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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工学科服务群简介
为了加强图书馆与各院系的联系，建立起通畅的“需求”与“保障”渠道，
帮助教师用户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特此建立 淮工学科服务群（群号：
162297967）。
该群主要定位为淮海工学院图书馆学科馆员与诸位老师的实名交流平台。服
务内容为：①图书馆资源推广；②学术信息分享；③解答用户疑难；④指导检索
利用；⑤了解文献信息需求；⑥了解资源使用情况；⑦ 征求意见。
该群主要有两类交流：一类是学科馆员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另一类是教师之
间的交流。群文件中欢迎大家分享对教学、科研有帮助的信息。由于群文件空间
受限（只有 2GB），将不定期清理，若有喜欢的资料还请成员及时下载。
加群链接：http://jq.qq.com/?_wv=1027&k=eU8xFf 。群名片样式为“所在
部门+姓名”。欢迎关注，欢迎加群！
《淮工学科服务速递》据群交流信息不定期整理，通过群邮件向群成员推送，
并与全校师生分享。

1 本期概要
根据淮工学科服务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关于移动图书馆使用的特别提示
（a）移动图书馆较好地整合了我校购买的常用中外文数字资源，且可以通过“文
献传递”等方式获取一些我校没有的资源。实际亦属于一种代理服务，突破了”
校园网 IP 范围”内这一限制，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接入网络的手机、平板
电脑、台式机等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
（b）对于“学术资源”的利用，由于是“高度浓缩”，因此检索功能及检索结果
呈现方式有所欠缺，移动图书馆只是一种辅助方式。
（c）移动设备（手机、平板电脑）上使用客户端效果更好，功能更多（可以用
公开课、有声读物等视频资源）。
（d）2014 年 9 月，我校为部分教师开通了河海大学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服务。使
用方法是一样的，但河海大学的资源比我校多，比如河海大学有 IEEE 资源，可
以借助移动图书馆利用。
（e）我校的移动图书馆了整合了我校购买的主要中外文资源，包括
Sciencedirect 数据库。截图如下：

-2-

淮工学科服务速递(总第 18 期 20160526)

（f）用户声音。外国语巩老师：谢谢王老师上传的关于移动图书馆的使用说明，
正好今天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感觉应该不错，随时随地可以用。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网址：http://cssci.nju.edu.cn/
检索条件：作者机构（第一机构）=淮海工学院 年=2012-2015，显示数：78。
（注：
如不限第一机构为 99 篇。）
2015 年 15 篇；2014 年 22 篇；2013 年 18 篇；2012 年 23 篇。
中文社会科学索引是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集团采购的资源，我校校园网 IP 范
围内可以免费使用。

（3）“微谱数据”试用通知
有机化合物核磁共振碳谱数据库，简称“微谱数据”，目前已收录化合物 75
万余个，收录期刊种类达 440 余种，适用于化学、药学、生命科学等学科,为从
事天然产物研究、合成和药物开发的研究人员。
试用时间：2016.5.16—201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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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方式：帐号方式访问，登录网页（微谱数据网址：www.nmrdata.com
或

http://www.nmrdata.com/Colleges.aspx）即可使用。（注：访问帐

号不能在网络上公开，需咨询陆芳芳老师。）
欢迎广大师生积极使用。使用意见和建议反馈：
电话：85895285(内线：6285)
联系人：陆芳芳 （可以通过办公网发邮件）
这类数据库比较专，用户面相对较窄。且为了便于大家使用，采取的方式是
帐号方式（非限校园网 IP 方式）。两个帐号，如果其中一个帐号有人在用，可以
换另一个帐号。“微谱数据”的试用是应我校化工学院老师之推荐开通的。

（4）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开放获取资源集成检索系统
图书馆吴环伟：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开放获取资源集成检索系统：
http://oairs.nstl.gov.cn:8080/oaj/action/prebrowse.action
本系统整合了开放获取期刊 6,908 种； 期刊文献： 1,913,393 篇； 会议总量：
1,506 本； 会议文献： 33,537 篇； 总访问量： 611894 次。

