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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瑞安市图书馆二Ｏ一五年工作要点 

2015年，瑞安市图书馆紧紧围绕文化强市及“书香瑞安”三大

提升工程的工作目标，从读者服务、业务建设、读书活动等方面入手，

积极拓展图书馆社会教育和信息服务的功能，倡导全民阅读，大力推

进文化惠民服务，取得了显著成绩。现把我馆今年的工作要点总结如

下：  

一、强化基础业务建设，服务业绩保持良好 

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建设是一切服务工作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图

书馆的重要标准之一。我馆始终坚持公益性服务方向，扎实开展各项

读者服务工作，今年开通了绘本图书借阅、馆际互借等业务，最大限

度地满足读者需求。截至目前，接待读者 120万人次，外借文献 103

万册（盘）次，在视听光盘需求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着力提升纸质

文献的借阅量，促进我馆借阅总量的稳定和增长。同时，各镇街图书

分馆运行良好，5 家分馆借阅数据排名温州地区中心镇分馆前 20 名，

服务业绩保持良好。 

二、整合活动资源，开展“一二三四五”品牌活动 

为使我馆的读者活动系统化、规模化和持续化，改变以往不成体

系、零散且没有规律、主题过于分化的不成熟活动做法，扩大活动影

响覆盖面，我馆采取“活动品牌化”的策略，以“全民阅读”推广为

重点，以“一二三四五”系列为主线，开展“一个读书节，两大讲坛，

三个社团，四大系列，五进活动”等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让数十万

读者受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是举办读书节活动。从每年的 4月至 5 月，跨度一个多月，涵

盖世界读书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书香瑞安，全民阅读”读书月、

未成人读书节。二是开展“玉海讲坛”和“心兰讲堂”两大讲坛活动。

“玉海讲坛”年举办讲座 30 余场，邀请阎崇年、姜鹏、潘知常等央

视百家讲坛，作家王一梅、晓玲叮当等名师名家；今年设立的“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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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主要邀请本土的名师名医、能人学者，讲座场地除本馆外，

还延伸到分馆、镇街文化礼堂及学校。三推出“读书话剧社”、“朗诵

社”、“英语沙龙社”三大社团活动。话剧社表演的《魔法王国之魔法

书》、《儿童节总动员》、《海的女儿》等儿童话剧，每场都是座无虚席，

受到读者朋友的追捧。瑞图朗诵社于去年创立，至今已举办了多场经

典诗文朗诵会活动。瑞图英语沙龙自今年 3 月开展以来，独特的英语

教学和文化交流形式，深受家长和学生的喜爱。四是开展“亲子阅读”、

“快乐学堂”、“最美夕阳”、“古风流韵”四大系列活动。“亲子阅读”

活动，针对低幼儿童开展 “小蜜蜂”绘本、“小蜗牛”手工坊活动。

“快乐学堂”活动，包括双休日儿童快乐学堂、“春泥计划”暑期快

乐营、“幸福小书包”阅读活动。“最美夕阳红”活动，以老年读者为

服务对象，开展鼓词公益演出，电脑、摄影、茶艺等系列公益培训活

动。“古风流韵”活动，在我国的各个传统节日期间，举办 “墨迎新

春”现场写赠春联、元宵猜灯谜、中秋诗歌会、端午绘彩蛋等文化活

动，以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五是组织“五进”活动。送公益讲座、

展览、绘本故事走进农村、社区、福利院、学校及企业，并依托镇街、

社区的本土特色，联合开展元宵猜灯谜、祥和文化年等品牌活动，不

断延伸公共图书馆服务范围，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这些品牌内涵都经过精心创意，针对性强、贴近阅读主题，并坚

