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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凉城县图书馆2016年工作计划 

 

在“e时代”的大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事业已发展到了

“数字图书馆”、“图书馆营销”的新阶段，而旗县图书馆存

在着地区差异性和发展不平衡性，西北地区旗县图书馆普遍

落后于东南地区。对于乌兰察布市的各旗县级图书馆来说，

最主要的仍然是基础建设，建立独立的场馆，配备基本的设

备，增加图书馆藏量。在此基础上，资金和政策等条件许可

下，争取实现基础建设和数字化建设的同步发展和跨越式发

展。 

基于这种背景，2016年图书馆工作思路为“主抓基础建

设，争取跨越式发展”。具体总结为以下几个要点： 

1. 抓基础建设，整治场馆外部环境。馆舍外部实施亮

化美化工程，楼前铺设大理石地面，楼前空地划定停车位。 

2. 完善图书馆建制，分科设室，明晰职责。由于县图

书馆条件及工作人员短缺所限，图书馆一直未分设部门科

室，所有员工主要工作是流通服务，兼采购编目等其他业务

工作，为改变这种科室不分、建制不全的局面，图书馆预筹

备成立办公室、流通部、采编部。 

3. 抓业务建设，提升读者服务业绩。通过做好阵地建

设、阅读推广、服务延伸，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基础业 务建

设，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拓展服务内涵，确保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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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服务各项成果稳步增长，争取在接待读者人次、文献外借

册次上进一步取得好成绩。 

4. 提升图书馆馆藏层次，丰富馆藏内容，充分利用图

书馆资源，筹备建设“四库特藏室”、“国务院办公厅捐赠图

书特藏室”。 

5. 装订报纸期刊筹备建“ 期刊报纸阅览室”。 

6. 继续开展征集活动，筹建“ 地方文献贮藏室”，促

进地方文献建设，逐步开展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项目。 

7.开展较深层次的信息咨询服务，提高读者服务质量 

以文献为依据，针对读者提出的疑难问题，利用各种参考工

具、检索工具 及有关文献，为读者检索、揭示、提供文献

及文献知识或文献线索，解答读者 的问题。 

8．强化内部管理，进一步做好服务工作 不断完善图书

馆内部管理制度，对队伍建设常抓不懈，组织员工参加 研

修班，开展业务技能比赛，使全体员工加强服务意识，提升

业务水平， 继续做好图书馆日常读者服务，促进工作成绩

上新台阶。 

9. 参加全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及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技术等相关培训，逐步推广文化信息工程和数字图书

馆，在 e时代大背景下，实现图书馆的跨越性发展。 

10.关注相关资讯、参加相关培训，为 2017 年全国县以

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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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承担文化局分配的其他工作 

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本年度图书馆承担上级主管部门

的工作任务主要有：凉城县文旅新广局网站和信访网站两个

网站的维护和管理工作；文化局职工人事档案整理工作；承

担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任务等。 

本计划经凉城县图书馆馆务会议正式通过。 

 

 

凉城县图书馆 

2016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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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凉城县图书馆 2016 年工作总结 

 

2016年，图书馆为全面、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主要职能，

图书馆采纳社会各界多方建议，采取了各项改善服务群众的

措施，完善了管理制度，提高了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水平和

服务群众的能力。主要工作可总结如下: 

一、业务建设方面 

1. 2016年办理借阅卡 400余张，现拥有读者 3200余人，

年借阅量达 44138册次，位居乌兰察布市各旗县图书馆之首。 

2.继续使用蒙科立多文种图书馆管理系统，新编图书

6000册，增加录入编目数据 6000条。 

3.新购图书 50000 元，充实了书库。由于图书馆藏量不

足，读者超过 3000，图书损耗特别严重，为了满足广大读者

的阅读需求，增购 50000 元的图书。藏书保持在 5万册，报

纸、期刊合订保存本 1300 册，年订购报刊 60种。接收了 4T

文化共享资源和图书馆数字资源。 

4. 新建地方文献特藏和古籍文献特藏两个特藏室。 

2016年之前，图书馆针对主要读者群体迎合一般市民的

阅读需求，图书购置的图书主要是通俗性的文学作品，2016

年，为扩大馆藏范围，提升馆藏层次，特购进一批文史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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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地方文献百余种，建立了地方文献特藏室和古籍文献特

藏室。 

5.实行轮班制。为了更好的为读者服务，全面落实执行

全年侯开放，凉城县图书馆于 2016年 8月开始实行轮班制。

首次实现了周开放 56小时。 

6.2016年图书馆工作人员共参加各项会议、培训 3次， 

提高了业务水平，接收了新的咨询，了解了全国范围内图书

馆行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向。 

7.服务社会方面。一是想社会爱心团体捐书 400册，二

是在 4·23世界读书日，面向县里七所中小学举办了“中国

梦有奖征文活动”。 

二、现阶段图书馆面临问题 

凉城县图书馆作为基层文化机构之一，承载着公共图书

馆的主要职能：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 传递

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提供文化娱乐。是各旗县社会文

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因处于基层，所以普遍存在

着发展的不充足的局面。存在的必要性和发展的不充足性是

现阶段旗县图书馆面临的主要矛盾。而发展的不充足性主要

体现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和基本建制不健全。 

1.基础设施不完善。 

主要体现在馆所面积不足，容纳读者有限；馆藏量不足，

无法满足现有读者的借阅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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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乌兰察布市而言，多数旗县图书馆无独立的场馆，有

