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图学字„2021‟50号 

 

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西部公共图书馆
2021 年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各单位

会员，各图书馆：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

书馆老专家回信精神，加强西部公共图书馆间的联络与交流，提

高西部公共图书馆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促进西部公共图书馆事

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图书馆学会拟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27 日

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办“西部公共图书馆 2021年学术研讨会”，

届时将举行学术报告、学术研讨交流等。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承办单位：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新疆图书馆、新疆图书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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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克拉玛依市图书馆 

支持单位：北京华阅嘉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时间和地点 

（一）会议时间 

1.报到时间：2021 年 8 月 24日下午； 

2.会议时间：2021 年 8 月 25日至 26 日； 

3.离会时间：2021 年 8 月 27日上午。 

（二）报到及会议地点 

克拉玛依市天麒美居酒店（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滨河北路

420 号，0990-6608888） 

三、主题及定位 

（一）主题 

    西部图书馆智慧服务与高质量发展 

（二）定位  

立足西部实际、展示发展成就、探索改革创新，办成一次西

部公共图书馆行业高端学术研讨会。 

四、论文征集 

为促进西部公共图书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推广全民阅读、提

高公众素养等方面的作用，本次会议同步开展学术论文征集、交

流、出版活动。论文投稿及相关要求见附件。 

五、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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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邀嘉宾和专家；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代表； 

（三）与会议主题相关的论文作者代表； 

（四）媒体记者及志愿者。 

六、参会方式 

（一）会议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请于 2021 年 8月 13 日前通

过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www.lsc.org.cn）登录“中国图书馆学

会会员管理与服务平台”（新用户需先注册平台“个人用户”账

号），选择“西部公共图书馆 2021年学术研讨会”进行在线报名。

经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完成住宿房型线上登记和会议费缴纳。纸

本通知请在报到现场领取。 

（二）本次会议名额有限，请有意参加会议的代表尽早报名，

按期参会。已报名代表如因疫情防控形势变化等原因确实无法参

会，请务必于 8 月 13 日前明确告知会务组，以便协助办理退费

等事宜。 

（三）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所有代表均须在报

到时填写《健康承诺书》，出示健康码，并于会议期间配合疫情

防控工作接受体温检测，必要时进行核酸检测。为保障代表健康，

本次会议暂不接受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代表及 14 天内有中

高风险地区旅行史的代表参加会议，敬请谅解。 

七、会议费 

（一）会议费 980 元/人，涵盖文件袋、证卡、会议资料、



 

 

 
- 4 - 

会议用餐及参加各场会议等费用。 

（二）食宿统一安排，代表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会务

组将根据线上登记预留房间或床位，选择单间的代表，默认接受

现场大床房和双床房的房型调剂。 

（三）交费方式 

1.银行汇款：请于 8 月 18 日前将会议费汇至中国图书馆学

会账户，电子发票将发送至代表注册时填写的邮箱。汇款时请注

明“西部会议+单位名称+姓名”。 

户  名：中国图书馆学会 

账  号：01090303200120105049050 

开户行：北京银行魏公村支行 

2.现场付费：会议结束后两周内，请代表登录注册时填写的

邮箱查收电子发票。 

八、联系方式  

（一）会务服务 

1.住宿报到 

李老师   电话：13899560611 

         邮箱：1448288409@qq.com 

2.汇款发票 

傅老师   电话：010-88545091   

（二）报名咨询 

颜老师   电话：1529999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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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642974106@qq.com 

（三）征文咨询 

王老师   电话：18599200820 

         邮箱：372627984@qq.com 

特此通知。 

 

附件：1.报到地点及乘车路线 

      2.论文征集活动说明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21 年 7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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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报到地点及乘车路线 
 

    一、报到地点 

克拉玛依市天麒美居酒店（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滨河北路

420 号，0990-6608888） 

二、乘车路线 

本次会议不统一安排接送站服务，代表可通过乘坐公共交通

或出租车前往报到地点。 

1.克拉玛依机场 

机场大巴（免费）：乘坐机场往市区方向大巴到滨河家园下

车，步行 5 分钟至美居酒店（滨河北路店），全程 7 站，大约需

要 42 分钟。 

机场大巴每天往返机场 5 个班次，其中，①市区往机场方向，

每天 09:00、13:00、15:20、17:00、19:00 时从联合办公楼发车，

途经滨河家园-汇福家园-迎宾路-城南商业区-金色嘉苑-城南小

区安居苑-大学城-机杨；②机杨往市区方向，每天 10:30、14:30、

16:00、18:00、20:00 从机场发出，途经大学城西-城南小区安

居苑-金色嘉苑-城南商业区-迎宾路-汇福家园-滨河家园-联合

办公楼。 

出租车：行驶约 25 分钟 17 公里，费用约 40 元，以实际发

生费用为准。 

2.克拉玛依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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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1 元）：从克拉玛依站出发，步行至城南公交停车

场公交站，乘坐 7 路公交车，途径 15 站，在滨河家园下车，步

行 5 分钟至美居酒店（滨河北路店），全程 42分钟。 

出租车:行驶约 14 分钟 7.4 公里，费用约 20 元，以实际发

生为准。 

 



 

 

 
- 8 - 

附件 2 

 