持常年有计划，有预告、有部署、有宣传、有专人负责的实施方式，

还与特定的节假日或时节结合起来，让品牌形象不断以创新的表现出

现在读者视线中，全方位营造全民阅读氛围，让更多的人爱上阅读。

“一二三四五”服务品牌推出不久，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中首创

的“幸福小书包”阅读推广计划获 2015 年全民阅读年会阅读案例一

等奖；故事作品《小蓝和小黄》参加全国青年图书馆员朗读大赛获得

二等奖；话剧《翠花上酸菜》参加温州市首届话剧节演出，获得最佳

视觉奖、优秀演员奖。 



3 
 

三、大力推进延伸服务建设 ，取得较大进展 

今年我馆的服务延伸取得不俗成绩，创建了瑞安首家 24小时自

助图书馆，开通了汽车图书馆流动服务，建设了瑞安中学分馆和港瑞

新玉海分馆，创新了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商场的服务模式，并且加

强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建设了首个由私人出资建设的图书流通站“加

一书吧”。这些开创性的举措，极大地拓展了我市公共图书馆的服务

网络，提升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品位。目前在瑞安全市范围建设了

11 个镇街图书分馆，90 个图书流通站和 259 个农村、社区图书室（农

家书屋），逐步建立了覆盖城乡、方便快捷的新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 

四、举办了 2015 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 

8 月 5 日-7 日，2015 年全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于在瑞安开

班，省厅、市局有关领导及来自全省各市、县（市、区）的公共图书

馆馆长等 100 多人参加。这是瑞安馆首次承办省级以上工作会议，也

是对瑞安公共图书事业发展的肯定和鼓励。虽然会务准备工作存在不

足的地方，但是此次培训班还是圆满完成，成果丰硕，我馆的各项会

议工作上级领导和业界同仁的肯定。  

五、省级文化示范项目“书香瑞安三大提升工程”通过验收 

2013年 10 月,瑞安市“书香瑞安”三大提升工程成功入选第二

批浙江省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这也是我市首个省级示范

项目，对于推动瑞安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

具有深远意义。两年来，我馆为项目的主要实施者，对推进“书香城

市”建设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契合瑞安实际

的实施意见，在制度设计、实践探索和理论提升的基础上，通过加强

公共图书硬件设施完善、服务能力提升和活动品牌拓展，营造全民阅

读的浓厚氛围，确保了示范项目今年顺利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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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瑞安市图书馆2015年工作总结 

2015 年，瑞安市图书馆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馆员工

的共同努力下，始终贯彻“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服务理念，紧紧

围绕文化强市及“书香瑞安”工程的工作目标，从读者服务、业务建

设、读书活动等方面入手，积极拓展图书馆社会教育和信息服务的功

能，倡导全民阅读，大力推进文化惠民服务，取得了显著成绩。现把

今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强化基础业务建设，服务业绩保持良好 

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建设是一切服务工作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图

书馆的重要标准之一。我馆始终坚持公益性服务方向，扎实开展各项

读者服务工作，今年开通了绘本图书借阅、馆际互借等业务，最大限

度地满足读者需求。今年新增馆藏文献 4.6 万种 12.3 万册（盘），收

集地方文献 734 种 978 册；订阅期刊杂志 1557 份，报纸 321 份，现

我市公共图书馆文献总量 78.7 万册（盘），我馆馆藏文献 63.7 万册

（盘），各分馆馆藏文献 15 万册（盘）。新办理读者证 1.6 万个，累

计持证数达 8.7 万个，接待读者 135 万人次，读者外借 24.6 万人次，

外借文献 118 万册（盘）次，其中图书外借 77 万册，视听读物外借

41 万盘。书刊阅览 50 万人次、120 万册次。各项业务指标居温州地

区公共图书馆前列，尤其是读者接待量与图书借阅量连续多年居温州

地区县级馆首位。同时，各镇街分馆运行良好，莘塍街道、塘下镇、

仙降街道、陶山镇、汀田街道 5 家分馆各项业务数据排名温州地区中

心镇分馆前 20 名。 

二、整合活动资源，开展“一二三四五”品牌活动 

在做好图书借阅服务的同时，我馆还长期举办讲座、展览、公益

培训、绘本故事、公益电影展映等各类读者活动。为使我馆的读者活

动系统化、规模化和持续化，改变以往不成体系、零散且没有规律、

主题过于分化的不成熟活动做法，扩大活动影响覆盖面，今年我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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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活动品牌化”的策略，以“全民阅读”推广为重点，以“一二三

四五”系列为主线，开展“一个读书节，两大讲坛，三个社团，四大

系列，五进活动”等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 

1．举办读书节活动。从每年的 4 月至 6 月，跨度两个来月，涵

盖世界读书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书香瑞安，全民阅读”读书月、

未成人读书节，组织开展图书荐购、还书免责、换书大会、讲读绘本、

知识竞赛、征文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读书节系列活动，吸引上万

名读者参与。 

2．开展两大讲坛活动。“玉海讲坛”举办讲座 25 场，邀请了央

视百家讲坛潘知常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鹏、马来西亚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许友彬等名师名家，进一步提高讲坛品牌的层次与认可度。

