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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南山图书馆工作计划表 

 

月

份 
计 划 内 容 

完成

情况 
责任部门 

1

月 

新招考人员的政审、办理核对档案补齐资料手续； 

办公室各项工作逐步完成交接，新到岗人员熟悉岗位工作； 

2015 年度在编员工年度考核； 

全馆 2016 年工作计划拟定； 

配合《南图时空》2015年冬季号的编辑、校对； 

慰问退休老员工； 

春节放假通知和值班安排。 

 办公室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4 场； 

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4 场； 

心灵沙龙 3 场以上；读书沙龙 3 场以上；英语沙龙 4 场以上； 

编辑出版专题资讯第 30 期； 

南图视窗图文展览更新至少 4 个主题； 

与读书沙龙的合作单位一起总结 2015 年度读书活动，制定 2016 年活动计划； 

总结 2015 年全年工作，员工总结谈话； 

制定 2016 年全年工作计划。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视频悦读共 16 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3场（第一场是第二周的周五晚上，第二、三场是第三、四

周的周五下午）； 

播放大众电影 4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1月 19日寒假小义工培训； 

亲子阅览室、少儿阅览室执行寒假开放时间； 

《2016年馆员故事会绘本故事回顾》图片展。 

 公共交流部 

年终总结、考核； 

新刊编目及原有期刊信息变化的修改； 

检查架位总体情况，对紧张架位进行调整调节； 

部分图书移架、新书上架； 

召开部门业务会议一次。 

 书刊服务部 

分馆图书验收加工以及交送； 

总馆图书验收加工以及交送； 

音像资料的验收加工以及交送。 

 采编中心 

跟进管理处各楼层橡胶地板去旧蜡，打新蜡养护； 

跟进管理处洗大楼外墙； 

督促管理处保障大楼和馆区春节安全； 

理顺停车收费财务流程。 

 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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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年终总结、新年工作安排；与书刊服务部工作交接，整理相关文件；  团体服务部 

2 

月 

全馆全年工作总结、服务数据核对汇总统计，上报各级图书馆年报； 

完善汇编行政规章制度； 

汇总全馆每月工作计划； 

2015年图书馆年报编制准备工作； 

核对各部门固定资产，做好登记工作； 

为新聘人员办理入职前审档等手续。 

 办公室 

沟通落实各开放窗口春节开放安排及员工休假；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1 场；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1 场； 

心灵沙龙 1 场；读书沙龙 1 场；英语沙龙 1 场； 

南图书友会微信公众平台开展“阅读之美”系列活动之专场活动访谈、推送； 

联络专题咨询法律及心理合作方，确定春节开放安排，落实值班专家； 

联系南图沙龙、南图专题咨询各方合作机构和深圳晚报等媒体，确定 2016

年合作业务方向和工作重点，推广宣传本馆南图沙龙活动，心理专题服务，

法律专题服务等特色服务项目； 

印制、分发专题资讯第 30 期。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视频悦读共 12 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3场（每周的周五下午）； 

播放大众电影 4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四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2月 21日寒假结束恢复常规开放时间。 

 公共交流部 

新刊编目及原有期刊信息变化的修改； 

月底期刊下架； 

为方便读者，开始推行图书定位系统，最少具体到架； 

图书查架 1 次； 

完成 2016 年第一期书目推荐内容准备。 

 书刊服务部 

各分馆制定年度读者活动计划； 

确定图书物流合同，开始实施； 

召开分馆馆长工作会，安排布置全年的工作； 

制定龙海家园、桃源文化中心、崇文花园分馆经费方案；  

完成育才、华侨城、百旺信、同富裕分馆的自助机调试工作； 

各分馆标识及宣传品重新制作一批。 

 基层辅导部 

音像资料的验收加工以及交送； 

读者赔书以及读者赠书加工。 
 采编中心 

RFID读者证、标签采购。  信息技术部 

安排休假，2 月 22 日本部门 2 名员工到位，开展密集书库的整理工作。  团体服务部 

跟进管理处各楼层橡胶地板去旧蜡，打新蜡养护； 

跟进管理处洗大楼外墙； 

督促管理处保障大楼和馆区春节安全； 

理顺停车收费财务流程。 

 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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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事业单位年审； 

