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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刊《中国图书馆学报》为专业同行评审期

刊，创刊于 1957 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中国图书

馆学会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共同主办的图书情报学专业期刊。国内

外正式发行，订户主要为图书馆和信息机构以及图书情报专业研

究人员和从业人员。《中国图书馆学报》所发文章被引频次和影

响因子在国内图书馆学期刊中均位居第一，连续被评为全国优秀

图书馆学期刊，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CSSCI 来源期刊》

等国内相关工具中位列本学科期刊第一，被国际上许多著名的检

索期刊如《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图书馆文献》和《最新连续

出版物题录》等收录。2012 年成为首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

刊之一。

为强化学报的学术性，进一步规范本学科研究，推进其国际

化，经过两年多时间的酝酿准备，2012 年学报栏目设置重新调整，

主要栏目为：研究论文、综述评介、探索交流及专题研究。2012 年收到稿件 1871 篇，中文双月

刊发稿共 79 篇，其中开设专栏“关联数据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规范研究”。英文年刊发稿 16 篇。

作为全国图书馆学期刊编辑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2012 年学报编辑部组织承办了中国

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的“优秀图书馆学期刊”评比工作，评出优秀期刊 10 种、表彰期刊

10 种，并于 11 月在“全国图书馆年会”举办分会场对获奖期刊给予表彰。《中国图书馆学报》继

续获得“优秀期刊”称号。

二、《国家图书馆学刊》

《国家图书馆学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

的图书情报专业学术刊物，主要面向国内外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的广大图书情报专业工

作者。入选 2008—2009 年、2010—2011 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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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 版）收录期刊。《国家图书馆学刊》以促进图书馆学研究、推动图书馆

事业发展为宗旨，积极关注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及相关学术动态，贴近工作实践和理论前沿，突出

重点和热点问题的研讨。同时，适应信息时代特点，捕捉相关领域高新科技信息，推介新型管理

模式，展示最新学术成果和发展动态。

在 2012 年第七届全国图书馆学期刊评比中，《国家图书馆学刊》被评为优秀期刊。根据

2010—2011 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综合评价数据和评审专家组评议，《国家图书馆学刊》

入选为 2012 年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为总结工作经验，听取编委建议，促动刊物发展，提升其在业界的影响力，《国家图书

馆学刊》（以下简称《学刊》）于中国图书馆年会召开期间（2012 年 11 月 21 日），在广东省

东莞市召开了“传承文明 服务业界 贡献社会——《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 年编委会”。出

席本次会议的有《学刊》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卢海燕、孙一钢、吴建中、沈固朝、杨

沛超、陈力、卓连营、柯平、顾犇、蒋永福、詹福瑞，以及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副院长申晓娟

和《学刊》编辑部成员。会议由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学刊》主编詹福瑞主

持。《学刊》常务副主编卓连营从《学刊》的发展历程、基本原则及发展构想三个方面汇报

了本刊近年来的工作思路与发展情况，编委们针对《学刊》当前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发展方

向，就刊物定位、刊物特色以及刊物的引领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深刻的讨论，詹福瑞主

编作了会议总结。本届编委组建于 2009 年，共 14 人，其中馆外编委 7 人，占编委总人数的

50%，同时这也是《学刊》首次聘请国家图书馆外人员担任编委，体现了《学刊》的包容性

与开放性逐渐增强。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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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及业界学术交流的需要，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审批同意，

《国家图书馆学刊》自 2012 年 1 月起刊期由季刊改为双月刊，逢双月 15 日发行，页码由 96

页增加至 112 页，原标准 16 开版式不变。2012 年《国家图书馆学刊》来稿量 2000 篇，刊

发 113 篇。

三、《文献》

《文献》创刊于 1979 年，是文化部主管、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国家一级学术性刊物，内

容以披露国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和其他公私家典藏的、国内外新近发现的、具有重要价值

的各种古、近代文献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为主。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2—2013

年）来源期刊目录》（南京大学）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 年版）》（北京大学）。

为了全面、及时地反映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最新状况，满足学者披露最新研究成果、获取更

多学术信息的需要，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审批同意，《文献》自 2013 年 1 月起将由季刊改