今年设立“心兰讲堂”，邀请本土的名师名医、能人学者，选择老百

姓关心的、爱听的话题，讲座场地除本馆外，还延伸到分馆、镇街文

化礼堂及学校。今年已成功举办了 14 场公益讲座，打造了瑞安市民

的“精神大粮仓”。 

3．推出三大社团活动。以读书话剧社、朗诵社以及英语沙龙社

为活动载体，开展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话剧社表演的《魔法王国之

魔法书》、《儿童节总动员》、《海的女儿》等儿童话剧，每场都是座无

虚席，受到读者朋友的追捧。瑞图朗诵社于去年创立，至今已举办了

多场经典诗文朗诵会活动。瑞图英语沙龙自今年 3 月开展以来，已成

功举办 4 期 16 节，独特的英语教学和文化交流形式，深受家长和学

生的喜爱。 

4．开展四大系列活动。推出“亲子阅读”、“快乐学堂”、“最美

夕阳”、“古风流韵”四大系列。“亲子阅读”活动，针对低幼儿童开

展 “小蜜蜂”绘本、“小蜗牛”手工坊活动。“快乐学堂”活动，包

括双休日儿童快乐学堂、暑期快乐营、“幸福小书包”阅读活动，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极大丰富了学生读者的课余生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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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夕阳红”活动，以老年读者为服务对象，开展鼓词公益演出，电脑、

摄影、茶艺等系列公益培训活动。“古风流韵”活动，在我国的各个

传统节日期间，举办 “墨迎新春——现场写赠春联”、元宵猜灯谜、

中秋诗歌会等节日文化活动，以弘扬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 

5．组织“五进”活动。送公益讲座、展览、绘本故事走进农村、

社区、福利院、学校及企业，并依托镇街、社区的本土特色，联合开

展元宵猜灯谜、祥和文化年等品牌活动，不断延伸公共图书服务范围，

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这些品牌内涵都经过精心创意，针对性强、贴近阅读主题，并坚

持常年有计划，有预告、有部署、有宣传、有专人负责的实施方式，

还与特定的节假日或时节结合起来，让品牌形象不断以创新的表现出

现在读者视线中，全方位营造全民阅读氛围，让更多的人爱上阅读。

“一二三四五”服务品牌推出不久，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中首创

的“幸福小书包”阅读模式，在 2015 年中国阅读年会中荣获阅读案

例一等奖；绘本故事作品《小蓝和小黄》参加 2015 年全国图书馆员

绘本讲读大赛获得二等奖；话剧《翠花上酸菜》参加温州市首届话剧

节演出，获得最佳视觉奖、优秀演员奖。 

今年共举办各类读者活动 419 场，其中玉海讲坛讲座 25 场，心

兰讲堂 14 场，展览 27 场，公益培训 198 场，话剧活动 7 场，小蜜蜂

绘本故事 38 场，小蜗牛亲子手工坊 38 场，英语沙龙活动 16 场，幸

福小书包活动 19 场，其他各类阅读推广 37 场，参与读者合计 10 多

万人次；播放电影 99 场，观众 18000 多人次；接待中小学、幼儿园

参观 6 批。各项活动得到电视台、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

吸引了广大市民群众的热情参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三、大力推进延伸服务建设 ，取得较大进展 

今年我馆延伸服务建设取得不俗成绩，创建了瑞安首家 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开通了汽车图书馆流动服务，建设了汀田、锦湖、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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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岭、飞云、南滨等 6 家镇街图书分馆，设立了农业龙头企业协会、

瑞立集团、人本鞋业等 17 个图书流通站，分馆送书 29274，流通站

送书 6109，合计 35383 册。并且，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办文化、

延伸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了首个由私人出资建设的图书流通站“加

一书吧”，创建了瑞安中学分馆和温州首个商业综合体图书分馆——

港瑞新玉海分馆，创新了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商业中心的服务模式。

这些开创性的举措，极大地拓展了我市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网络，提升

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品位。目前在瑞安全市范围建设了 11 个镇街图

书分馆，90 个图书流通站和 259 个农村、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

逐步建立了覆盖城乡、方便快捷的新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四、举办 2015 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 