调查办公自动化系统设备； 

上报年收入 12万元以上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配合《南图时空》春季号的编辑、校对工作； 

2015年度图书馆年报印刷； 

3-5 月通知各部门上交 2014 年、2015 年的文书档案，对档案进行整理、分

类； 

跟进加强外包人员管理；办理员工体检事宜。 

 办  公  室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4 场；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4 场； 

心灵沙龙 3 场以上；读书沙龙 3 场以上；英语沙龙 4 场； 

南图书友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阅读之美”系列活动之会员原创作品征集、

推送； 

编辑出版专题资讯第 31 期； 

安排部门员工集中交叉抽查经典书屋、休闲阅览室、学习参考阅览室、电子

阅览室影碟排架； 

汇总 2015 年部门各项服务、各岗位业务资料，归纳入档，上报馆办； 

召集南图沙龙活动小组开展沙龙核心参与成员及主持老师回访工作，进行沙

龙活动思路碰撞； 

更新南图视窗图文展览图片一批。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9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症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3场（每月第二、三、四周的周五晚上）； 

播放大众电影 4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家庭读书竞赛出题。 

 公共交流部 

报刊查架 1 次； 

新刊编目及原有期刊信息变化的修改； 

完成新增期刊书标及损坏书标的补充工作，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调架； 

召开部门业务会议一次。 

 书刊服务部 

完善部分分馆监控系统； 

各分馆开始图书馆宣传工作； 

各工业区分馆开始“外来青工知识竞赛”合作意向摸底工作； 

育才分馆洗手间开始施工。 

 基层辅导部 

音像资料的验收加工以及交送； 

2016年度外文图书询价议标工作； 

2015年度已采购新书大概有 6000多册尚未进行验收加工交送。 

 采编中心 

走访调研 5 家集体证单位并进行专业指导排架、借阅管理； 

密集书库该做剔除的全部下架并收集好数据；制定移架方案。 
 团体服务部 

图书馆网站一体化项目实施。  信息技术部 

报告厅换 1台投影仪，新装 2台投影仪，监控室新拉一条电脑视频线到主席

台投影仪以便在监控室操控主席台投影，新装 4个射灯突出主席台光辉形象； 

太阳能热水器拆旧换新； 
 

 

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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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蛇口分馆新建室外卫生间工程开工； 

亲子室榻榻米地板拆旧换新；读者服务部 

新建厨余垃圾房，屋面补漏。 

 

读者服务部 

 

 

 

 

 

 

 

 

 

 

 

 

 

 

 

 

 

 

 

 

 

 

 

 

 

4

月 

 

 

 

 

 

 

 

 

 

 

 

 

清明节、五一劳动节开放、领导值班安排； 

组织馆领导班子到同行馆学习经验； 

印制、寄送《南图时空》春季号； 

完成一季度各类活动报表上报； 

拟邀请图书馆专家为员工开展培训； 

协助“4.23世界读书日”活动； 

办理工资晋升、试用期员工转正、社保调整等手续。 

 办  公  室 

开展“4.23 世界读书日”活动或系列读书沙龙、专题活动；“南图书友会”

书友互动活动；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5 场；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3 场； 

心灵沙龙 3 场以上；读书沙龙 3 场以上；英语沙龙 4 场； 

南图书友会微博公众号进行“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专题推送及线上互动； 

南图书友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阅读之美”系列活动之世界读书日专题活动

图文回顾推送； 

全面更新南图视窗图文展览，展示第一季度特色活动精华； 

印制、分发专题资讯第 31 期。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6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症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4场（第二、三、四、五周的周五晚上）； 

播放大众电影 5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 9: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家庭读书竞赛出题； 

