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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过程

• 数据和情况分析

• 对策建议



问卷一

问卷二

馆员问卷

馆长问卷

“问卷星”网络问卷平台

总数：310份

地域：涉及高校图书馆近100家

有效回收：301份，回收率97.1%

”问卷星”网络问卷平台

总数：1130份

地域：涉及高校图书馆近100家

有效回收：1128份，回收率99.8%

调研步骤 时间

问卷调查 2015年5月-7月

数据分析 2015年7月-12月

由张奇伟馆长牵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和

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组成课题组合作完成

1.1 调研工作过程

具体围绕馆员的岗位职责与工作内容、馆员培训、绩效

考核、科学研究与职称评定、薪酬与激励、录用与晋升、

组织文化与团队建设、岗位和环境满意度等维度。



1.2 数据和情况分析

工作内容与职责

岗位轮换

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

馆员工作内容分析

91.35%的被调查馆员认为目前所在馆有明确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描

述，表明高校图书馆在此方面比较到位。

60.84%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图书馆不实行岗位轮换制度，而约占

参与调查者70%希望进行不定期岗位轮换。

被调查馆员中，318人认为目前工作量较大，770人认为工作量比较合

适。从整体来看，大多数被试馆员认为工作量比较合适，工作压力也

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入职培训

1280名被试者有547人表示

入职前未接受过培训，占

比为48.8%。268名馆员表

示虽参加培训但认为效果

不理想。参加培训并认为

十分专业者仅占总人数的

27.3%。

培训频率

大部分高校图书馆馆员

的培训频率为每学期一

次和每年一次，两者所

占比重各为44.42%。

目前馆员的培训力度

和馆员意愿之间尚有一

定差别。

培训方式和内容

培训的主要方式有馆内讲座、

外出交流学习及参加业界会议。

内容主要为部门业务技能培训、

图情专业知识培训。对管理技

能、科学研究方法以及职业规

划等方面的内容也略有涉及。

1.2 数据和情况分析

馆员培训



1.2 数据和情况分析

馆员绩效考核

图书馆考核制度和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评估内容不全面 未结合部门特殊情况

标准未细化 反馈信息模糊

评估流于形式

接近85%的馆员认为考核结束后，所在馆基本不会对考核

不理想的馆员作工作，绩效考核的结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

的反馈利用。



馆员科研

1.2 数据和情况分析

馆员科研和职称晋升

项
目

人
数

百分比

目前是否
承担课题

研究

承担 319 28.46%

不承
担

802 71.54%

每年科研
论文发表

情况

1-2篇 1092 97.41%

3-5篇 24 2.14%

5篇以
上

5 0.45%

从馆员科学研究的态度和从事

具体情况看，需要做很多工作

职称晋升

存在的主要问题：

 过分看重资历

 职称体系缺乏动态管理

 学校分配的职称名额较少等

面临的主要困难是:

科研成果不够;

 晋升名额少;

晋升条件苛刻



1.2 数据和情况分析

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

 薪酬水平

 公平感

 自我认同感

 人际关系

 上级对自己的肯定和重视程度

“调动馆员积极性最好的方式”问题分析：

选物质奖励（446人，39.79%)；

选培训机会（256人，22.84%）；

选职务晋升（256人，22.84%）；

选择精神激励（124人，11.06%）

影
响
馆
员
积

极
性
因
素

对调研进行分析，馆员普遍

对目前图书馆的团队建设、工作

环境与人际关系、工作职责与任

务匹配等比较满意，

对薪酬、培训工作等的满意

度有待提高。

满意度分析



1.3 对策建议

建立完整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培育馆员核心竞争力；

建立健全竞争和激励机制；

进一步完善岗位责任制，落实岗位聘任制；

推行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机制 协助馆员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加强馆员培训工作。

加强对馆员职业生涯的指导和帮助，为馆员提供必要的教育、训练、岗位轮换等发展机会。依据

每位馆员的特点帮助设计相应的职业发展路径，助力目标实现。

重视馆员培训。丰富培训内容，灵活培训形式，拓展培训途径，完善与之相关的激励以及保障制度，

有利于调动馆员学习创新的积极性。加强组织文化建设，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增强组织认同度。

图书馆的组织文化是其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为成员所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基本信念、

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要注重这项工作，多方推动，积累持续，增强图书馆的凝聚力，提高工作实效。