8月 5日-7日，2015年全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于在瑞安开班，

省厅、市局有关领导及来自全省各市、县（市、区）的公共图书馆馆

长等 100 多人参加。这是瑞安馆首次承办省级以上工作会议，也是对

瑞安公共图书事业发展的肯定和鼓励。虽然会务准备的细节之处还有

待提高，但是整体上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培训班的协办任务，成果

丰硕，我馆的各项工作也得到上级领导和业界同仁的肯定。  

五、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书香瑞安三大提升工程”

通过验收 

2013 年 10 月,瑞安市“书香瑞安”三大提升工程成功入选第二批

浙江省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这也是我市首个省级示范项

目，对于推动瑞安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具有深远意

义。两年来，我馆作为项目的主要实施者，结合瑞安实际，认真拟定

创建规划，制定实施方案，在制度设计、实践探索和理论提升的基础

上，通过加强公共图书硬件设施完善、服务能力提升和活动品牌拓展

这在三大工程的建设，以创促建、以建促管、以管提质，努力推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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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

围，确保了示范项目今年顺利通过验收。 

六、主要荣誉 

今年以来，我馆在做好日常业务工作任务的基础上，完成了几项

重点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业务研究方面，今年有 3 篇论文分

别发表于《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学刊》、《兰台世界》等期刊，去年

立项的课题“瑞安东源木活字印刷术”今年通过验收，今年的课题“孙

诒让与玉海楼”资源库也顺利立项，将在明年验收。在成绩荣誉方面，

共获得集体与个人各级荣誉 20 项，其中国家级的荣誉 3 项，分别是

2015 年全民阅读年会阅读案例一等奖、全国青年图书馆员朗读大赛

二等奖、第五届百县馆长论坛案例征集活动三等奖；省级的荣誉 4 项，

分别是“两会”信息服务工作优秀服务奖、第十一届浙江省未成年人

读书节组织奖、第十一届浙江省未成人读书节优秀服务奖、浙江省读

者服务技能竞赛二等奖；还有市级的荣誉 6 项，县级的荣誉 6 项。这

些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激励，将鞭策图书馆在今后工作中务实开拓，力

争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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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事记 
1 月 5 日，瑞安市图书馆汽车图书馆正式开通，首站开进华峰集团，

初步在市区定下了 5 个汽车图书馆停靠点，分别是瑞安市第十中学、

安阳中学、红旗小学、凤荷社区和华峰集团。 

1 月 21 日，乐清市图书馆一行到我馆参观交流。 

1 月 22 日，王晓东馆长去温州市图书馆参加 2015 年首场业务协调会。 

1 月 26 日，赵尔特去参加 2015 年全市消防局安全重点单位工作会议。 

2 月 4 日，汀田分馆正式对外开放。 

2 月 11 日，瑞安市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开馆。 

2 月 13 日，王晓东馆长去温州开会。 

3 月 5 日，少儿部推出英语沙龙活动。 

3 月 20 日，王丹妮副馆长去温州少儿图书馆参加“爱我家乡山水美”

故事大赛动员会议。、 

4 月 2 日，谢作力去瑞安市市政会议中心参加文明办信息员培训会议。 

4 月 17 日，李无文书记到馆调研指导，管秀云部长、王晓东馆长陪

同。 

4 月 25 日，王丹妮副馆长带队参加温州市未成年人“爱我家乡山水

美”故事大赛，荣获优秀组织奖。 

5 月 6 日，赵尔特副馆长参加瑞安市信用信息报送工作培训会会议。 

5 月 6 日-8 日，许芳、谢作力、王丹妮去温州参加 2015 年文化、广

电（播音、艺术）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 

5 月 27 日-29 日，王晓东、王芳、林微微、苏钰、吕东东去温州参加

2015 年文化、广电（播音、艺术）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班。 

5 月 10 日-13 日，王晓东、王丹妮、林微微、温怡、李雪英、林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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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参加 2015 年温州亲子阅读推广人公益培训。 

5 月 13 日，瑞安市图书馆选派的选手戴心妍在浙江省未成年人“五

水共治、两美浙江”故事大赛决赛中勇夺亚军。 

5 月 19-21 日，林微微、李雪英去广州参加全国图书馆手工绘本创作

研修班培训。 

5 月 20 日-22 日，王晓东馆长去福建晋江参加第五届百县馆长论坛。 

6 月 4 日，王玲玲去市府参加政府采购业务培训。 

6 月 2 日-4 日，吕东东去杭州参加 2015 年浙江省文化共享工程“数

字文化讲师团”培训班。 

6 月 17 日-19 日，王晓东馆长去杭州参加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

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6 月 18 日，赵尔特副馆长去市政会议中心参加共青团瑞安市第十六