《2016年度跟名师读名著导读书目》图片展。 

 公共交流部 

检查 2016 年订购报刊到馆情况并催到； 

报刊、图书剔除、报废处理； 

检查图书责任架的错架情况； 

4·23 世界读书日书展； 

完成 2016 年第二期书目推荐内容准备。 

 书刊服务部 

各分馆同时开展 4.23 世界读书日相关主题活动； 

筹备外来青工知识竞赛——南山区预选赛。 
 基层辅导部 

继续进行图书验收加工交送； 

起草 2016年总分馆中文图书采购的招标文件；根据财政情况以及南山区招

标中心的政策，看能否尽快开展 2016年总分馆中文图书采购的招标工作； 

2016年外文图书议标工作如能按期完成，开始进行外文图书采访工作。 

 采编中心 

办公电脑采购及更新； 

图书馆网站一体化项目实施。 
 信息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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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走访调研 5 家集体证单位并进行专业指导排架借阅管理； 

密集书库剔除图书报废处理； 

密集书库图书整理、移架。 

 团体服务部 

厨房炒菜炉和排烟风机更新（含部分厨具）； 

跟进蛇口分馆卫生间工程； 

全馆开始供冷； 

跟进管理处台风暴雨防风、防水、防漏。 

 读者服务部 

5

月 

 

 

 

 

 

 

 

配合第十二届外来青工节、4.23世界读书日宣传相关活动； 

拟邀请图书馆专家为员工开展培训；组织员工干部自选培训活动。 

 

办  公  室 

举办图书馆宣传周活动；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4 场；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4 场以上； 

心灵沙龙 4 场以上；读书沙龙 4 场以上；英语沙龙 4 场； 

图书馆宣传周期间，南图书友会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图书馆服务及特色服务信

息专题； 

编辑出版专题资讯第 32 期，按期出版； 

更新南图视窗图文展览一批。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6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症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3场(第二、三、四周的周五晚上)； 

播放大众电影 4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博士论坛 3场(每周的周日下午 14: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家庭读书竞赛活动启动。 

 

公共交流部 

2016 年第二期书目推荐审核出栏； 

图书报刊查架 1 次。 
书刊服务部 

选派代表队参加深圳市外来青工知识竞赛； 

图书馆宣传周活动；各分馆面购图书一次； 

育才洗手间施工完成。 

 

基层辅导部 

按照往年惯例以及政策，总分馆图书的招标采购工作会在 5月份之间才能正

式开展起来，向南山区招标中心递交招标文件； 

继续开展外文图书的采访工作； 

外文图书的验收以及加工交送工作。 

采编中心 

图书馆网站一体化项目实施；电子资源采购； 

读者检索读者电脑采购及安装；南山图库照片采集。 
 

信息技术部 

走访调研 8 家集体证单位并进行专业指导排架借阅管理； 

密集书库图书移架。 
团体服务部 

检查消防器材，查遗补漏，更换过期产品； 

组织全馆消防培训演练；蛇口分馆卫生间工程收尾； 

跟进中央空调运行，论证 3套空调冷冻水系统三网合一的可行性； 

按批复的预算计划更新分体空调。 

 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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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六一儿童节游园活动--文化义工承办； 

《南图时空》夏季号的编辑、校对工作； 

外包服务合同续签或招标； 

高级职称馆员为全馆员工开展培训。 

办  公  室 

联络深圳大学法学院等法律服务机构，商定暑期星期天法律服务日法律学生

义工值班安排； 

本月法律咨询 3 场；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3 场； 

心灵沙龙 3 场以上；读书沙龙 3 场以上；英语沙龙 3 场； 

开展上半年全面读者意见回访，调查收集南图沙龙活动读者意见、特色服务

各开放借阅窗口读者意见、专题咨询读者意见，组织小组长交流； 

借助南图沙龙各 QQ 群、南图书友会微博公众号和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线上

回访互动，收集线上读者意见，并与线下情况进行比较、汇总，改进工作； 

完全更新南图视窗图文展览，集中反应上半年特色活动。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6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症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2场(第三、四周的周五晚上)； 

