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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料资产管理现状调查与思考

□陈娟∗　林月华　李雪　林杨

　　摘要　通过对“双一流”高校图书资料资产管理现状的在线问卷调查和电话深入访谈,发现

目前图书资料资产管理存在如下突出问题:资产边界模糊、资产计量计价未形成统一规范标准,
资产清查投入大、效率低,资产处置缺乏统一指导,资产流动性不足,资产管理系统与图书馆自动

化管理系统脱节,全流程工作规范和制度保障建设不足.为了提高资产管理效率,更好地履行图

书馆作为高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学术信息资源保障支撑体系的职能,建议重视和加强图书资

料资产管理人员投入,建立健全资产管理体系,明确资产管理范围,制定资产处置实施细则,完善

资产管理监督机制,提高资产管理规范性和系统性;同时,重视和加强图书资料资产管理软硬件

投入,推进自动盘点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打破系统壁垒,探索数据交换,实现图书馆自动

化管理系统与资产管理系统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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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资产作为高校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物质基

础,是高校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环节,也是体现高校办

学实力的重要指标,图书资料在整个高校的资产中

占有重要位置,其规模、质量、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

高校教学、科研、文化传承的运作与成效.近年来高

校纷纷明确图书馆为图书资料资产的业务归口管理

部门,因此建立健全图书资料资产购置、验收、入账、
保管、领用、使用、维护等相互制约的管理制度,加强

图书资料资产日常管理,是高校图书馆一项重要的

工作内容.根据«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
图书资料资产包括普通图书、盲文图书、电子图书、
普通期刊、电子期刊、特种文献、缩微资料、视听资

料、机读资料、其他资料等[１],与普通资产相比,图书

资料品种多、数量大,不同类型资料加工及管理方式

各不相同,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其内容更加多元

和复杂,图书资料资产管理无法简单套用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原则和方法.

２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料资产管理调研

２．１　文献调研

图书资料资产管理是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特有

内容,国外几乎没有文献提及,国内相关研究较少,
以案例研究为主,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尚
无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黄晓静针对２００７年

财政部、教育部牵头的国有资产清查图书资料清查

过程中突显的管理不严格、不规范等问题,提出重视

图书资料固定资产管理,增加人力、财力、物力的投

入,建立严密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实现图书资料一

体化管理等措施[２].李卫双等针对高校图书馆资产

管理不统一、多头负责,制度不完善、责任不明确,管
理科学和规范性不足等问题,提出要建立健全资产

管理体制,完善资产检查监督机制,重视和加强资产

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加强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和改

革[３].刘宏、陈涛、郭晓红先后分别以中国地质图书

馆、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图书

馆为例,分析当前高校文献信息资料固定资产管理

中制度缺失、重视不足、手段落后、缺乏创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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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立统一的资产管理机构、完善资产管理人员

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定期开展固定资产清查和对

账等专项管理,实现文献信息资料固定资产动态管

理等建议[４－６].张翼以成都图书馆为例引入管理学

中的生命周期,提出从采购、使用、报废处置三个关

键阶段对图书资料进行重点管理和控制,把控文献

资源资产管理的质量和效能[７].

２．２　在线问卷调查和深入电话访谈

为了深入了解“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料资

产管理现状,２０２１年３月,笔者向４２所“双一流”高
校图书馆相关业务馆员发起在线问卷调查,问卷共

计１８道题,分别从调查者基本信息、资产管理内容、
重点和难点、制度建设、系统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

收集和掌握“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料资产管理

情况.截至４月３０日,共回收３９份有效问卷,回收

率达９３％.问卷由从事文献资源建设多年的资深

馆员填写,高级职称比例超过８０％.调查对象中近

７０％认为,制度建设、文献购置、系统建设是资产管

理中最重要的环节,资产清查、资产处置为具体实施

难点.根据在线问卷填写情况,笔者邀请部分“双一

流”高校代表进行了深入电话访谈,平均访谈时长超

过１０分钟.综合问卷数据和被访谈对象重点关注

的问题,从资产入库、资产清查、资产处置、系统建

设、制度和队伍建设等五方面探讨“双一流”高校图

书馆图书资料资产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３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料资产管理存在的