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 

7 月 15 日，省馆雷书记一行莅临我馆调研指导人才建设情况。 

8 月 5-7 日，2015 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在瑞安市图书馆举

行。 

9 月 1-2 日，温怡去高楼寨寮溪参加瑞安市基层工会干部培训班。 

9 月 8 日，遂昌县领导一行到我馆参观指导。 

9 月 9-10 日，王晓东馆长去乐清市图书馆参加馆长会议。 

9 月 11 日，在三楼多媒体教室召开全馆工作会议，王晓东馆长做半

年度工作总结，林永良书记做李无文同志在全市开展“为官不正、为

官不为、为官乱为”专项整治暨深化作风效能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学习报告。 

9 月 21 日-23 日，谢作力去德清参加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技能

竞赛暨第二期读者服务培训班，组队代表温州队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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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16 日，吕东东去金华参加浙江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业务培训班。 

10 月 15 日，瑞安市图书馆党支部进行换届选举，选举产生书记林永

良、副书记蔡小华、支部委员钱永宽、林静、林微微。 

10 月 20 月-22 日，王丹妮去海宁参加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四次学

术年会。 

10 月 28 日-30 日，吕东东、许芳去温州参加 2015 年公共文化服务“春

风行动”图书馆业务知识培训班。 

11 月 2 日-4 日，钱永宽去参加党支部培训。 

11 月 4 日-6 日，吕东东去杭州参加浙江省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

团队 2015 年参考咨询技能培训。 

11 月 17 日，王丹妮、温怡、谢作力去乐清市图书馆文化走亲，举办

“瑞安传统节日展”。 

11 月 18 日，王晓东馆长去杭州参加“书香瑞安”三大提升工程省级

示范项目验收报告。 

11 月 25 日-28 日，林微微去杭州参加 2015 年度数字资源自建库平台

培训班。 

11 月 27 日，举行图书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消防疏散演练，孙局现

场视察。 

12 月 1 日-2 日，王丹妮到温州市委党校参加社科基地负责人培训会。 

12 月 16-18 日，王盈盈、吕东东到温州图书馆参加数字资源培训班。 

12 月 17 日，温州公共图书馆考核，吴姣鹏、杨学平、毛薇洁到馆考

核。 

12 月 21 日至 22 日，我参加了在平阳召开的第十七届温州市公共图

书馆馆长联席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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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构与人员 
 

内设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一）综合办公室 

 位于图书馆四楼，包含馆办公室、财务室。 

 1 负责全馆业务、文秘、财务、档案、统计、总务、对外交流以及全

馆重大活动的组织和实施等工作和办证工作管理等。   

 2 落实馆领导的决议、决定，做好检查、督促工作，并及时将执行情

况向馆领导汇报。协助馆领导制定规章制度、编制全馆工作计划， 起

草年度工作总结、工作报告，负责馆内各类公文的撰写工作。 

 3 处理馆内外重要行政、业务性事务，协调部门之间的工作事宜。负

责馆外事工作，对外宣传稿件的提供，做好来访接待工作。 

 电话：0577-66886992                      主任：温怡  

 

（二）物业管理部 

 位于图书馆一楼。 

 负责全馆消防、安全保卫、物业管理、环境卫生等工作。 

 电话：0577-58901586    主任： 杨 

  

（三）资源建设部 

 位于图书馆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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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负责全馆藏书建设的规划，制定执行本馆文献采访方针，负责中

外文图书、视听资料、电子图书的采购。  

 2. 承担中外文图书、视听资料的分类、主题标引、编目、加工、册

送工作。 

 3. 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进馆的图书、视听资料进行内部分配。 负责

新书推荐工作，处理读者“荐购”图书信息。  

 电话：0577-66886256     66886991     主任：钱永宽 

   