播放大众电影 3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博士论坛 4场（每周的周日下午 14:3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家庭读书竞赛活动； 

《寻找你最美好的瞬间》图片展。 

 公共交流部 

完善图书标识； 

图书查架 1 次； 

制订读书之星评审方案并请领导批示； 

半年工作总结。  

书刊服务部 

分馆特色活动 2场； 

分馆馆藏优化至总馆“调剂书库”； 

确定众冠分馆搬迁方案，与合作单位做好沟通、善后工作。 

基层辅导部 

完成总分馆中文图书招标工作，签订采购合同； 

外文图书采访加工验收交送工作； 

把之前生成的新书采访书目一次性发给中标商，要求其根据书目进行配送。 
 

采编中心 

办公设备采购； 

图书馆网站一体化项目实施； 

南山图库照片采集。 

信息技术部 

走访调研 5 家集体证单位并进行专业指导排架借阅管理； 

密集书库图书整理、移架。 

 

团体服务部 

做部门半年总结； 

天桥玻璃门拆旧换新； 

按馆领导部署做汽车棚单车棚改造工程。 

读者服务部 

 

7

月 

全馆上半年工作总结； 

通知在编员工体检事宜；  

完成二季度各类活动报表上报。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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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5 场；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5 场； 

心灵沙龙 4 场以上；读书沙龙 4 场以上； 

进入暑期，进行英语沙龙暑期模式，为中学生参与英语沙龙提供方便设置专

场主题，共开展 4 场英语沙龙； 

编辑出版专题资讯第 33 期； 

展开南图沙龙活动社会推广和宣传，必要时印制宣传折页； 

联络专题咨询合作方，各参与机构展开合作小结交流，交换合作感受及下半

年计划； 

与专题咨询心理专家、法律专家开展一次一对一交流，收集对专题咨询工作

安排的意见建议； 

更新南图视窗图文展览一批。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7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症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3场（第一场是第三周的周五晚上，第二、三场是第四、五

周的周五下午）； 

播放大众电影 5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博士论坛 5场（每周的周日下午 14: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7月亲子、少儿阅览室暑假开放； 

家庭读书竞赛活动；《寻找你最美好的瞬间》图片展。 

 公共交流部 

以书展的形式做一期针对中学生暑假阅读的书目推荐； 

做好暑假读者高峰期的服务工作； 

报刊下架及其处理；过刊剔除处理； 

第三期书目推荐出栏；图书报刊查架 1 次。 

 书刊服务部 

分馆特色活动 2场；分馆青少年暑期主题活动。  基层辅导部 

本年度总分馆中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本年度总分馆外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时间合适的话，安排一次去现场外文图书面采工作以及总分馆中文图书面采

工作； 

按照惯例这个月要给亲子少儿多配送少儿图书，以满足少儿读者暑期需求；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中文图书第一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

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外文图书第一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

作。 

 采编中心 

图书馆网站一体化项目实施；总馆虚拟化服务器扩容；南山图库照片采集。  信息技术部 

7-12 月：年底完成所有集体证的走访调研工作，并完成调研报告； 

7-12 月完成新办集体证单位开拓任务 50%，即 4 家单位办新证； 

完成集体证借阅年增长 10%的工作任务；从 7月起开始拆分馆回馆的图书。 

 团体服务部 

做部门半年总结； 

天桥玻璃门拆旧换新； 

按馆领导部署做汽车棚单车棚改造工程。 

 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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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准备“公共图书馆杯”运动会； 

办理员工职称评审准备工作。 
 办  公  室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4 场；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4 场； 

心灵沙龙 4 场以上；读书沙龙 4 场以上；英语沙龙 4 场； 

南图沙龙组织南图书友会会员图书交换和漂流活动； 

安排部门员工集中交叉抽查经典书屋、休闲阅览室、学习参考阅览室、电子

阅览室影碟排架； 

印制、分发专题资讯第 33 期； 

开展一次小组长阅览室服务总结分析。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8场（周二至周五）； 

举办馆员故事会 4场（每周的周五下午）； 

播放大众电影 4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博士论坛 4场（每周的周日下午 14: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每月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家庭读书竞赛活动； 