突出问题

３．１　资产边界模糊,资产计量和计价规范性不足

首先,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集中购置纸本资源

纳入全校固定资产已相对成熟和完善,然而职能部

门、课题组、教师等分散购置入库标准尚未统一.例

如,武汉大学规定二级单位使用日常运行经费、非研

究类专项经费单次批量超过１０００元,课题组使用科

研经费、研究类专项经费单种超过１０００元或单次批

量超过３０００元,应当纳入资产管理[８];兰州大学规

定分散采购或教职工使用公款自行采购单册(套)达
到１５００元及以上或批量价值达到２０００元及以上,
应当办理资产入库,在专项活动中向外单位或个人

定向捐赠的图书,专项学习活动中下发的批量学习

材料,校际交流及学术交流购置用书,教师教学用教

材,报纸、休闲类期刊等,不纳入图书资料资产管

理[９];华东师范大学要求职能部门、课题组或个人使

用学校预算管理资金(含科研经费)购置管理的中文

资料每册或每套单价人民币５００元及以上,外文资

料(含港台资料)每册或每套单价人民币１０００元及

以上,应当办理资产入库[１０].
其次,数字资源是否纳入资产管理,数字资源作

为固定资产还是无形资产,高校图书馆尚未形成统

一标准,做法不一.例如,中国农业大学等图书资料

资产仅涵盖传统的纸本资源;清华大学除了纸本资

源外,将文物和各种陈列品纳入图书资料资产管理

范围;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将

镜像到本地的数字资源纳入图书资料资产管理;北
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
旦大学、厦门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则将镜像存档、
远程访问等有永久使用权的数据库纳入图书资料资

产.笔者针对上述涉及将数字资源纳入资产的部分

高校进行了访谈,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浙江大学将数字资源纳入固定资产,兰州大学、
武汉大学则将数字资源作为无形资产.

再次,接受捐赠、交换、自建等方式获得的资产

入库标准未统一.从获取方式来看,高校图书馆图

书资料资产主要通过购置、接受捐赠、交换等方式获

得,部分高校将自建、参建、委托开发等方式获得的

文献资源也纳入图书资料资产管理范畴,如毕业生

学位论文、特色数据库等.多数高校在制度文件中

规定了购置方式入藏的图书资料资产计量和计价标

准,然而对接受捐赠、交换、自建等方式获得的资产

未做相应规定.通常做法如下:对于购置纸本图书

依据支付实洋登记入账;期刊按年度合订本登记为

固定资产,资产价值按年度订购费和装订费计算;视
听资料、档案资料等均按册/件登记,资产价值按实

付金额计入,明确将数字资源纳入资产管理的高校

参考«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 (２００７
年)»登记入库,价值按订购费计入.实际工作中,有
些高校期刊资产计价不包含装订费,未装订成册的

多复本期刊并未作为资料费处理,甚至将本年度期

刊购置费作为上年度期刊合订本资产计价依据.调

研发现:多数高校对于接受捐赠、交换、自建等方式

获得的图书资料,按名义价值１元/册登记入账,而
接受捐赠支付的运费、杂费,自建数据库支付的劳务

费、技术服务费等往往从办公费、劳务费等其他项目

支出.此类文献资产估值时,对市场价值参考不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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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估值偏低,导致资产处置时对这部分文献重视

程度不够,资产管理存在风险.

３．２　资产清查设备和技术落后,投入大、效率低

定期进行图书资料清点是资产管理的一项重要

工作,但也是难点,资产清查可全面掌握现有资产情

况,确定资产登记账上的资产种类、数量,是保障资

产账物相符、统计数据准确的基础性工作.参与问

卷调查的高校中,７６．９２％认为资产清查是资产管理

具体实施的难点,在资产管理难度中排名第一.高

校图书馆实行跨校区、总分馆通借通还和开架借阅

制度,很大一部分图书进入流通环节,图书盘点的准

确性难以保证[１１].此外,图书馆馆藏布局调整等因

素,造成系统典藏地点与存放地点不符,加剧了资产

清查难度.“双一流”高校馆藏量大、馆舍老旧改造

困难,全面升级 RFID 管理,面临投入成本巨大、实
际不可实施等问题,资产清查普遍使用手持条码扫

描器逐本扫描图书财产号进行盘点.实际工作中,
图书馆通常只能在寒暑假组织资产清查,由各业务

部门抽调人手甚至外包给物业公司完成.由于预算

有限、设备和技术落后,往往只能针对某些类或馆藏

点进行抽样,无法实现全面盘点,此外,清查人员多

数未经过系统和专业培训,工作效率低,差错率高.