论文征集活动说明 
 

一、征文对象 

西部地区各级公共图书馆工作者、文献及图书馆学研究工作

者、关心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各界人士。 

二、征文时间 

2021 年 7月 1 日至 2021年 9 月 30 日 

三、征文选题 

主题： 

西部图书馆智慧化服务与高质量发展 

分主题： 

1.5G时代图书馆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图书馆服务创新 

3.VR、AR、MR 技术在图书馆创新服务中的应用 

4.基于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图书馆服务应用研究 

5.有声阅读在图书馆服务中发挥的作用、优势及版权问题研究 

6.图书馆突发事件应急服务机制及服务能力建设 

7.应急保障下图书馆开放获取资源利用 

8.智能服务理论与方法研究 

9.新媒体技术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应用 

10.数字人文环境下的信息伦理与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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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部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效能研究 

12.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品牌建设研究 

13.其他 

四、征文要求 

（一）文稿要求 

1.应征论文必须为未经刊物或会议公开发表的原创性研究

成果或实践总结，不涉密，无抄袭，据实署名且排序无争议。 

2.文章研究论题明确具体，结构层次清晰，论点鲜明、论据

充分、文理通顺，逻辑性强，提倡实证性研究。 

3.论文结构合理，要素齐全，文笔精炼，符合学术规范。 

（二）格式要求 

1.篇幅以 3000-5000 字为宜，包括 2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 

2.论文撰写要符合出版规范，必须具备：中英文标题、作者

姓名、作者单位、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3-5 个为宜）、

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单位、

职称、职务、主要研究方向、发表论文数以及联系地址和邮编、

电话、E-mail）。 

3.稿件格式限 word（.doc 和.docx 格式）文件，以文字为

主，页面设置为 A4 格式，可适当插入图表；但不接受图片、PPT

及以其截图等为主要内容的文件。 

4.投稿数量：独著论文限投 1篇、合著论文限投 2 篇（每人

最多可投稿两篇)；每篇论文署名作者不超过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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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范写作，文责自负。引文须注明出处，参考文献要符合

出版规范，违反学术规范者一律不予采用。 

五、应征办法 

（一）投稿要求 

1.请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右上角“登录”进入“会员

管理与服务平台”（新用户需先注册平台“个人用户”账号），

点击对应活动入口，按分主题提交论文的电子文档。 

2.同一论文限由一位署名作者提交至一个分主题内。不得代

人提交。 

3.提交时请按要求正确并完整地填写标题、作者等相关信息

（多作者的，请勿遗漏合作者并注意排序）。后续结果发布、凭

证出具、通知联络等将严格以此为据。 

（二）论文征集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截稿日期：2021 年 9 月 30 日。 

六、论文研议及出版 

1.为加强学风建设，将对稿件进行学术不端检测，检测结果

将作为研议的重要参考依据。 

2.组成专家委员会对稿件进行研议，提名具有一定学术水平

和研究价值的论文。 

3.提名论文结集由正式出版社出版。 

 

附件：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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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论文格式要求 

 

中文题目（黑体、三号、加粗） 

作者姓名（楷体、四号、加粗） 

（作者单位名称  城市  邮政编码）（楷体、四号） 

 

摘要（黑体、五号）：摘要简明扼要，不超过 250字（楷体、五号） 

关键词（黑体、五号）： 3—5个关键词（楷体、五号） 

正文（宋体、五号） 

一级标题 1  2  3  4……（宋体、小四、加粗）    

二级标题 1.1  1.2  1.3  2.1  2.2……（宋体、五号、加粗） 

三级标题及以后 1.1.1  1.1.2……（宋体、五号）   

 

表 1 ⅩⅩⅩⅩ（宋体、五号） 

    

    

    

 

 

 

图 1 ⅩⅩⅩⅩ（宋体、五号） 

 

参考文献（宋体、五号）： 

[1]（期刊论文）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刊物名称，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例：冯继强，李玲丽，施春林.美国图书馆创客空间实践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创新实践的启示[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11):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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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作者.书名[文献类型标志].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韩明谟.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27-29. 

[3]（报纸）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例：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 人民日报，1998-12-25⑽. 

[4]（学位论文）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保存地:保存者，年份：起止页码. 

例：徐谦.知识生态系统的共享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20-21. 

[5]（论文集）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编者.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钟文发. 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玮.运筹学的理论和应用——中国运筹

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468-471. 

[6]（网络文献）作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检索日期].网址. 

例：Forrest Wright，Thomson Reuters. What do Librarians Need to Know About MOOCs? 

[EB/OL].[2014-3-23]. http://dlib.org/dlib/march13/wright/03wright.html 

 

作者简介（宋体、五号）： 

作者姓名、性别、民族、工作单位、职称、职务、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传真、电子

邮箱 

 

 

说明： 

1.标题下方的作者单位名称要详细，如有多个单位，请一一排列清晰。 

2.表序与表名之间空一格，表题置于表上，居中排写。 

3.插图与文字紧密配合，文图相符，内容正确。选图要力求精炼。每个图均应有图题（由图号图

名组成）。图题置于图下，用中文居中书写。 

4.除习惯用汉文数字表示的以外，一般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5.参考文献作者不多于 3 个的，全部著录；多于 3 个的，著录时保留第一个，其余用“等”（英文用

et al）代替。外国作者采用姓在前、名取首字母置后的方式著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