《小小图书管理员》图片展。 

 公共交流部 

 以书展的形式做一期针对中学生暑假阅读的书目推荐； 

做好暑假读者高峰期的服务工作； 

报刊下架及其处理； 

过刊剔除处理； 

第三期书目推荐出栏； 

 图书报刊查架 1 次。 

 书刊服务部 

分馆特色活动 2场； 

青少年暑期主题活动； 

各分馆收集好图书采购订单，给书商； 

确定龙海、桃源分馆项目实施具体方案，制定各设备、图书招标文件，新员

工招聘培训。 

 基层辅导部 

本年度总分馆中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本年度总分馆外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时间合适的话，安排一次去现场外文图书面采工作以及总分馆中文图书面采

工作； 

根据采购实际情况，完成中外文图书第一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中图书第二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外文图书第二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

作。 

 采编中心 

总分馆防火墙更新； 

总分馆电子阅览室软件系统开发实施； 

南山图库照片采集。 

 信息技术部 

跟进汽车棚单车棚工程； 

跟进管理处运行全馆机电设备，检查设备状况。 
 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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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图书馆组织机构代码年审； 

配合《南图时空》秋季号的收稿、编辑、校对； 

看望退休的老领导、老员工，送去中秋节的祝贺； 

办理员工职称评审； 

全馆固定资产的盘点和报废工作； 

拟写 2017年部门预算，汇总全馆预算报表。 

 

办  公  室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4 场； 

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4 场； 

心灵沙龙 3 场以上；读书沙龙 3 场以上；英语沙龙 3 场； 

编辑出版第 34 期专题资讯； 

对南图书友会图书交换漂流做总结分析并调整，若需要则继续进行； 

举行 1~2 场“上学季关爱青少年”专题心理沙龙活动； 

主任进行下半年读者回访抽查； 

南图书友会微博公众号及微信公共平台发布和推送“上学季关爱青少年”专

题资讯和活动公告； 

全面更新南图视窗，重点宣传三季度南图特色活动或开放窗口精彩剪影。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6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症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3场（第二、四、五周的周五晚上）； 

播放大众电影 4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博士论坛 3场（每周的周日下午 14: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家庭读书竞赛活动。 

公共交流部 

检查 2016 年订购报刊到馆情况； 

2017 年报刊订购计划； 

图书报刊各查架 1 次； 

收集读书之星重点读者的资料并电话访问，为读书之星筹稿做准备。 

书刊服务部 

分馆特色活动 2场； 

“悦读有约”系列活动启动； 

在调剂书库中为龙海、桃源分馆挑选部分图书。 

基层辅导部 

本年度总分馆中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本年度总分馆外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时间合适的话，安排一次去现场外文图书面采工作以及总分馆中文图书面采

工作； 

根据采购实际情况，完成中外文图书第一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中图书第二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外文图书第二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

作。 

 

采编中心 

楼层交换机更新； 

总分馆电子阅览室软件系统开发实施；南山图库照片采集。 
信息技术部 

编制部门 2016年预算；准备消防气体灭火改造工程资料送审，申报 2017年

政府投资计划。 
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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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安排参加中图学会 2016年年会事宜； 

预算执行情况检查； 

完成三季度各类活动报表上报。 

 办  公  室 

联络专题咨询合作机构，安排国庆专题咨询排班；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3 场；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4 场； 

心灵沙龙 3 场以上；读书沙龙 3 场以上；英语沙龙 3 场； 

举行 10 月 10 日世界心理卫生日专场心灵沙龙活动； 

南图书友会微博公众号、南图书友会微信公共平台开展下半年会员专题征集

及推送：阅读之美或其它新增系列； 

印制、分发专题资讯第 34 期。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2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症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2场（第三、四周的周五晚上）； 