３．３　资产动态管理和流动性不足

资产处置缺乏统一指导,图书资料资产动态管

理和流动性不足.空间作为图书馆重要资源,其可

容纳的文献资源是有限的,文献资源易损耗、部分学

科资源具有较强时效性等特征决定了报废处置是图

书资料资产动态管理的重要内容.图书资料因严重

破损、遗失、无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应申请报废报

损、调拨、对外捐赠等处置方式.参与问卷调查的高

校中,６６．６７％认为资产处置是资产管理具体实施的

难点,其难度仅次于资产清查.资产处置程序复杂,
包括提交处置申请、制定处置方案、开展论证评估、
上报审批、执行处置等.高校图书馆普遍对资产评

估重视程度不高,图书馆行业尚无专业的图书资料

资产评估队伍,对于具有收藏价值和保存价值的文

献难以界定与划分,未建立客观可量化的图书剔旧、
报废标准,实际工作中处置存在巨大困难.

其次,院系资料室、课题组、教师自购图书资料

资产流动性不足.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高校图

书资料资产通过图书馆目录系统或电子资源系统揭

示,然而,由于院系资料室专业馆员配备有限,仅有

少部分院系资料室针对全校师生开放.课题组、教
师等自购的图书资料往往以长期借阅方式供其使

用,仅有部分学校要求此类图书设置借阅期限,如项

目完成后归还,以上图书资料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共享和流动.对于长期在本校任教直至退休的教

职工,以长期甚至无限期借阅方式供个人保管使用

的图书资料资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风险.

３．４　资产管理系统尚未普遍应用,且与图书馆自动

化管理系统脱节

调研发现:“双一流”高校中仅半数左右已有资

产管理系统,其中１１所高校应用思必得、久其、普诺

迪等商业系统,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使用学校或图书馆自主

开发的图书资料资产管理系统,其余尚无资产管理

系统的图书馆正在积极考察和评估.图书资料资产

管理系统常见模块包括入库审批、财务报账、资产统

计、资产核减等,极少部分包括数字资产管理功能.
缺乏数字资源管理模块、与学校资产管理系统、财务

系统无法对接等,是现有资产管理系统存在的突出

问题.实际工作中,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往往与

资产管理系统脱节,在资产管理系统中进行精确剔

除较为困难.

３．５　资产管理人力投入不足,全流程工作规范和制

度保障建设不足

调研结果显示:图书馆对资产管理重视不够,资
产管理大多为业务馆员兼职担任,专业馆员投入和

培训不足.多数“双一流”高校已经制定图书资料资

产管理办法,如大连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

大学、中南大学[１２]先后于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年出台了制度规定,其他“双一流”高校均

在２０１４年之后陆续制定相关制度文件,但仅有极少

数高校的制度文件在网络上公开[８－１０][１２－１３],笔者对

高校图书资料资产管理制度文件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通过仔细研读对比,发现其资产清查、责任分工普遍

缺失,尤其是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几乎未提及.基于图

书资料生命周期的购置、验收、编目、典藏、流通、清
查、处置等全流程工作规范和制度保障建设不足.

４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料资产管理对策与建议

４．１　明确资产管理范围,规范资产计量计价标准

«高等学校图书馆数 字 资 源 计 量 指 南 (２００７
年)»规定,无论本地或远程访问,具有永久使用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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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均纳入馆藏计量,即纳入图书馆资产,但目

前数字资源作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并未形成统一

标准.«事业单位财务规则(２０１７年修订版)»规定: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

１０００元以上(其中: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１５００元以

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

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在一

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作为固定资产管理;无形资

产是指不具有实物形态而能为使用者提供某种权利

的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
非专利技术、商誉以及其他财产权利”.从以上资产

定义来看,具有永久访问权的数字资源应当具备作

为无形资产入库的条件,然而固定资产分类包括电

子期刊、电子图书等,二者存在冲突.«高等学校图

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２００７年)»同时对数字资源

计量方式做了明确规定:如“按包库购买的电子图书

每一种计一册,按种选购的电子图书每一种计两册,
共建共享的电子图书按共享的总数,每一种计一册;
纳入馆藏计量的电子期刊按年份换算为馆藏册数,
中文电子期刊一种一个年份换算为一册,外文电子

期刊一种一个年份换算为两册”等.然而有些数据

库,如ScienceDirect和 Wiley电子期刊等当年支付订

购费包括内容费和电子访问费,其中仅内容费部分拥

有当年授权内容的永久访问权,由于其计量计价方式

较为复杂,目前各高校图书馆做法不一,导致同一个

数据库各馆提交的年度新增电子馆藏量相差甚远.
高校图书馆应当加强交流与合作,在数字资源资产归

属类型、计量计价标准上形成共识,加强信息共享,提
高资产统计效率,及时修订资产管理办法,规范职能

部门、课题组、教师等分散购置资产入库标准以及接

受捐赠、交换、自建等方式获得的资产计量计价标准;
积极主动与学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沟通,统一图书资

料国有资产统计口径,规范计量计价标准.