（5）ResearchGATE
ResearchGATE（https://www.researchgate.net/），它是一个社交网络服务网站，
于 2008 年 5 月上线。网站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合作，用户可以联系同行，
了解研究动态，分享科研方法以及交流想法。我们学校已有不少学者在上面注册
了。注册需要用机构邮箱（@hhit.edu.cn 结尾的），确认邮件有点滞后（需耐心
等待一会）。在 Researchgate 上分享成果，要求必须是本人的成果。

（6） DDS 学位论文集成与发现系统
DDS（http://www.oadds.cn/index.aspx）是国内专业提供学位论文的数据集
成与知识发现系统，语种为英文；主要收录了来自欧美国家 2300 多所知名院校
的优秀博硕学位论文，其中 70%是非美国世界名校，涉及导师 42 万余名，专业
方向 28000 多个，涵盖 13 大学科门类；本系统目前可发现全文 849407 篇，是
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该数据据我校已开通试用，使用范围：淮海工
学院校园网 IP 范围内 试用期限：2016 年 4 月 27 日——2016 年 7 月 31 日。另，
据悉有一定比例（三分之一左右），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亦有。 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买了，可以远程访问。只要办个读者证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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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国家图书馆读者证
有老师以为办国家图书馆读者证的目的是为了借纸质书，其实我们看中的
主要是其便利的远程访问功能。国家图书馆可远程访问资源比我校丰富得多。而
且是随时随地可用，我校购买的数字资源通常是限定在校园网 IP 范围内。并不
是所有是数据库都支持远程访问。有些数据库囿于相关法律的约束，不提供该服
务。
Springer、Wiley、RSC 资源，可以通过办理国家图书馆读者证解决，国家
图书馆读者证，我校正在组织办理，请关注。Springer、Wiley、RSC 资源，可
以通过办理国家图书馆读者证解决，国家图书馆读者证，我校正在组织办理，请
关注。
我校 SD 数据库（购买了 6 个学科包）、Springer 电子期刊参与的是江苏高
校集团采购（2015 年期刊种数为 1612 种，实际可以访问的期刊以用户在
springerlink 上能够访问到的为准。电子图书我校未购买）、Wiley、RSC、ACS
我校未购买。
国家图书馆的资源，办了读者证之后，相当于拥有了 VPN 帐号。使用起来很
方便，而且不受 IP 限制。有些数据库，比如 Web of Science、ACS、IEL 等，需
要到馆访问，也就是没有开放远程访问功能。有 157 种资源提供了远程访问功能。
有些资源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与数据库商之间的协议，是不能提供远程访问的。
国家图书馆提供远程访问的资源算是非常多，而且使用起来也很方便。理论
上是面向我国 16 周岁以上公民免费开放。实际操作起来，那是非常困难的。比
如国家图书馆的资源比绝大部分高校的资源丰富得多，如果高校完全依赖国家图
书馆的资源，那它根本运转不起来（单单是信息技术设备负荷它就承受不了）。
免费的前提是有人付费了。国家图书馆没有公开宣传，公开宣传之后，即便他们
有这个服务能力，相关数据商会找他们要钱的。
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通常合同中会约定并发用户数（也就是同时访问人
数），通常是并发用户数的量越大，需要付的钱越多。比如我校买的 CNKI 是 60
个并发用户，超过 60 个的时候，第 61 个用不起来。盐城工学院买的 IEL 数据库
是 10 个并发用户。好些外文数据库因为它面向全球服务，出现临时故障（服务
器负荷方面）的概率也较高。