播放大众电影 3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博士论坛 3场（每周的周日下午 14: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家庭读书竞赛活动； 

10月底《读书是一个家庭最美的姿态》图片展。 

 公共交流部 

收集读书之星稿件并整理； 

2017 年报刊订购；2017 年预算；2016 年简要总结； 

第四期书目推荐内容准备。 

 书刊服务部 

“悦读有约”系列活动启动——分馆读书分享会 10场； 

各分馆图书面购一次； 

期刊订购工作开始 

龙海、桃源分馆项目完成招标、采购完成，开始实施； 

众冠分馆图书开始打包、相关设备开始搬迁准备；众冠闭馆。 

 基层辅导部 

本年度总分馆中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本年度总分馆外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时间合适的话，安排一次去现场外文图书面采工作以及总分馆中文图书面采

工作； 

配合深圳市读书月活动，给总分馆采购读书月推荐图书； 

完成本年度音像资料的采访工作以及经费上报工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外文图书第三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

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中文图书第一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

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本年度最后一笔外文图书采购经费的

上报工作。 

 采编中心 

总分馆电子阅览室软件系统开发实施； 

南山图库照片采集。 
 信息技术部 

按馆领导部署办理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事宜； 

按馆领导部署汽车直角出入口改喇叭口，保障消防出入口人车安全。 
 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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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配合深圳读书月相关活动； 

预算补充执行； 

与财务中心核对全馆的固定资产； 

2017年预算申报。 

 办  公  室 

开展深圳读书月系列读书活动或专题沙龙、专题活动；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4 场；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4 场； 

心灵沙龙 4 场以上；读书沙龙 4 场以上；英语沙龙 4 场； 

编辑专题资讯第 35 期； 

安排部门员工集中交叉抽查经典书屋、休闲阅览室、学习参考阅览室、电子

阅览室影碟排架； 

南图书友会微博公众号及微信公共平台同步开展读书月系列好书推荐、活动

推送，继续开展会员专题原创征集及推送：阅读之美或其它新增系列； 

制定 2017 年部门工作预算。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8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症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3场（第二、三、四周的周五晚上）； 

播放大众电影 4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博士论坛 4场（每周周日下午 14:3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跟名师读名著“粉丝”征集计划； 

家庭读书竞赛试卷的批改。 

 公共交流部 

读书之星评选； 

筹备召开读者座谈会； 

2016 年报刊订购的复核及报帐； 

读书月推荐书目图书展； 

第四期书目推荐出栏。 

 书刊服务部 

深圳读书月主题活动——悦读有约总分享会； 

龙海、桃源分馆设备进场安装调试，原众冠图书、设备搬迁，新采购图书加

工完成。 

 基层辅导部 

本年度总分馆中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本年度总分馆外文图书的采访和验收加工交送； 

时间合适的话，安排一次去现场外文图书面采工作以及总分馆中文图书面采

工作； 

配合深圳市读书月活动，给总分馆采购读书月推荐图书； 

完成本年度音像资料的采访工作以及经费上报工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外文图书第三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

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中文图书第一笔采购经费的上报工

作； 

根据采购以及图书加工实际情况，完成本年度最后一笔外文图书采购经费的

上报工作。 

 采编中心 

新电子资源采购。  信息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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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组织管理处冬季保养设备； 