４．２　加强图书资料资产管理硬件设备投入,提高资

产清查效率

高校图书馆应重视和加强图书资料资产管理硬

件设备投入,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南京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陈力军团队开发的自动

盘点机器人“图客”,融合了 RFID感知、计算机视觉

与职能机器人等技术应用,实现无人干预的馆藏图

书全自动盘点和定位[１４],目前已经在南京大学、武
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成都大学、同

济大学等２０余所高校图书馆应用.“图客”第四代

产品利用超高频技术可实现每小时盘点图书２万

册,１０小时不间断,定位精度９８％,漏读率１％.从

成本核算角度来看,盘点机器人属于一次性投入,每
天晚上图书馆闭馆后,机器人可以根据用户设定的

指令工作,第二天一早即可完成当年入藏新书的自

动盘点,大大提高资产清查效率.

４．３　制定资产处置实施细则,统筹全校图书资料资

产管理

在处置对象上,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等将低流通率、知识老化图书纳入可处置范围,明确

要求各类型古籍、具有保护和研究价值的各类档案

文献等不得报废.华东师范大学规定破损图书如难

以再获取、具有重要利用和保存价值的,应尽量修复

后再利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破损图书不宜报废.在流

程上,浙江大学要求图书资料处置须由图书馆党政

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厦门大学要求图书资料资产处

置前应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经图书馆审核并填写图

书资料资产处置报告单,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公

室.武汉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３年制定了«馆藏文献复审

剔除工作管理办法»,并于２０２０年重新修订,是国内

较为全面的资产处置实施办法[１０].图书馆应当进

一步完善资产评估和处置细则,将资产动态管理列

入常态化工作任务,加强与西部高校图书馆、公共图

书馆、社区图书馆、乡村图书馆等的资源合作共建,
为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多复本图书开辟有效的处置通

道,发挥处置文献的积极作用.统筹全校图书资料

资产管理,院系资料室原则上应向校内科研人员开

放,加强课题组、教师自购图书资料管理,取消无借

期模式,降低资产流失风险.

４．４　积极推动图书资料采购与资产一体化服务平

台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和数据共享理念的快速发展,不
少高校图书馆已经将图书资料购置、资产管理纳入

全校采购与资产一体化服务平台.笔者所在厦门大

学图书馆技术团队２０１６年自主开发了图书资料资

产管理系统,向全校提供资产入库线上审批、统计等

服务,２０２０年底在全校思必得采购与资产一体化服

务平台上增加了图书资料模块,旨在实现图书资料

购置申请、审批,库内比价、谈判,合同签订和执行、
资产入库以及财务报销全流程管理,目前处于试运

行阶段.清华大学应用思必得采购与资产一体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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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已经与学校资产管理系统、财务系统无缝对

接,然而按批建账功能不足,无法成批导入数据.北

京大学图书文献资产管理系统由北京久其软件开

发,通过对图书资料统一分类、登记资产编号、标记

资产使用人/使用部门/存放地、批量导入文献财产

号建账等方式,实现资产入库、财务报销、资产核减、
资产查询和统计等线上集中管理功能[１５].随着政

府采购、资产管理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图书资料纳

入全校采购与资产一体化服务平台,是资产信息化

管理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全国层面上普遍是全

校采购与资产一体化服务平台与图书馆自动化管理

系统相互独立,无法相互衔接,图书馆应当积极推动

图书资料采购与资产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打破系

统壁垒,探索数据交换,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

与资产管理系统相融合.

４．５　完善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建设

笔者所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成立

图书资料资产管理领导小组,下设资产入库与统计、
资产清查、资产处置、资产安全工作组,定期研究和

部署资产管理的各项工作.高校图书馆应重视和加

强图书资料资产管理,尤其是专业馆员队伍建设,加
强馆员相应技能培训,并从采购、编目、典藏、流通、
统计、清查、处置、安全、考核等方面完善与之配套的

制度文件,尤其是图书文献清查管理办法、文献复审

剔除工作等管理办法.此外,高校图书馆还应当进

一步健全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机制,利用资产决算报

告、资产专项报告、财务会计报告、资产统计信息等

资料,综合文献验收、使用、丢失等指标及标准,考核

和评价图书资料资产管理效益.通过完善绩效考核

指标,定期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性,坚持分类考核与综

合考核相结合、日常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充分利

用考核结果,总结经验,查缺补漏,规范运行.