全国人力资源建设会情况02

• 会议筹备情况

• 会议情况

• 专家报告

• 自由讨论



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5年 2016年2014年

四川大学图书馆召开的人力资源
工作组会议期间，委员会们提出
随着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召开一
次全国性人力资源建设学术及工
作研讨会非常必要，并提议将会

议地址选在美丽的大连。

工作组委托张奇伟馆长带
领的北师大图书馆的同仁
们完成了全国高校图书馆
人力资源建设现状的抽样
调查工作，确定了本次会

议的研讨内容和主题

工作组启动了会议的筹备工
作。在全国高校图工委秘书
处和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的
大力支持下，2016年6月22
日，来自全国74所高校图书
馆105位代表参加会议。

2.1 会议筹备情况



首届全国高校图书

馆人力资源建设学术

研讨会组是近年来召

开的第一次专题研讨

人力资源建设的学术

研讨会，会议主题为：

“加强馆员能力建设 ，

迎接新的挑战”。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杨海天馆长致辞，对首届全国高

校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各位参会代表表

示了热烈欢迎

2.2 会议情况

全国高校图工委主任朱强馆长致辞，向大会召开表示祝

贺，并提出了希望会议能围绕“加强馆员能力建设 ”主

题在高校人力资源建设方面形成部分成果，并带到7月

底在成都召开的全国高校图工委全委会上，以对全国高

校图书馆工作起指导作用



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北大图书馆人力资源现状及发展》从学校综合改革、图书馆机构重

组等方面论述了泛在信息环境下北大图书馆人力资源改革的方向、设想和实践。报告具有前瞻性和

导向性。

2.3 专家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奇伟馆长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现状调查

和分析》通过调查的方式总结分

析了高校图书馆队伍现状和对众

多问题的反馈，发现了从馆员层

面所关注的问题，总结出影响馆

员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对各馆进

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具有很强的参

考价值。

2.3 专家报告



四川大学图书馆马继刚馆长 《从“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探索与思考》总结了四川大学图

书馆在近六年来图书馆业务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从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探索和思考。

2.3 专家报告



同济大学图书馆慎金花书记所作的《岗位聘任、考核制度及组织文化建设关系》对同济大学图书馆

实施全员岗位聘任、分级分类考核以及多层次考核等工作做了详细的介绍，提出人力资源管理的最终目

标是形成有共同价值的组织文化建设。同济大学图书馆具有灵活的分配权和薪酬制度让各馆羡慕不已。

2.3 专家报告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杨海天馆

长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队伍建设中

的一点思考》详尽的介绍了大连理

工大学图书馆的队伍建设现状，对

如何做到人尽其用进行了思考，提

出以‘集成平台’建设为牵引，有

机链接各相关部门的工作的工作思

路，值得借鉴。

2.3 专家报告



西南大学图书馆章雷副馆长 《现代大学图书馆系统建设进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创新——

西南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探索》分享了西南大学图书馆近五年人力资源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举措及变革带来的变化，并就管理中遇到的矛盾与瓶颈提出了对策。

2.3 专家报告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李泰峰馆长 《“谋定而动 趁势而为——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人事工作一瞥”》从

谋、动、势、为的角度就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队伍建设发展目标、现状、思路和举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2.3 专家报告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王宇馆
长

《十年磨一剑，助力教学研》

回顾了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发展10年来的办馆理念、队

伍建设、管理机制、服务模

式和团队文化。

2.3 专家报告



2.4 自由讨论

由张奇伟馆
长主持，与
会代表踊跃
发言，气氛
热烈！



A

B
C

D

转型时期人
力资源建设
面临众多问
题，建议每
两年召开一
次全国性会
议，沟通信
息，研讨对
策。

与会代表建议

2.4 自由讨论

确立人才立馆、
人才强馆的理念。
图书馆人力资源
建设应纳入学校
人才队伍建设的
总盘子中，并着
眼图书馆工作特
点，优化结构，
持续发展，多元
建设。

图书馆人力资源
建设中“最重要
的人—馆长”，
馆长是一个专业
岗位，其任期应
保持连续性和相
对稳定，频繁更
换不利于发展。

图书馆馆员学科
背景多元化，很
多未受过图书情
报专业的系统培
训，全部脱产培
训不现实，建议
建立网上图书情
报专业培训课程
体系，馆员可以
网上学习。



馆员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03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实践与思考研讨班”

2015年11月20日，由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培训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

的“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实践与思考研讨班’”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三层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旨在

