数据库信息资源。 

2、根据宁职院图书馆与北仑区政府网联网的协议要求，北仑电信

以 100M 速率将宁职院图书馆内的 3 台服务器接入北仑区政府网，宁职

院图书馆将各种数据库等电子信息资源直接提供到北仑区政府所属各

办公室，并将陆续开通 20 万册电子图书、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

新华社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和 EBScohost 外文数据库

等，实现网上信息资源共享，极大地方便了地方政府对现代信息资源的

需求。图书馆还积极开展信息技术服务咨询，提升服务地方区域经济的

能力，争取努力打造成为服务地方区域经济的文献信息中心，为北仑区

域地方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今后，图书馆对地方政府开放本馆所有拥有所有权的数字化信息资

源，如馆藏书目数据库、馆藏期刊目次库、数字化馆藏、网络版光盘数

据库等；对本馆没有所有权的,就与数据库商协商采取相应的措施，方

便地方政府对现代信息资源的需求；对无法获取数据库商的授权向校园

网以外的用户开放的数字信息资源,如某些国外数据库,用代检索的方

式,通过电子文献传递为校外用户服务，受到了地方政府、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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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图书馆主页的网址是什么图书馆主页的网址是什么图书馆主页的网址是什么图书馆主页的网址是什么？？？？  

馆员答：http://61.153.150.134 。  

◇◇◇◇        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对图书馆的工作及服务有意见或建议对图书馆的工作及服务有意见或建议对图书馆的工作及服务有意见或建议对图书馆的工作及服务有意见或建议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向谁反映向谁反映向谁反映向谁反映？？？？     

馆员答：读者如有意见或建议可以向图书馆网页上的“馆长信箱”反映，或

写成书面材料投入图书馆一楼的“读者意见箱”内。  

◇◇◇◇        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如何知道如何知道如何知道如何知道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最近有哪些新书最近有哪些新书最近有哪些新书最近有哪些新书？？？？     

馆员答：您可以在图书馆网站上查看“新书通报”。  

◇◇◇◇        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图书馆哪图书馆哪图书馆哪图书馆哪里可以里可以里可以里可以上网上网上网上网？？？？     

馆员答：图书馆 5号楼 403、404 室，8 号楼 207、308 电子阅览室均可上网，

另外图书馆 6 号楼 507 音像阅览室也可以上网。  

◇◇◇◇        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通常通常通常通常举办哪些读者培训讲座举办哪些读者培训讲座举办哪些读者培训讲座举办哪些读者培训讲座？？？？        

馆员答：图书馆不定期举办各种数据库使用培训讲座， 请大家留意图书馆

网站的公告栏。  

◇◇◇◇        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在利用图书馆的过程中有疑问应该向哪里咨询在利用图书馆的过程中有疑问应该向哪里咨询在利用图书馆的过程中有疑问应该向哪里咨询在利用图书馆的过程中有疑问应该向哪里咨询？？？？        

馆员答：图书馆各个部门都设有咨询馆员解答您的疑问，图书馆网站上设有

“我要咨询”栏目。另外，您也可以向信息咨询部咨询，办公电话：86891297，

短号：664200。 

◇◇◇◇ 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如果我需要阅读的图书如果我需要阅读的图书如果我需要阅读的图书如果我需要阅读的图书，，，，图书馆缺藏图书馆缺藏图书馆缺藏图书馆缺藏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馆员答：您可以与采编部高老师联系购买该图书，地点：6 号楼 101 室，办

公电话：86891317。 

◇◇◇◇ 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如果我需要的论文资料或国家标准的全文如果我需要的论文资料或国家标准的全文如果我需要的论文资料或国家标准的全文如果我需要的论文资料或国家标准的全文，，，，图书馆的数据库里没有图书馆的数据库里没有图书馆的数据库里没有图书馆的数据库里没有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馆员答：您可以和我馆信息咨询部的老师联系，我们会和兄弟院校图书馆联

系，尽力为您找到原始资料，并进行原文传递，地点：8 号楼 104 室，E-mail：

tsgxxzxb@163.com 。 

◇◇◇◇ 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读者问：：：：如果我想知道自己发表的论文的学术价值该怎么办如果我想知道自己发表的论文的学术价值该怎么办如果我想知道自己发表的论文的学术价值该怎么办如果我想知道自己发表的论文的学术价值该怎么办？？？？    

馆员答：您可以将发表论文的详细情况告诉信息咨询部的老师，我们会为您

查找出您发表的论文是否被 EI、SCI、CA 等国际性刊物收录，如果收录我们

会通过兄弟馆为您开具收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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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文献传递图书馆开展文献传递图书馆开展文献传递图书馆开展文献传递、、、、课题查新服务课题查新服务课题查新服务课题查新服务    
为满足我校老师对原文文献传递和课题查新的需求，充分发挥信息

资源的最大效用，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图书馆本学期起推

出“文献传递课题查新服务”。 

我院老师在确认本馆缺藏资源的情况下，可要求图书馆提供文献传

递服务，凭本人借阅证向信息咨询部提出申请。申请人按要求填写申请

单，提供所需文献的题名、书刊名、著者、版次、出版地、出版年月等，

并留下姓名、部门、Ｅ-mail 和电话号码等联系方法。经办部门（信息

咨询部）及时发出文献传递服务申请，在收到对方协作馆发来的资料后，

我们会及时地通知有关老师。 

联系电话：86891297    移动短号:664200 

联系人：周燕 

联系地点：图书馆 8 号楼 104 信息咨询部 

Ｅ-mail：tsgxxzxb@163.com 

 

图书漂流活动简介图书漂流活动简介图书漂流活动简介图书漂流活动简介    
“图书漂流”活动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指的不用借书证，

不用付押金，也没有借阅期限，是书友将自己拥有却不再阅读的书籍贴
上特定的“漂流”标签后，投放到校园、公园长凳、咖啡馆桌子、博物
馆走廊、图书馆楼梯等公共场所，无偿地提供给拾取的人阅读。拾取的
人阅读后，根据标签提示，再以相同的方式将书投放到公共环境中去，
如此不断进行传阅。进入 21 世纪，一家名为“bookcrossing”（书流）
网站的兴起更是加速了图书漂流的普及。 

“图书漂流”的社会影响：1、图书漂流，传递着书香：纵观每个
人的书架上，不少的图书要么经它的主人读过一两遍后即束之高阁，与
其任随它们在孤寂中遭致自身价值打折、资源浪费，不如交给更多需要
它们的人去阅读，让书在流动中发挥作用，让书香飘溢于社会，实现传
递知识的价值；2、图书漂流，传递着诚信：该活动既是对读者道德素
养、诚信和共享意识的考验，更是一种鼓励；3、图书漂流，传递着情
谊：一本本书籍，隐含着一颗颗奉献社会、关爱他人的热诚之心，它能
使更多人感受到温暖情愫的流动。 

我院图书馆和读书协会将在下个世界读书日期间，开展以“分享、
信任、传播”为理念的大型“好书爱心传递”图书漂流活动，将这种充
满着独特神秘感和浪漫情调的前卫阅读时尚——“图书漂流”引如我院，
给学校创造更浓厚的文化气息。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到这样的
社会文化公益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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