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研讨 

暨 2018 年 CASHL 服务培训会议 

 

会议指南 
 

 

 

 

 

 

主办单位：CASHL管理中心 

承办单位：CASHL用户馆-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 

时    间：2018 年 9 月 18 日-20 日 

地    点：浙江省绍兴市 绍兴文理学院 

 



会议日程 

 

会议地点：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一楼报告厅（19 日） 

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二楼电子阅览室（20日）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18 日 全天 报到 

19 日 地点：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上 

 

 

午 

开幕式 

8:30~8:50 领导致辞 

1. 绍兴文理学院校领导 

2. CASHL 管理中心副主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肖珑 

绍兴文理学

院图书馆馆

长舒炎祥 

8:50~9:10 会议代表合影 

主题一  专家报告：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 

9:10~10:00 高校图书馆转型中的知识服务 
南开大学长江学者、信息管

理系教授柯平 

绍兴文理学

院图书馆馆

长舒炎祥 

10:00~10:15 会间休息 

10:15~11:05 
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的实

践与发展 

同济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

档案馆馆长慎金花 

CASHL 学科

中心清华大

学图书馆副

馆长邵敏 
11:05~11:55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趋势与

CASHL发展战略 

CASHL 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肖珑 

11:55~12:10 
2017年 CASHL服务先进个人颁奖

仪式 

南开大学长江学者、信息管

理系教授柯平 

CASHL 学科中心清华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邵敏 

CASHL 管理

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

肖珑 

 12:10~14:00 午餐、休息 

下 

 

 

午 

主题二  培训：CASHL 文献深度挖掘服务 

14:30~15:30 
CASHL 资源发现与服务新系统 CASHL 管理中心秘书长 

朱本军 

CASHL 管理

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 

肖珑 

CASHL 名师讲堂与文献推广 

15:30~16:00 
卅载建设积累成金——CASHL 人

文社科文献深度挖掘 

CASHL 管理中心印本资源

主管王彬 

16:00~16:30 会间休息 

16:30~17:00 
CASHL 服务转型与新服务评估指

标 

CASHL 管理中心服务主管 

曾丽军 
CASHL 管理

中心秘书长 

朱本军 17:00~17:30 
Brill（博睿）与“双一流”建设

下的图书馆人文社科资源建设 

Brill 中国销售总监 

邢晓春 

18:00~20:00 晚餐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20 日 地点：图书馆二楼电子阅览室 

上 

 

 

午 

主题三  培训：CASHL 服务实操 

8:30~9:30 
CASHL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

务流程培训 
武汉大学图书馆廖莎 

CASHL管理中

心秘书长 

朱本军 9:30~10:30 新媒体服务平台的搭建与利用 南京大学图书馆慎月梅 

10:30~11:30 
上机练习 

讨论交流 

武汉大学图书馆廖莎 

南京大学图书馆慎月梅 

CASHL服务主

管曾丽军 

 11:30~13:00 午餐、休息 

下 

 

 

午 

13:00~13:50 上机考试 山东大学图书馆李修波 
武汉大学图

书馆廖莎 

13:50-14:10 会间休息 

闭幕式 

14:10~14:20 会议总结 
CASHL 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肖珑 
CASHL管理中

心秘书长 

朱本军 14:20~14:30 颁发培训证书 
CASHL 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肖珑 

14:30~17:30 参观博物馆 

18:00~20:00 晚餐 

 

一、 会务安排 

1、 住宿及报到： 

 住宿及报到酒店：咸亨大酒店 

 报到时间：2018年 9月 18日 9:00-20:00。不在此时间内报到，请联系会务

人员。19日到会嘉宾，请在会场报到并领取会议资料。 

 酒店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南路 680号 

 酒店服务电话：057-88068688 

 酒店 wifi：以酒店 wifi 信号为准，详情咨询酒店前台。 

 

2、 用餐： 

时间 地点 用餐方式 结算方式 

18 日晚（报到）餐 17:30-

20:00 
三楼郁金香咖啡厅 自助餐券 统一结算 



19 日早餐 6:30-10:00 三楼郁金香咖啡厅 早餐券 住宿含 

19 日中餐 12:20~12:50 河西餐厅三楼对竹楼 快餐 统一结算 

19 日晚餐 18:00~19:30 咸亨酒店风味餐厅 桌餐 统一结算 

20 日早餐 6:30-10:30 三楼郁金香咖啡厅 早餐券 住宿含 

20 日中餐 11:40~12:10 河西餐厅一楼食堂 快餐 统一结算 

20 日晚餐 17:30~19:00 稽山宾馆 桌餐 统一结算 

18日（报到日）晚餐：若超出上面规定的用餐时间，晚餐请各位嘉宾自行解决。 

3、 会议交通：酒店距会场步行约 1700 米，步行约 20 分钟。会议安排 19 日 

早 7 点 50 分酒店大堂集合，绍兴文理学院老师带领统一前往。 

4、 会场 WIFI: 网络名称：sxwlxylib，88342604 

 

二、 会务联系人 

CASHL 管理中心     高桂英 13671279103 

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  许经纬 13858457035 

 

温 馨 提 示  

尊敬的嘉宾： 

欢迎您到浙江省绍兴市绍兴文理学院《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研讨暨 2018年 CASHL服务培

训会》。报到及会议期间，请您关注以下事项： 

一、 住宿安排：会议住宿统一安排在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南路 680号的绍兴大酒店，住宿费及住

宿期间的杂费（押金、洗衣服、房间酒水等）均自理，离会时请自行办理退房手续。退房

时间不超过中午 12点。 

二、 请自行前往报到地点，后附公共交通路线及交通图供参考。 

三、 18 日报到用餐：咸亨大酒店 3楼郁金香咖啡厅（自助餐券，报到时发放）。 

四、 请您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会议期间如有单独外出，请注意安全，并保持联络通畅。 

五、 绍兴近期为多雨天气，请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着装备及备好雨具。 

六、 酒店与会场有一定距离，不安排车辆接送，请穿运动鞋更妥。 

七、 请在手机上下载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出行更便捷。 

 

祝各位嘉宾旅途顺利，参会愉快！ 

 

 

  



北 

附 1：咸亨大酒店交通说明  

1.乘飞机： 

杭州萧山机场到达，坐机场大巴到绍兴客运中心（机场至绍兴发车时间 08:10、08:50、

09:50、10:40、11:30、12:20、13:20、14:00、15:00、15:50、16:50、17:30、18:10、

19:20、20:20、21:20），全程 70分钟左右 

 

   2. 绍兴客运中心到咸亨大酒店 

a.出租车费用 20元左右 

b.公交车：60路、32路均到金时代站下车沿解放路向北走 235米。 

111路，经过 8站，到达越城区府(第二医院)沿解放路向南走 200米 

 

   3.高铁: 绍兴北站 

a.高铁绍兴北站下车，快速公交 BRT1

号线，坐到第二医院站下车（需 40

分钟左右），步行至酒店（沿中兴南

路向南前行 200米，右转进入投醪河

路，前行 540米）或打出租车到酒店

（起步价 10元即可） 

 

    b. 高铁绍兴北站打出租车到酒

店，费用 50元左右（全程 35分钟） 

 

 

附 2：咸亨大酒店到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步行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