（8）南京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南京图书馆也提供了一些资源的远程访问，那些资源相对国家图书馆的资源
来说没有那么昂贵，且种数较少。南京图书馆可以远程访问的资源，好些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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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学校所没有的。侧重人文社科类。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对我们学校的老师也
会很有帮助。比如有了那个帐号，您可以随时随地用南京图书馆的读秀，南京图
书馆的电子书买的比较多，好些书可以直接看其“包库全文”。如有需要可以到
南京图书馆办证处办理读者证，手续很简单。南京图书馆在总统府左侧。
南京图书馆可远程访问资源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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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校教师利用 IEEE 数据库的方法
我校教师利用 IEEE 数据库，至少有 3 种方法：
（1）利用读秀数据库外文搜索功能；
（2）利用河海大学移动图书馆（我校 2014 年开通了部分帐号）；
（3）利用 SCI-HUB，地址：http://www.sci-hub.bz/。SCI-HUB 是非法网站，号
称“the first pirate website in the world to provide mass and public access
to tens of millions of research papers”。
（4）通过读秀数据库的外文搜索发现文献线索，再用 SCI-HUB 快速获取全文。
图书馆王启云：IEL 数据库代理商给我的邮件，他们推荐了两种方案，一
种是全库 8.3 万美金，一种是 ASPP 期刊包（可以访问 IEEE 所有核心技术期刊）
价格为 5.8 万美金。我们学校的文献资源经费买不起。使用 IEEE 数据库，还可
以有更多方法。当前，许多办学层次较高的高校，提供数字资源的校外访问服务，
如果有条件分享帐号，也是一种方法。

（10）关于我校教师借书证咨询的解答
问：好几年没到图书馆借过书了，现在到图书馆借书，直接拿工作证去就可以
吗？
答：工作证上要与图书馆的系统关联起来才行。可以用这个网址试试：
http://opac.hhit.edu.cn:8080/reader/redr_verify.php 如果不能登陆，带着
工作证到图书馆大厅办证处处理一下就好；如果能登录，表示您的卡已经激活了，
工作证集成了借书证的功能。
另如果是使用移动图书馆，需要输入图书馆借阅系统的卡号和密码（如果忘记密
码，可以咨询图书馆流通部刘玉梅老师，办公地点图书馆一楼大厅办证处，办公
电话：85895283-809；手机短号：66036）。 教师帐号为工作证号；学生帐号为
学号（初始密码亦为学号）。
教师的借书证，其功能不仅仅是传统的纸质图书借阅功能，还可以通过移动
图书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
移动图书馆，它集成了我校购买的数字资源（比如 CNKI、万方数据、SD 数
据库等），还与我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汇文系统）是对接的，可以查询自己的
借阅信息，还可以进行续借，“馆藏查询”模块可以检索我校图书馆纸质图书的
情况（比如在哪里，有几本，有没有被借出等等）。

（11）超星 5 下载的图书如何在另一台电脑上能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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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钱老师：王老师，我安装的超星 5 下载的图书如何在另一台电脑上能打
开，一直显示图像解析失败。
图书馆王启云：可以查阅帮助文件。导致那种情形，主要还是因为采取了知识产
权保护措施，需要按其要求做。导致那种情形，主要还是因为采取了知识产权保
护措施，需要按其要求做。超星阅读器在其他电脑阅读从图书馆下载的书籍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fb756eca59c6a241858fbc3.html 这种方
式利用确实比较费劲。我个人很多年不用这种方式。当前有更好的利用方式。通
过移动图书馆利用效果更好。用是可以用，但比较费劲。它的浏览器版本频繁升
级，不同版本也经常出问题。如果喜欢那种利用方式，需要进一步阅读一下它的
使用帮助。个人建议是通过移动图书馆来利用，电脑上利用可以参阅群文件中“如
何在电脑上使用移动图书馆服务”文档。