５　结论

目前,“双一流”高校图书资料资产管理资产边

界模糊、计量计价标准未统一,资产清查投入大、效
率低,资产处置缺乏统一指导、资产流动性不足,资
产管理系统与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脱节,全流程

工作规范和制度保障建设不足.针对上述问题,笔
者从资产入库、资产清查、资产处置、系统建设、制度

和队伍建设等五方面提出加强和改进“双一流”高校

图书馆图书资料资产管理的对策和建议.“双一流”

高校图书馆应当发挥自身技术和人才优势,大力推

进自动盘点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动图书

资料采购与资产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打破系统壁

垒,探索数据交换,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与资

产管理系统相融合.在编目、典藏、借阅等日常管理

中落实资产管理职责,优化配置,提高资产使用效

益.重视和加强图书资料资产管理人员投入,完善

资产清查、文献复审剔除、数字资产监护等工作规

范,健全绩效考核机制,充分利用考核结果,总结经

验,查缺补漏,规范运行,发挥图书馆作为学校人才

培养与科学研究学术信息资源保障支撑体系的职

能,助力“双一流”学科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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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vestigationandReflectionontheCurrentSituationofCollection
AssetManagementin“DoubleFirstＧClass”UniversityLibraries

ChenJuan　LinYuehua　LiXue　LinYang

Abstract:ThroughonlinequestionnaireandinＧdepthtelephoneinterviewsonthecurrentsituationsof
collectionassetmanagementin“DoubleFirstＧClass”universitylibraries,itisconcludedthatblurredasset
boundaries,nonＧstandardizedassetmeasurementandpricingmethods,ineffectiveassetinventory,lackof
unifiedguidanceonassetdisposal,inadequacyofassetliquidity,disconnectionbetweenassetmanagement
systemandlibraryoperationsystem,alongwithinadequacyofworkflowspecificationandsystemconstrucＧ
tionarethemajorproblemsincollectionassetmanagementatpresent．Inordertoimprovetheefficiencyof
assetmanagementandbetterperformthefunctionsofacademicresourcesupportingsystemfortalentdeＧ
velopmentandscientificresearchinuniversities,itisproposedforlibrariestoputmoreemphasisonmore
assetmanagementhumanresource,soundassetmanagementsystem,clearassetmanagementscope,enact
assetdisposalmeasures,perfectsupervisionmechanisms,andimprovementofthestandardizationandsysＧ
tematicityofassetmanagement．Meanwhile,itisalsorecommendedforthelibrariestoincreaseinvestment
inthesoftwareandhardwareofcollectionassetmanagement,advancetheapplicationofartificialintelliＧ
gencetechnologysuchasautonomousinventoryrobots,breaksystembarriers,exploredataexchange,and
enabledatafusionsbetweencollectionmanagementsystemandassetmanagementplatform．

Keywords:LibraryCollections;AssetManagement;AssetInventory;AssetDisposal;System ConＧ
struction;AutonomousInventoryRobots



封面照片简介:山东大学图书馆
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始建于１９０１年的山东大学堂藏书楼,是我国较早的近代新型图书馆之一.如

今,图书馆在建设馆藏纸本资源和电子资源的基础上,还提供信息咨询、查新查引、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信
息素养培训、学科分析和知识产权等全方位服务,配备自助借还、自助文印、智能书柜和移动图书馆等技术设

备,已然走上智慧图书馆建设之路.
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山东大学图书馆共有济南、青岛、威海三地九馆,馆舍面积１２２１６１．７平方米,阅览座位

８４３０个,建有研讨室、阅读间、体验区等功能空间.馆藏纸质文献８０６万册、电子图书９５万册、数据库３１２
个,全面覆盖文、理、工、医等领域;馆藏特藏文献资源４０多万册件.图书馆还积极发挥文化引领职能,打造

特色文化育人平台,纵深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
山东大学图书馆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级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卫生部、教育部科技查

新工作站,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首批成员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学
科中心,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成员馆,还是山东省高校图工委秘书处所在地.

图书馆多方发力,资源保障、学术服务、文化传承能力日益增强,数字化、智慧化水平不断提高,为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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