（四）外借部 

 包含总服务台、外借书库、清风读书室、视听读物外借室。 

（1）总服务台（0577-66886221，66886223） 

 位于二楼大厅。 

 负责读者证的办理、挂失、补证、退证及预约借书、电话续借和图

书借还、赔偿等工作，做好发证前借阅规则的宣传 

 和建立读者档案等 

（2）外借书库（0577-66886525）、清风读书室（二楼） 

 位于图书馆二楼、三楼。 

 负责图书外借服务，书库管理，读者借阅引导等工作。 

 1.做好新书入库前的校对工作，发现标引、著录差错，及时退回采编

部予以更正。 

 2.严格按排架号顺序排架。定位入库新书，并投入流通，及时修补破

损图书。 

 3 办理图书借还手续、检索书目以及查询图书流通情况 

（3）视听读物外借室：（0577-6688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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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图书馆四楼。 

 负责 DVD、VCD、光盘等视听读物的采访，验收，编目，加工，剃旧，

外借，光盘库管理，读者借阅引导等工作。 

 电话： 0577-66886525            主任：王丹妮 

    

（五）活动部 

 围绕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以及社会热点举办讲座、知识竞赛、图

书评论、学术研讨、图片展览等活动，吸引广大读者走进图书馆， 

 利用图书馆，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思想道德与文化素质

做出贡献。 

 电话：0577-58901055            主任：温怡 

  

（六）阅览部 

 包含报刊阅览室、地方文献室、盲文阅览室。 

 电话：0577-66886179                  主任：林静 

 （1）报刊阅览室（0577-66886296） 

 位于图书馆二楼。 

 负责报纸、期刊的预订，记到，入藏，管理，向读者提供阅览服务。 

  （2）地方文献部（0577-66886535） 

  位于图书馆三楼。 

 本部门负责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和研究工作 

 （3）盲文阅览室 

  位于图书馆一楼。 

 收藏一百多种盲文图书，为视障人士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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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少儿部 

 包含儿童阅览室、亲子阅览室。 

 电话：0577-66886916                  主任：林微微 

 （1）儿童阅览室（0577-66887190） 

 位于图书馆一楼。 

 负责少儿书刊外借，阅览，书库管理（包括旧书修补），读者借阅引

导等工作。 

 （2）亲子阅览室（0577-66886916） 

 位于图书馆一楼。 

 负责少儿书刊阅览，儿童知识银行，亲子绘本故事会等工作。  

  

 （八）网络中心 

 位于图书馆四楼。包含技术部、电子阅览室、自学室。 

 负责全馆计算机及配套设备的运行、管理与维护；开发建设有本馆

特色的数据库和馆网系统，实施网络接转及管理；为实现本馆 

 管理电脑化、服务信息化提供技术保障。 

 电话：  0577-58901581              主任：赵尔特 

 （1）电子阅览室（0577-66886206） 

 位于图书馆四楼。 

 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相关的其他现代技术，为读者提供信

息检索，因特网浏览，收发电子邮件，计算机使用培训等服务。 

 （2）自习室： 

 位于新馆四楼：实行开放式管理，供读者学习、自修。 

  



16 
 

 （九）农村辅导部 

 位于四楼 

 负责镇街分馆建设、馆外图书流通站发展、图书流通工作和基层图

书馆（室）业务辅导。 

 电话： 0577- 66886126          主任：陈阳光 

  

 （十）老馆 

 位于万松路 145 号。设有报刊阅览室、视听读物外借室、少儿借阅

室，自习室、鼓词室。 

 负责老馆各类文献资料的外借、阅览服务工作。 

 电话：0577-65639851      主任：林瑞敏 

 

 

 

考核先进名单 
 

1.编内人员 

钱永宽  谢作力 王秀平 

 

2.编外职工 

朱益群  陈励云  董瑞娜 曾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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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情况 
 

经费拨入情况统计 
 

序号 科目 金额（千元） 

1 财政补贴收入 12270 

     其中：基建拨款   

     购书专项经费 
 

2 上级补助收入   

3 事业收入   

4 经营收入   

5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6 其他收入   

  合计 12270 

 

 

经费支出情况统计 
 

序号 科目 金额（千元） 

1 基本支出 5033 

2 项目支出 7237 

  合计 1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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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业务工作情况 
 