的旗县馆甚至至今未开放使用，还有个别图书馆只有建制，

而无馆所，无藏书，图书馆编制人员被安排到当地文化局的

其他部门，比如丰镇市图书馆。 

凉城县图书馆也没有独立的馆所，现与文化局其他各部

门在同一栋大楼，占据底层一部分。实际使用面积只有 1000

多平米，但已经办理借书卡 3000余张，拥有读者 3000余人，

出现了读者过多与使用空间不足、图书资源短缺的矛盾。 

由于建筑不是按照图书馆的功能要求建立的，现馆所并

不符合图书馆建筑的规范。 

其次，常用设备配置不齐，已有设备老旧，面临淘汰。 

凉城县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计算机设备陈旧，使电子阅览室不

能正常开放。OPAC专用机一直没有配置，读者自助检索功能

一直没有实现。 

2.建制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 

凉城县图书馆到目前为止，不分科室、部门，机构设置

不完备，采编、流通等各项工作一把抓，造成管理不规范。

工作人员不足，缺乏计算机等专业的专业人才。 

以上是 2016年度凉城县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情况，通过

这一年的工作，就现在旗县图书馆的实际条件，在最大程度

上发挥了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即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

会教育、 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提供文化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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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了图书馆的管理制度，提高了服务群众的能力，提高了

群众文化生活的质量。 

三、2017 年凉城县图书馆的发展思路 

在公共图书馆发展的 e时代，出现了“数字图书馆”、“图

书馆营销”等新的发展观点。但是，旗县级图书馆存在着地

区差异性和发展不平衡性，西北地区旗县图书馆普遍落后于

东南地区。对于乌兰察布市的各旗县级图书馆来说，最主要

的仍然是基础建设，建立独立的场馆，配备基本的设备，增

加馆藏图书。在此基础上，如果资金政策等条件许可，则可

实现基础建设和数字化建设的同步发展和跨越式发展。 

此外，积极参与评估定级，可以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尤其是建设不完备的旗县级图书馆，可以借此机会，以评估

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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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事记 

 

 

3月 2日图书馆安装监控设备 

3月 19日凉城县图书馆安装门禁系统和磁条充消敏器防

盗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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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构与人员 

 

行政领导、内设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行政领导 

馆长：王晓玲 

 

内设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成人借阅室 

负责人：王晓玲 

部室成员：王晓玲  李维  王树俊 

王晓慧  张清叶   

少儿借阅室 

负责人：许利平 

部室成员：许利平  李瑞芳  赵千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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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考核优秀部门、人员名单 

 

2015年考核优秀人员：王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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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积情况说明 

 

2006 年迁于文化图书大厦，官场面积 3024 平方米，与

文化局共用一栋大楼，实际适用面积只有 500 余平方米，。

2012年，图书馆实施 I 期整改工程，将 1楼实体墙拆除，将

东西 2区合为一体，图书室从 2楼扩大到 1楼，扩大了图书

馆实际使用面积，达 1000 平方米。 

2014 年底到，图书馆实施 II 期整改工程，将图书馆外

的文化局办公室迁出，原办公室改建成电子阅览室；阅览室

外部空间建成对外借还服务窗口；文化图书大厦 1楼大厅北

侧改建成阅览区，此次整改把图书馆实际使用面积扩大近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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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业务工作情况 

 

一、文献采访情况 

2015 年凉城县图书馆分批采购新书，包括《四库全书》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经典书籍，合计 4533 册（包括

复本），订购报刊 60种，采访经费合计 49690 元。采访书刊

比重有所调整，购进了一批特色图书，征集了一批地方文献，

馆藏结构逐步健全。 

 

二、文献流通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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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成果统计 

 

王晓玲《实史记版本研究》纠谬补正一则 发表于《赤子》 

王晓慧《农家书屋管理研究》发表于《赤子》 

许利平《后汉书》传志分合考(发表于《人间》) 

 

四、参加学术会议、培训、学习和考察统计表 

 

2014.7.28-2014.8.1 
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技能

及图书馆业务管理软件
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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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 

2016.7.29-2016.8.1 

全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

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技术人员培训班 

内蒙古图书馆 

2016.9.11-2016.9.14 

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盟市

旗县两级公共图书馆第

六次评估定级培训班 

达拉特旗 

2017.3.29-2017.3.31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

班 

陕西省图书馆 

2017.5.16-2017.18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

班 

四川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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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获表彰情况 

 

王晓玲被评为 2016年凉城县三八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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