（12）关于 SCI 检索证明及其相关问题的解答
问：影响因子怎么看？检索证明上有吗？WOS 是收录号吗？
答：检索证明可以要求列示期刊影响因子。WOS 是指收录号，它是 Web of Science
的缩写，数据库中或收录证明上显示为“入藏号”。影响因子及 JCR（期刊引证
报告）分区可以在系统中检索到。显示的是最近一版的影响因子，比如当前显示
的是 2014 年的影响因子。因为 SCI 一般是在每年的 6 月下旬发布前一年的 JCR，
比如 2016 年 6 月发布的是 JCR 2015。实际截取两个图示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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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外文海洋数据库
网址：http://210.28.32.215/ENOSEA/index.htm
《外文海洋专题数据库》是专门介绍国外海洋的特色数据库。该库分为：水产
养殖、水产品加工贮藏与综合利用、水生生物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物工程、
海洋渔业、海洋化学、海洋环境与污染治理、海洋地质、海洋管理等 12 个子类；
数据来源于国外各官方、组织机构和研究机构发布的优秀学术论文、相关学术会
议综述和成果记录；总计 17.5 万余篇全文。主要收录时间：1995-2015；语种：
英语。
各小类及其数据量：
水产养殖 9205 条
水产品加工贮藏与综合利用 5831 条
水生生物学 27187 条
海洋生物学 17577 条
海洋生物工程 10194 条
海洋渔业 1849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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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化学 12272 条
海洋环境与污染治理 7547 条
海洋地质 11194 条
海洋管理 13518 条
物理海洋学 16200 条
水文学与水资源 10764 条
海洋其他相关 15516 条
小提示：建议使用 360 安全浏览器（Chrome 浏览器下使用效果不好）。
外文海洋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中国海洋大学也在用，我校的数据量 17.5 万
条，中国海洋大学买全了（文献量 25 万条）。今年打算加大该库的投入力度。
2015 年海洋专题数据库更新数据 1.3 万条。其中海洋生物技术数据库 6200
条（英文全文），水产养殖数据库 1700 条（英文全文），水产加工贮藏数据库 4100
条（英文全文）；海洋法律法规库 238 条（中文全文）；海洋国家标准与技术规范
库 35 条（中文全文）。
2015 年外文国外食品专题库更新数据 1.9 万条，主要为国外发达国家的食品科
学与技术及标准规范。资治法典更新数据 4.1 万条，时间范围为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8 月，新增加了法学论文、经典案列、法律文书、合同范本，以及肖扬
大法官 2002 年选定之外的法律法规地方规章等，对法律教学、科研及法院审判
均适用。

（14）外文食品专题数据库
网址：http://210.28.32.215/Guodao/index.htm 该库收入国外食品相关文献资
料 25.1 万余篇。包括食品科技，食品安全、食品管理等内容。

（15）外文国外高校多媒体教学资源库试用通知
网址：http://www.MeTeL.cn
使用范围：淮海工学院校园网 IP 范围内
试用期限：2016 年 5 月 20 日——2016 年 9 月 1 日
MeTeL（即外文国外高校多媒体教学资源库）以课件、讲义（教案）、参考教材、
阅读材料、习题作业、试卷答案等文本资料为主、音视频文件为辅，与国外高校
90%靠 PPT 授课的现实相契合，再现国外先进高校课堂教学过程及育人理念。
MeTeL 现已收录美、英、加、澳等国 300 余所著名高校，2.6 万余教师或教学小
组讲授的 3 万余门课程、30 万余课节、130 万余个教学资源；涵盖 13 大学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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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100 个一级学科，300 个二级学科，涉及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经济学、
生物学、化学、 法学、管理学、物理学、医学、心理学、农学、文学、电子科
学技术、地理学、哲学等，与教育部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一
致。每门课程包括课程介绍、课程须知、课程表、教学大纲、参考教材、教材评
价、课任教师等；每个课节可能有如讲义、课件、音频、视频、教学图片、教学
案例、阅读材料、作业、习题答案、试卷等几类课节资源；部分课节为独立的专
题研讨会（Seminar）、实验实习、外出考察、演讲讲座、培训讲座等；个别课节
会有相关的程序代码、工具软件、数据等资源。
MeTeL 内容丰富、全面，数据格式多样，图文声像俱全，生动活泼，适合高校研
究生、本科生、留学生的自主学习（eLearning）；同时为我校一线教师数字化授
课（eTeaching）提供了参考资料、素材。对于已经开展双语教学、引进外教、
有国内外联合培养的院系专业，有援外教育任务的教师，尤其适合。另外，MeTeL
还为动漫专业提供了 5000 多个动漫素材。
MeTeL 平台易用性强，学科导航、院校导航、系别导航、教师导航、精选课程导
航、教材中心等导航功能一应俱全；每个院校的不同院系的课程均聚集于院校首
页；每门课程的各种资源均聚集在课程首页，一目了然，知识发现、获取方便；
同时支持对课程、教学资源内容的快速搜索和高级搜索功能。MeTeL 还有一个独
特的教材中心栏目，列出了相关课程所用教材或参考书的简要书目信息和权威书
评，总计 10 万本，且 90%以上的教科书还帮助指明国内馆藏位置，帮助读者实
现馆际互借。教材中心还设有高级组合检索功能，方便教科书的书目查询。该平
台还嵌入国道词典增值帮助功能，词汇量达 300 万条，可以大大提高读者的阅读
效率；并且在每页面底部、顶部都附有“MeTeL 使用指南”，方便读者随时调阅。
资源类型：教学多媒体；数据库类型：全文数据库；学科：综合；语种：英语；
收录时间：2000 年至今；课程：3 万门+；课节：30 万节+；数据量：130 万+；
更新周期：学年。欢迎广大师生积极使用！使用意见和建议反馈：
电话：85895285(内线：6285)
联系人：陆芳芳 （可以通过办公网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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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NKI 学术搜索
网址：http://scholar.cnki.net/
侧重于外文文献资源的搜索。部分文章免费获取，提供全文来源。CNKI 学术搜
索平台提供外文文献题录，同时提供部分文献的免费下载以及全部文献的可溯源
购买、下载服务，读者能够迅速搜索和下载目标文献。
如何利用知网查找外文文献？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A2NTAzMw==&mid=2653479146&idx=1
&sn=9b38e3fccd146ef7d34c3acedfab53f9&scene=0#wechat_redirect
这个东西是 CNKI 推出的新东西，号称可以一键式检索全球近 400 家学术数
据库，其中包括 Springer、Elsevier、Wiley、Cambrige、Oxford 等著名出版机
构和大学出版社。
特别注意到可以联邦检索美国化学学会期刊及 IEEE 期刊。