直饮水系统增容拆旧换新； 

编制部门 2016年总结和 2017年计划； 

跟进政府投资项目立项事宜； 

办结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签署事宜。 

 读者服务部 

12

月 

准备全年工作总结、年度考评工作； 

2017年经费预算上报； 

《南图时空》冬季号的收稿、编辑、校对。 

 办  公  室 

星期五心理服务日咨询 4 场；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咨询 4 场； 

心灵沙龙 4 场以上；读书沙龙 4 场以上；英语沙龙 4 场； 

统计南图书友会会员 2016 年会员活动参与积分情况并公布积分排行榜，借

助南图书友会自媒体发布，同步继续推进会员专题原创征集及推送：阅读之

美或其它新增系列； 

全面更新南图视窗，出版年度总结图片展览专期； 

总结“星期天法律服务日”及“星期五心理健康日”的专家义工义务工作情

况，并发送致谢信息； 

印制、分发专题资讯第 35 期； 

进行 2016 年部门工作全面总结， 制定 2017 年部门工作计划。 

 特色服务部 

播放图书馆里的美妙时光---儿童悦读视频 18场（周二至周五下午）； 

举办“星星点灯”自闭症儿童读书会 1场（第一周的周五上午）； 

举办馆员故事会 4场（第二、三、四、五周的周五晚上）； 

播放大众电影 5场（每周的周五晚上 19:00）； 

举办“我爱阅读”儿童读书会 1场（第二周的周六上午 9:30）； 

举办跟名师读名著 1场（第三周的周六上午 10：00）； 

举办百姓健康讲坛 2场（第二、第三周的周六下午 14:00）； 

举办南山文化讲坛 1场（第四周周六下午 14:30）； 

举办家庭读书竞赛低幼组座谈会暨颁奖仪式； 

举办家庭读书竞赛学龄组座谈会暨颁奖仪式； 

跟名师读名著“粉丝”座谈会； 

跟名师读名著书目征集。 

 公共交流部 

员工年终总结等； 

图书报刊各查架 1 次； 

读者活动总结。 

 书刊服务部 

分馆工作总结暨员工业务考核； 

龙海、桃源分馆完成初步工作，试开放。 
 基层辅导部 

总分馆图书的验收和加工交送； 

总分馆图书经费上报收尾工作。 
 采编中心 

完成全馆设备清点及老旧设备报废工作，定制下一年度更新项目。  信息技术部 

组织管理处冬季保养设备； 

直饮水系统增容拆旧换新； 

编制部门 2016年总结和 2017年计划； 

跟进政府投资项目立项事宜； 

办结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签署事宜。 

 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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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工作： 

办公室：《馆情通报》、月考勤统计、伙食补助发放、工资发放、财务管理、固定资产管理、档案管理、《南

图时空》的寄送、办公用品的订购及发放；回复馆长信箱、读者电话咨询、网站咨询； 

上报市、区各主管部门各种统计报表，法定假日开放公告、排班；文化义工服务招募、培训。 

书刊服务部：1.进行员工服务礼仪、形象、服务质量整体提升； 

2.今年起，连续出版物的加工由李玉珍、孔亚莉完成； 

3.制定相关阅读推广相关方案及措施。 

基层辅导部：每周五放映 “大众电影”；不定期开展的活动有“百旺信公益讲座”、以及和社区街道联合

举办的公益讲座；分馆的特色活动的时间安排以临时安排为准； 

说明：2016年工作不定因素主要是新分馆建设进度，合作单位的工作进度、预算批复情况、

招标进展情况等；桃源、龙海两分馆基本装修初步定为 7月底完成，崇文花园分馆需等桃源

街道的装修开始后才能确定进度情况；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新分馆采购图书的周期，预计两个

馆有至少 5万册图书需要加工。 

采编中心：第一：根据新华书目报本月畅销图书以及好书排行版、最新图书预告书目与本馆数据查重对比

后，查漏补缺，依据本馆采访原则，生成新书采访书目订单； 

          第二：每月工作总结； 

第三：本年度开展每月新书推荐工作，每一季度在南图时空刊登。 

信息技术部：图书馆系统支持及维护、人文数据库数据更新、地方文献收集整理，VOD 视频新老系统视频

转码工作。 

读者服务部：保开放、保读者活动、保业务创新；水电空调绿化卫生保卫保障日常开馆，为各项读者活动

和业务创新提供场地服务；重点保障全馆消防安全、公共安全；每月核验照明系统 LED节能

改造实际效果；随时应对图书馆大楼本体和设备新暴露的缺陷和损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