序号 项目 数据 

1 新增读者量（个） 
15665个 读者分类统计 

2 有效读者量 
86536个 

3 持证率 

7.02%（常住人口 123.11

万） 

4 年外借总量（册） 
1176585 

5 文献利用率 

149.65%（馆藏 78.6万

册盘） 

6 图书年新入藏数量（种） 
51445种 

7 报刊年新入藏数量（种） 
1268种  2015年 

8 视听文献年新入藏数量（件） 
983件 

9 地方文献年新入藏数量度（种） 
778种 

10 馆藏总量（册） 
786212册盘 

11 数字读者（个） 温图统计 

12 资源下载与点击量 温图统计 

13 网站更新（条） 565条 

14 上机机时（时） 7919小时 

15 自建数字资源： 1453G 

16 新媒体宣传  微信推送 262条 

17 自办活动场数及活动综述 自办活动 42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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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获表彰情况 
 
 

集体获奖情况 
 

序号 名称 颁奖单位 

1 
市图书馆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百县

馆长论坛案例征集活动三等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2 
市图书馆获 2015年全民阅读年会阅读案

例一等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3 
市图书馆荣获开展“两会”信息服务工作

优秀服务奖 
浙江省文化厅 

4 
市图书馆荣获第十一届浙江省未成年人

读书节组织奖 
浙江省文化厅 

5 
市图书馆荣获温州市未成年人“爱我家乡

山水美”故事大赛优秀组织奖 

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 

6 
市图书馆荣获温州市第九届新温州人演

讲大赛组织奖 

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 

7 

市图书馆荣获 2015年温州市未成人读书

节“我爱我家，童眼看水乡”摄影比赛优

秀组织奖 

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 

8 

市图书馆荣获 2015年温州市未成人读书

节“我爱我家，童手绘水乡”绘画比赛优

秀组织奖 

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 

9 
市图书馆荣获 2014年度温州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先进集体 

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 

10 
市图书馆文化志愿者服务队荣获温州市

2014 年度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 

11 
市图书馆荣获温州市第十二次（2015年）

全国科普日优秀特色活动项目 
温州市科学技术局 

12 
市图书馆荣获 2014年度全市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瑞安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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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图书馆荣获 2014年度全市普法依法治

理工作优秀单位 

瑞安市普法依法治市领

导小组 

14 
市图书馆荣获瑞安市第二届全民终身学

习活动周优秀组织奖 

瑞安市社区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15 
市图书馆荣获瑞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工作先进集体 

瑞安市社区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16 
市图书馆荣获 2015年度市直机关效能科

室民主评议活动（公共服务类）第三名 

瑞安市作风效能建设领

导小组 

17 
市图书馆荣获 2015年度瑞安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党组织 

瑞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 

18 
市图书馆荣获 2015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

进集体 

瑞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 

 
 
 

个人获奖情况 
 

序号 名称 颁奖单位 

1 林微微荣获全国青年图书馆员朗读大赛二等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2 
谢作力组温州代表队获得浙江省读者服务技能

竞赛二等奖 
浙江省文化厅 

3 王晓东获得 2015年“最美春泥使者”称号 

浙江省文明办 浙江

省教育厅 共青团浙

江省委员会 

4 
王晓东获得第十一届浙江省未成人读书节优秀

服务奖 
浙江省文化厅 

5 

吕东东获得第二届浙江省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

服务团队——参考咨询技能培训暨信息检索竞

赛优胜奖 

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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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芳获得 2014年度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先进个

人 

温州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 

7 
王芳获得温州市 2015社会科学普及周先进个

人 
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 

8 
王晓东被评为瑞安市第二届“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周”优秀工作者 

瑞安市社区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9 

第一组队伍获 2015年瑞安市图书馆读者服务技能

竞赛团体一等奖，成员：蔡晓霞、陈励云、朱益群、

金娜、陈玉华、叶海燕、曾丽丽、苏钰、张潮 

瑞安市图书馆 

10 

第二组队伍获 2015年瑞安市图书馆读者服务技能

竞赛团体二等奖，成员：杨建芬、潘笑春、蔡琴珠、

林微微、王小瑞、杨微、王芳、王艳 

瑞安市图书馆 

11 

第四组队伍获 2015年瑞安市图书馆读者服务技能

竞赛团体二等奖，成员：钱永宽、陈秀娟、陈辉、

陈芳芳、曾余乐、刘林珺、董瑞娜、林静 

瑞安市图书馆 

12 

第三组队伍获 2015年瑞安市图书馆读者服务技能

竞赛团体三等奖，成员：李林、彭春红、李雪英、

陈佳璐、程丽云、许芳、林晓霞、黄克斌 

瑞安市图书馆 

13 

第五组队伍获 2015年瑞安市图书馆读者服务技能

竞赛团体三等奖，成员：王玲玲、金洁、曹秀珍、

吴丽云、洪筱珊、林瑞敏、林上旺 

瑞安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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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闻媒体报道情况 
序号 媒体 题目 

