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处级以上领导成员名单 

  一、行政系统 

馆长  任继愈  

副馆长 

副馆长 
 

詹福瑞（2003年9月任职） 

杨炳延（2003年9月免职） 

副馆长  张彦博  

副馆长  张雅芳  

副馆长  陈  力  

副馆长  张晓星  

    

    

监察处 处长 毛晓梅 （2003年1月聘任） 

 副处级监察员 杨庆平 （2003年1月聘任） 

审计处 处长 毛晓梅 （2003年1月聘任） 

 副处级审计员 杨庆平 （2003年1月聘任） 

馆办公室 主任 申晓娟
（2003年1月试用聘任，12月解除，

试用聘任职务） 

 副主任 张  彦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白雪华 （2003年1月聘任） 

人事处 处长 沈  飒 （2003年1月聘任） 

 副处长 王青云 （2003年1月聘任） 

离退休干部处 处长 王佩瑶 （2003年1月聘任） 

计划财务处 代理处长（副处级）胡惠英 （2003年1月聘任） 

业务处 处长 汪东波 （2003年1月聘任） 

 副处长 刘康宁 （2003年1月聘任） 

国际交流处 处长 严向东 （2003年3月聘任） 

保卫处 处长 王厚明 （2003年1月聘任） 

行政管理处 处长 王  军 （2003年1月聘任） 

图书采选编目部 主任 景鸿达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宋保义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曹  宁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顾  犇 （2003年1月聘任）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主任 景鸿达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曹  宁 （2003年1月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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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借阅部 主任 于淑杰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胡志成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李晓明 (2003年1月聘任) 

报刊资料部 主任 郝守真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王志庚 （2003年1月聘任） 

  ISSN中国国家中心 主任 郝守真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王志庚 (2003年1月聘任) 

善本特藏部(中华经典文化推广中心) 主任 张志清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陈红彦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苏品红 （2003年1月聘任） 

参考研究辅导部(国家立法决策服务部) 主任 马小林 （2003年1月聘任，7月调任） 

 副主任 卢海燕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王磊 （2003年1月聘任） 

  首都联合大学国图分校 校长 张雅芳 (兼任) 

 副校长 马小林 （2003年1月聘任，7月调任） 

  培训中心  主任 马小林 （2003年1月聘任，7月调任） 

 副主任 卢海燕 （2003年1月聘任） 

分馆 馆长 陈  力 (兼任) 

 副馆长（处级） 王  珊 （2003年1月聘任） 

 副馆长（副处级） 孙学雷 （2003年1月聘任） 

 副馆长（副处级） 陈荔京 （2003年1月聘任）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郭又陵 （2003年1月聘任） 

 副社长 赵海明 （2003年1月聘任） 

 副总编辑 徐  蜀 （2003年1月聘任）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主任 李  健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张文增 （2003年1月聘任）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秘书长 汤更生  

              《中国图书馆学报》副主编(副处级) 李万健 （2003年1月聘任） 

图书馆发展研究院 院长(处级) 李致忠 （2003年1月聘任） 

 副局级待遇 孙蓓欣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中心 主任 张晓星 （兼任） 

 常务副主任(处级) 富平 （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王芬林 （2003年1月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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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刘  刚 （2003年1月聘任） 

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临时） 
主任 孙一钢 （兼任，2003年1月聘任） 

 副主任 申晓娟 （2003年12月聘任） 

基建工程办公室(临时) 主任 李昌明 （2003年1月聘任） 

国家图书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处 处长 方自金 （2003年1月聘任） 

信息网络部  主任 孙一钢 （2003年1月聘任） 

图新技术开发总公司                 副总经理（副处级）孙大成 

                                                          

   二、党群系统 

国图党委                        书记              杨炳延（2003 年 9 月离任） 

            书记              詹福瑞（2003 年 9 月任职） 

                              副书记            张雅芳 

                              常委              任继愈 

                              常委              张彦博 

                              常委              张晓星 

党委办公室                      主任              索奎桓 

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              张雅芳（兼） 

工会委员会                      主席              张雅芳（兼） 

                              常务副主席        索奎桓（兼） 

团委                            书记              马红健 

                                副书记            王志庚（兼） 

妇女工作委员会                  主任              张雅芳（兼） 

                              副主任            卫  清（兼） 

党支部及支部书记： 

党群工作部联合党支部       书记   索奎桓 

馆办公室联合党支部         书记   张  彦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书记   王佩瑶 

计划财务处党支部           书记   胡惠英 

业务处联合党支部           书记   汤更生（2003 年 9 月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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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   刘康宁（2003 年 9 月任职） 

保卫处党支部               书记   郑玉宽（2003 年 2 月离任） 

                           书记   王厚明（2003 年 2 月任职） 

行政管理处党支部           书记   王  军 

图书采选编目部党支部       书记   宋保义 

典藏借阅部党支部           书记   于淑杰 

报刊资料部党支部           书记   郝守真 

善本特藏部党支部           书记   张志清 

参考研究辅导部党支部       书记   卢海燕 

分馆党支部                 书记   王  珊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党支部     书记   赵海明 

全国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党支部 书记   李  健 

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                      书记   王芬林（2002 年 5 月离任） 

                           书记   杨庆红（2003 年 5 月任职） 

图新技术开发总公司党支部    书记   孙大成 

后勤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   李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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