为双月刊。

2012 年出版 4 期，刊发各类稿件 113 篇，主要栏目有“古籍版本及装帧形制”、“石刻资料”、

“版本目录学”、“出土文献研究”、“藏书题跋整理研究”、“书札整理研究”、“辑佚与辨伪”、“域外

汉籍”、“族谱文献研究”、“文献学家研究”、“读书札记”等。

《文献》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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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图书馆年鉴》

《中国图书馆年鉴》（以下简称《年鉴》）2012 卷全面反映 2011 年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

况。正文采用分类编辑法。在设立纪事、专文、图书馆事业、学术研究与活动，法律、法规与政

策性文件，专业文献、统计资料、图书馆活动图辑等固定栏目不变的前提下，增设了索引。在上

一卷增加了高校图书馆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统计数据，如国家社科、自科基金图

书馆学、情报学立项资助课题名单等，为业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渠道。2012 卷共收原始稿件

240 多万字，图片 398 张，最后的定稿达到 120 多万字，图片 163 幅。12 月《年鉴》2012 卷交付

出版。

3 月 20 到 23 日，为不断提高《年鉴》编撰质量，总结交流

《年鉴》工作，部署 2012 卷组稿工作，对撰稿人进行专业培训，

《年鉴》编辑部与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合作，在学会秘书处召开

中国图书馆学会各分支机构及所属各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年度联席

会议期间，在广东珠海举办了《年鉴》编纂工作会议。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各系统图书馆分会、委员会的秘书长等在《年鉴》

的组稿与撰稿中承担重要角色的负责同志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

议期间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对《中

国图书馆年鉴》编纂工作尤其是统计数据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年

鉴》编辑部总结了《年鉴》2011 卷编纂工作，公布了 2012 卷编纂

大纲，对 2012 年编纂工作进行布置安排。并对新一版《年鉴》撰

稿体例进行了解读，说明了具体撰稿要求与注意事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王涛介绍了《年鉴》的

出版发行情况。上海、江西、浙江等 3 个省级图书馆学会负责人介绍了《年鉴》编纂工作经验。

《年鉴》编辑部副主编、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副院长申晓娟对编纂会议做了总结。

五、《国家图书馆年鉴》

《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2》在总结首卷（2011 卷）编辑出版工

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工作的变化，在维持栏目结构基本稳

定的前提下，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纳

入“重点文化工程”部分，并增加了 2011 年筹划推动的“民国时

期文献保护计划”的内容，“学术与科研”部分增加了“政策研

究”的内容。此外，还编制了主题索引，方便了读者的使用。全

书共计 50 万字，图片 140 余幅，2012 年 10 月出版。

《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2》

《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2》



196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3

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专业文献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年度出书 297 种，比去年同期增加 21%；其中新版书 279 种，比去

年同期增加 22%；重印书 18 种，比去年同期增加 6%。图书印张 59.98 千印张（含再造善本），比

去年同期增加 70%。发稿 196 种，比去年同期增加 15%。2012 年度销售额收入取得显著增长。截

至 12 月底，发行部发货码洋 857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1%；回款实洋 4781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16%；应收账款实洋 19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销售收入 5498 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35%。

（一）重点图书的出版

1.201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取得实质性

进展。截至 12 月底，完成全部胶卷扫描 1083 卷（含善本 21 种 21 卷）2657 种，入库 550 册。为

该项目 2013 年 7 月底如期结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参见专条“《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

出版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2. 完成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国家图书

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汇编：第一辑》《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

丛刊》《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的出版。

3. 继续做好国家图书馆重点图书的出版。不断完善现有“民国文献资料丛编”、“民国期刊资料

分类汇编”、“近现代名人日记手札”系列图书的出版工作。截至 12 月底，共计出版专题丛书 100

余种、近 2000 册。成功中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项目，成功中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项目，成立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编辑室（临时机构），负责该项目的筹备及具体运作；完成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部 146 册的出版工作；《任继愈文集》书稿全部收齐，进入编辑加工

环节（参见专条“《任继愈文集》编纂工作进展顺利”）；完成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十周年纪

念——《为政镜鉴》《为政箴言》两书修订版的出版；完成《中国廉政史鉴 · 人物卷》的三审三校。

（二）申报项目和参评奖项

1. 申报各类重点项目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获批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参见专条“《淮

海战役史料汇编》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并获 2013 年度国家出版基

金资助；《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整理专题研究》《中国版印图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回文