（17）反向代理网址
外国语庞老师：反向代理的设置，怎么弄的？好久没用了，哪位提醒下咋用？
图书馆王启云：反向代理网址：http://61.132.1.91/index.php

学校的反

向代理并不需要设置什么，关键得有帐号。该服务由信息中心提供，需要付费使
用。如果是想用图书馆的资源，建议用移动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的使用帮助群文
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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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淮海工学院赴台高校考察报告》中与图书馆相关内容摘录
“台湾高校精干的管理队伍也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湾高校的职能
部门领导一般均有各学院的教授兼任，以台湾正修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全部工
作人员 30 人左右，8 人负责图书馆的正常运作，20 几人负责学校信息化工作，
如软件开发等，图书馆管理信息化程度高，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为大陆高校庞
大的管理队伍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借鉴作用。”
感受之一“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其中第 5 小点为：“图书馆成为校园文化地
标。将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环境的代表，注重内部功能的开发，注重文化内涵的
积淀，注重校风特色的彰显，精心考虑到每一个细节，处处为师生着想。校图书
馆工作人员只有三十几个人，大量勤工俭学的学生参与了图书馆的管理。图书馆
不仅对校内人员开放，而且对希望来图书馆阅读的人员均开放。”
感受之三“重视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有：“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的配置
强调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以实现资的充分利用。”“图书馆集学习、研讨、指导、
交流、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布局合理，管理先进，是精心之作。”
背景资料：台湾正修科技大学是一所拥有博士、硕士、本科以及职业教育的综合
性大学。该校实施全人教育，强调专业训练和通识教育并重，充分发挥学校为社
会服务的功能，成立的一系列产学研发中心，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专业和
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当地企业培养大批的高级管理人才。