加强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业务交流，了解学科服务最新实践和做法、推动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创新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

BALIS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师范
大学图书馆张奇伟馆长致辞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继民
教授做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
究馆员于静作报告

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
员曾晓牧作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RFID技术研讨会

2016年6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与上海阿法迪公司研究中心揭牌

暨RFID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二层季端厅举行。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馆长张奇伟、上海阿法迪公司总经理张俊、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刘兹恒、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徐文国及北京市部分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

书馆负责人、馆员以及北师大图书馆代表30余人参加大会。

本次研讨会加强了高校图书馆与上海阿法迪公司之间关于RFID技术应用

的沟通交流，探讨了RFID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应用问题，对未来研究中心各

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进修班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举办的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

班，开始于1982年，至今已经举办了34届。34年来，共为国内

数百所高校图书馆培养了大约2400名业务骨干，这些人已经或

者正在成为各自所在馆的中坚力量。

进修班目前以半年期为主，兼收一年期的；形式为全脱产班，

每学期实际长度近4个月，进修期满，颁发大连理工大学结业证

书。课程内容是与图书馆业务相关的系统理论知识，上下半年

课程不同，各有侧重，并且结合实际，随时调整。任课教师都

是图书馆各业务岗位上的骨干，并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队伍，

现在以年轻人为主，这样更能保证课程内容与时俱进。

近两个学年共招收4个半年期班，学员来自80余所高校，总

人数为134人。



时间：2015年11月6日 地点：四川大学图书馆

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第十一届“专家论坛曁
第二届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现代技术年会会议

本次会议以“服务、创新与技术”为主题，其内容以中长期技术规划、技术如
何推动服务为主。西南交大图书馆馆长高凡、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马继刚、西华
大学图书馆馆长吕先竞共同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主会场，围绕图书馆中长期的技术规划与实施、用技术实现云服务、技术
人才队伍的组织与建设、技术推动服务等主题，西安交通大学副馆长邵晶教授、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马继刚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信息系统部主任张
智雄教授分别作了题为《探索与创新：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新技术应用实践》、
《助学促研提升价值：四川大学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国家数字
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示范系统建设》的专题报告。

会议分会场，与会代表分组参与了《以移动互联网思维谋移动图书馆服务》、
《有序公平使用座位，提升读者服务满意度》、《当前热点技术对图书馆发展的
影响及应用》、《下一代自动化系统的变换实践》等主题的分享盛会。



时间：2016年5月18－20日 地点：四川大学图书馆

四川省高校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研讨会

为了提升四川省高职高专及独立学院图书馆编目馆员的业务素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
）西南地区中心暨四川省中心、四川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于2016年5月18－20日举
办了四川省高校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研讨会，来自四川、重庆的41所高职高专及独立学院的80名
代表参会。

培训研讨会于18日上午9时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工学馆报告厅正式开始，四川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毛学群到
会致辞。会议期间，四川大学图书馆编目中心黄毕惠、王瑞荣、尤蓉锦、马梦灵、潘莉等几位老师分别为
参会代表就中文文献著录规则、CNMARC编制、分类与主题标引、名称标目、各类型记录编制实例、
CALIS联机编目操作等内容作了专题讲座、实例讲解答疑以及上机实习指导。

20日下午举行了培训结业典礼，CALIS西南地区中心暨四川省中心副主任、四川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
员会秘书长、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马继刚教授到会作了总结，并为参会代表颁发了由CALIS西南地区中心
印发的结业证书。

参会培训的老师们纷纷表示，通过精炼紧凑的三天课程，得到了更加专业的指导，业务水平有了提升，
受益匪浅。



“图书馆信息技术培训-Drupal 8应用与开发实践”培训班

为了让我省高校图书馆技术馆员能够更好的了解和掌握Drupal管理平台，CALIS西南地区文献信
息中心及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技术专委会特别组织了本次培训，主要讲授以下几个方面内容：Drupal
的特点、应用模式及部分成功案例；最新版本Drupal 8的基础环境搭建；Drupal 8的具体开发实例
实践；Drupal 8与微信结合的移动应用开发。
本次培训邀请了专业从事Drupal软件培训、咨询、开发的北京亚艾元软件有限责任公司的崔克俊
、王定银老师为培训导师，共31位省内外高校图书馆技术馆员参与了此次培训。

时间：2016年7月4日至7月8日 地点：西南交通大学茅以升图书馆



谢谢大家

四川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