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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图书馆喜获“ZADL 文献传递先进集体”称号
为进一步推动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ZADL）服务的深入开展，ZADL 服务组联合浙
江省高校图情工委对 ZADL 文献传递服务、宣传推广先进集体与个人进行表彰，这是自 2008
年开通以来的首次嘉奖。我校图书馆荣获“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文献传递先进集体及文献
传递宣传与推广三等奖”。
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项目在浙江省教育厅的领导下和全省高校的共同参与下全面启
动，目的是建成全省高校共享的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库，建立覆盖全省高校的数字图书馆服
务体系，向全省高校用户提供数字资源服务。我校图书馆作为 ZADL 下沙分中心馆，积极参
与并全力投入了 ZADL 文献传递服务、业务培训、宣传推广、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为全
省尤其是下沙地区的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重点学科建设提供了高效率、全方位的文献信息
保障与服务。我馆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力争为 ZADL 下沙分中心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简讯】
兄弟院校图书馆与我馆的参观交流活动
12 月 6 日，浙江树人大学图书馆一行来我馆参观交流。
12 月 13 日，东华大学图书馆一行来我馆参观交流。
12 月 17 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一行来我馆参观交流。
12 月 10-11 日，我馆一行 6 人到苏州大学、江南大学图书馆参观交流。

我馆 IC 空间建设环境装修与家具设备通过验收
我馆 IC 空间建设环境装修与家具购置工作完成并顺利通过验收。这两项工作于 2013 年
8 月完成招投标，11 月底完成近 1000 平方米的环境装修工作，购置 21 万元家具设备。

我馆顺利完成 2014 年度电子数据库的招标工作
2013 年 11 月 29 日，我馆委托浙大求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组织进行了 2014 年度电子资
源的招标工作。此次招标，邀请了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计量学院等高校的图书馆专家组成评标专家组，学校纪委、总务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对招
标全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经过一个上午的紧张工作，我校图书馆成功采购了中国图书进出
口（集团）总公司、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北京新
东方迅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13 家厂商的共计 43 个中外文数据库。此外，图书馆还将参加
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库集团采购，2014 年图书馆引进电子资源的总量将达 61 种。

我馆免责还书活动顺利结束
为了让滞留的图书能重返图书馆，方便其他读者的使用，图书馆开展了“还书免责活
动”。师生读者只要在 2013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归还逾期图书，无论超期多久，图
书馆都免收图书超期使用费。希望通过“让图书回家”还书免责活动，回来的不仅仅是图书，
更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和一份诚信的回归。

图书馆 2014 年寒假开放安排
根据学校有关安排，图书馆寒假期间开放时间如下：
1 月 15 日、16 日，1 月 20 日、27 日，2 月 10 日、17 日
开放部门： 2 楼出纳台、3 楼第一图书借阅室、4 楼第二图书借阅室
8 楼第三图书借阅室、10 楼第四图书借阅室、11 楼报刊阅览室
开放时间： 8:00-16:15（1 月 15-16 日、 2 月 17 日）
9:00—15:45（1 月 20 日、27 日、2 月 10 日）
寒假期间图书馆网站及数字资源正常服务。假期内到期图书，可延长至 3 月 5 日前归还，
不计超期使用费，否则连同假期合并计收超期使用费。需要科技查新、收录证明服务的师生
请在图书馆网站下载委托单，科技查新请发送至 zjlgcx@163.com，联系电话：18067909236；
收录证明请发送至 425540590@qq.com，联系电话：13186980308。
祝老师和同学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动态】
图书馆开通 ICONDA（国际建筑学）数据库
各位读者：
最近，图书馆正式购买并开通了 ICONDA 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大约 400，000 条参
考文献，涉及 23 个国家的计划和建筑的所有方面内容。其核心主题有：建筑设计和计划，
工业、商业和住宅建筑建设，结构设计，区域性和市政计划，工程编制，财政和管理，土壤
力学和地理技艺，维护、重建和保养方法，建筑设备和方法，以及计算机协助设计（CAD）
等。
数据库链接：
http://ovidsp.ovid.com/ovidweb.cgi?T=JS&NEWS=n&CSC=Y&PAGE=main&D=icon

BvD 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开通试用
各位读者用户：
Bureau van Dijk Electronic Publishing
（商业电子数据出版社, 简称 BvD，www.bvdep.com）
是全球知名的财经专业实证数据库提供商，长期以来为欧美各国的政府经济研究部门、金融
与证券投资机构、咨询公司、跨国经营企业、经济与管理类大学、大型公立图书馆等提供全
球金融与宏观经济、跨国企业财务经营、企业并购交易等历史与当前的基础分析数据。
BvD 数据库按专业子库划分，涉及世界各国跨国企业财务经营数据、银行与保险公司
的分析报告、当前全球各行业内最新的并购交易分析数据、各国宏观经济指标数据等，所含
信息量庞大并在线随时更新。此外，各子数据库都具有高级分析功能，有多达 200～300 项
高级检索条件，便于用户快速提取统计值，进行跨国对比、数据图形转换以及多项统计分析
等。库中各类宏观或财务类指标的时间系列完整，并详细注明指标定义、数据来源与数值更
新时间。各子数据库分别如下：
1.《Bankscope －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
（英文）https://bankscope2.bvdep.com/ip

（中文） http://tinyurl.com/bankscopecn

2.《Osiris －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
（英文）https://osiris.bvdinfo.com/ip

（中文）http://tinyurl.com/osiriscn

3.《Oriana －亚太企业分析库》
（英文）https://oriana.bvdinfo.com/ip
4.《Zephyr －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

（中文）http://tinyurl.com/orianacn
https://zephyr2.bvdep.com/ip

5.《EIU Countrydata －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宝典》
https://eiu.bvdep.com/countrydata/ip
试用时间：2013-12-3——2014-5-31

【活动】
游园赏景秋意浓 散步聊天情意重
——图书馆举办教职工秋游活动
秋高气爽的时节，相约到附近公园里闻闻花香、赏赏落叶，享受惬意的休闲一刻，是个
午间休息的不错选择。图书馆秋游活动于 11 月 14、15 两日在浙江理工大学北面小公园里顺

利举行。
为了增加游园的趣味性，图书馆分工会在公园里的“荷香榭”、
“时习亭”和“消防公园”
三个地方，分别设置了签到点，老师们绕着公园一路走来，边散步聊天，边体验寻觅的快乐。
在“消防公园”大大的空地上，老师们又积极参与到游戏环节，“猜谜语”、“玩飞镖”、“跳
绳”、
“踢毽子”，后面两项运动，我馆男老师们真是“须眉不让巾帼”，出色的水平引得现场
旁观的老师们阵阵惊呼。
太阳照得暖暖的，运动后身体热热的，聊天后情谊浓浓的，图书馆秋日午间游园活动在
欢声笑语中结束，稍作休憩的老师们又继续到岗位上默默奉献。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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