（19）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介绍一下“图书馆工作委员会”，2015 年之前叫“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
教育部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印发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
[2015]14 号），其中第二章第八条内容为：“高等学校可根据需要设立图书馆工
作委员会，作为全校图书馆工作的咨询和协调机构。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由学校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学校主管图书馆工作的校领导担任主
任委员，图书馆馆长担任副主任委员。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听取
图书馆工作报告，讨论全校文献信息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反映师生的意见和要求，
向学校和图书馆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20）2015 级学生激活借书证的情况
高校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是学生了解、认识并学会利用图书馆的开始，是大
学入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 2015 级学生借书证的开通，需要先完成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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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http://lib.hhit.edu.cn/chinese/Bs_rgks.asp?Action=oth&ID=291），考试
通过后激活借书证。据系统显示：当前，“已有 3755 人完成考试！ 其中 3558
人通过考试并激活借书证！” 我校 2015 级学生共 4994 名，构成情况：本二（4135）
+高职为 4461 名；专转本 468 名；研究生 65 名。2015 级学生未激活借书证的 1371
名，占总数的 27.8%（注：研究生不需要参加考试，可以直接开通。）经与图书
馆读者工作部、技术部沟通了解到，未参加考试的学生仍随时可以参加考试，考
试通过后，激活借书证。
当前图书馆的资源，由纸质资源及数字资源组成，数字资源（包括数字化图
书、数字化期刊、学位论文及其它多媒体资源）可以通过网络利用。假如使用移
动图书馆，可以随时随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但前提是需要与借书证建立
关联（取得授权），假如借书证未激活，是无法登陆的。

2 群文件共享资料
本期共分享 5 个文件。

3 大事记
（1）学科服务走进化学工程学院
【学科服务简讯】2016 年 5 月 20 日下午 4：30，在化学工程学院会议室，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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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学科服务走进化学工程学院，听需求，送服务。赵季春书记、曹伟平馆长、艾
华副馆长、隋福利副馆长、参考咨询部王启云主任、科技查新工作站张鼐主任、
学科馆员王爱一行七人与化学工程学院教师会面。见面会由化学工程学院童志伟
院长主持。图书馆为化学工程学院教师解答了化学工程学院教代会代表关于图书
馆的提案；介绍了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汇报了基于 Web of science 系列数据
库的学科分析概况，并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助力科研；宣传了移动图书馆的使
用方法。化学工程学院教师就文献检索教学支持、学术不端检测、科研一线教师
需求、学生利用文献资源需求、图书馆开放时间等提问，图书馆方面予以解答。
另，为了便于化学工程学院师生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图书馆通过办公
网发送了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推介资料，包括《图书馆文献资源概况（化学工程学
院）》、《重点学科开放获取资源推荐——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淮工数字资源
及其网址》等 3 个文档。

（2）我校召开 2016 年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会议
5 月 25 日下午，我校 2016 年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会议在文渊楼二楼会议室召
开。校图工委主任委员杜军副校长、学校图工委委员和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参加
会议。
会上，学校图工委副主任、图书馆曹伟平馆长作《淮海工学院图书馆 2016
年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汇报》，回顾了 2015 年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汇报了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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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图书馆资源采购方案，听取委员意见建议并通过 2016 年度经费预算方案。随
后，学校图工委副主任、图书馆赵季春书记就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
馆规程》进行了解读，修订后的规程将有助于更好地适应高等学校图书馆事业发
展需要，更好地指导和规范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之后，图书馆工作人员就组织
我校教师办理国家图书馆集体卡予以说明：一是宣传国家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
二是节省教师的时间，不用亲自跑去国家图书馆办证处办理；三是作为我校图书
馆资源与服务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参会委员围绕图书馆工作报告，就图书馆资源
建设、拓宽文献资源建设经费来源等进行了探讨交流，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图工委委员对图书馆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将进一步加强与图书馆的联系
与合作，共同为图书馆建设贡献力量。
杜军副校长作总结讲话，向图工委委员提出要求：一是关心、支持并积极参
与图书馆建设；二是强化角色意识，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是全校图书馆工作的咨询
和协调机构，委员率先垂范，起好指导和督导作用；三是积极反映师生的意见和
要求，向学校和图书馆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编后：淮工学科服务群创建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淮工学科服务速递》创
办于 2015 年 6 月 8 日。淮工学科服务群现有群成员 183 名，
《淮工学科服务速递》
目前已办 18 期，发布频率为每月两期。2016 年 5 月 29 日为淮工学科服务群创
建一周年，感谢我校师生的关注与支持，期待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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