1 瑞安日报 
1 月 4 日《市“南越良都杯”中小学生硬笔书法大赛落

幕》 

2 瑞安日报 1 月 7 日《“汽车图书馆”开进华峰集团》 

3 瑞安日报 
1 月 14 日《周六心兰讲堂有公益讲座：如何根据主题

编故事》 

4 瑞安日报 1 月 27 日《小手牵小手 义卖献爱心》 

5 瑞安日报 
1 月 28 日《2 月 5 日至 3 月 5 日归还，免收逾期滞还

费》 

6 瑞安日报 
2 月 3 日《周六心兰讲堂有公益讲座：张鹤鸣谈个人写

作体会》 

7 瑞安日报 2 月 5 日《汀田人家门口有了图书馆》 

8 瑞安日报 2 月 6 日《寒假，市图书馆活动多》 

9 瑞安日报 2月 10日《让关爱成为一种习惯 让奉献成为一种快乐》 

10 瑞安日报 
2 月 10 日《周六心兰讲堂有公益讲座：作文高手是怎

样炼成的？》 

11 瑞安日报 2 月 12 日《我市首家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亮相》 

12 瑞安日报 2 月 13 日《福利院里孩子们的笑声》 

13 瑞安日报 
2 月 16 日《市图书馆举行“墨迎新春”写赠春联、书

画和剪纸活动》 

14 瑞安日报 
3 月 3 日《元宵节猜灯谜，DIY 明信片——到市图书馆

参加活动吧》 

15 瑞安日报 
3 月 3 日《逛逛博物馆、坐坐图书馆、看看电影——羊

年正月瑞安人钟爱“文艺范儿”》 

16 瑞安日报 
3 月 6 日《吃汤圆、猜灯谜、看演出——元宵活动多，

市民笑开颜》 

17 瑞安日报 
3 月 6 日《下周六、周日，市图书馆有“迎战高考”系

列公益讲座》 

18 瑞安日报 3 月 9 日《家有旧衣，快捐给需要的人吧！》 

19 瑞安日报 3 月 20 日《瑞安图书馆开展服务两会活动》 

20 瑞安日报 
3 月 23 日《图书馆“快乐学堂”开班——今明两天即

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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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媒体 题目 

21 瑞安日报 
3 月 26 日《这个周末市图书馆有两场约会——分别为

校园文学和中高考考前心理调适讲座》 

22 瑞安日报 4 月 13 日《自助图书馆窗户紧闭为哪般》 

23 瑞安日报 
4 月 20 日《“书香瑞安·美丽水乡”读书月活动昨启

动》 

24 瑞安日报 4 月 22 日《书香从未远去，阅读直抵心灵》 

25 瑞安日报 
5 月 19 日《周六“心兰讲堂”：“乾有杯”全国中小学

生第 4 届寓言童话大赛述评》 

26 瑞安日报 
5 月 21 日《带上闲置的书籍 5 月 30 日到瑞图参加换

书会吧》 

27 瑞安日报 
6 月 11 日《“中国梦·我的梦”新居民职工演讲比赛

落幕》 

28 瑞安日报 
6 月 26 日《“加一”免费书吧“升级”了——昨起成

为市图书馆图书流通站，每年图书量将暴增》 

29 瑞安日报 6 月 26 日《市图书馆招募“小小图书管理员”啦》 

30 瑞安日报 
6 月 30 日《瑞图暑假快乐营开营啦：“载盈梦想”素

质训练营开始报名》 

31 瑞安日报 
7 月 7 日《周六“玉海讲坛”：传承古典文艺，弘扬中

国象棋》 

32 瑞安日报 9 月 24 日《明晚，瑞图有中秋诗歌会》 

33 瑞安日报 
9 月 24 日《无声世界也精彩，聋人摄影展在图书馆举

行》 

34 瑞安日报 
10 月 12 日《我市将开展服务老年人系列活动，为期

两个月》 

35 瑞安日报 11 月 12 日《市图书馆公开招募理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