集》《宋元善本题跋汇释》《历代名人别集订补文献丛刊》《晚清小说期刊辑存》《国家图书馆藏石

鼓文资料汇编》《复庄今乐府选全编》《著名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丛刊》10 个项目获批列入 2010—

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参见专条“《中国版印图录》等 10 个项目被列入 2010—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回文集》《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天津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

刊》《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程砚秋藏善本戏曲汇编》《周叔弢批校古籍丛刊》6 个项目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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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2012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2. 优秀图书评奖

《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首都图书馆

古籍善本书目》《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2010》获 2011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参见专条

“《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 4 种图书获 2011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为人找书 为书找

人——如何搜集资料》《你一生应诵读的 50 篇散文经典》《你一生应诵读的 50 篇美文经典》《你一

生应诵读的 50 篇演讲辞》《与古诗交朋友》《亲子阅读——送给 0—12 岁孩子的父母》《绘本阅读》

7 种图书入选“2012 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3. 数字出版项目

积极申报 2012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编制并提交“珍贵古籍数字资源应用平台”项

目申请报告，获得专项资金 500 万元。参与由中华书局承担的“中华字库”工程中“宋元印本文

献用字搜集与整理”的资料准备工作，完成了近 89 万页出版物的数字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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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任继愈文集》编纂工作进展顺利】

1 月 7—8 日，“《任继愈文集》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国家图书馆新馆行政楼 406 会议室召

开。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和原任先生助手李劲，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教授金宜久、杜继文、习

五一，中国社科院网络计算机中心主任、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新鹰、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业露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方广錩，南京大学教授赖永海，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金正耀，苏

州大学教授潘桂明，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郭又陵、方自今、贾贵荣等与会，8 日上午与会的还有

来自任先生故乡山东省平原县的三位领导。会议由李申教授主持，会期为一天半。会议交流解决

了各位编委在审阅、编校稿件中遇到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成立“任继愈研究会”事宜，初步商

定将研究会与山东平原县正在筹建的“任继愈纪念馆”合二为一。研究会下设理事会与学术委员

会两套班子，每年定期举行任继愈学术研讨会。会后，各编委根据会议拟定的原则对自己负责的

稿件进行了整理，并交由李申教授做进一步的审校。2012 年 10 月，李申教授将初步完善的《文

集》总目及全部稿件交付出版社。

《任继愈文集》编委会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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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文集》共八编，预计全十二册，计划于 2014 年底出版。八编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编，

宗教学与科学无神论研究；第二编，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三编，佛教研究；第四编，儒教研究；

第五编，道教研究；第六编，论古籍整理；第七编，史学研究；第八编，杂著。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出版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 月 29 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国家图书馆行政楼

615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周和平馆长主持，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副馆长陈力、张志清、

王军，馆长助理孙一钢，古籍馆谢冬荣、赵前，出版社方自今、徐蜀、郭又陵、史百艳参会。会

议对《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样书进行了审查，就编辑出版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

深入细致地讨论，并形成相关决议。按照会议决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组织专家对 2657 种选目著

录信息进行了规范，到 2012 年底此项工作已全部完成。

2012 年 3 月，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从出版进度、基金标识、更名手续、招投标手续、财务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认真整

改。特别是通过对胶卷扫描、版本著录格式、电子版编辑、清样校改、印刷、装订等环节的十余

次协调，理顺了工作流程，对各流程进度要求落实到月，制定了详细的进度跟踪表，明确各环节

的职责和要求，加快了出版进度。

截至 12 月底，已完成全部胶卷扫描 1083 卷（含善本 21 种 21 卷）2657 种，入库 550 册，为

2013 年 7 月如期结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加入“首都出版发行联盟”】

2011 年 12 月 21 日，“首都出版发行联盟”在北京成立。该联盟在出版发行领域首次打破了

中央与地方资源分散发展的局面，充分发挥首都的整体资源优势，实现地区行业的优势互补和

联合发展。2012 年 5 月，经首都出版发行联盟常务理事会审议批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被批准

接收为联盟会员单位，并在地坛公园参加了入盟仪式。盟员单位有望获得北京市范围内的政策、

资金支持，享受联盟统筹范围内的政策服务。同时，加入联盟的强社较多，也有利于发展业内

伙伴。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成立“选题策划专家委员会”】

为充分发掘国家图书馆现有资源，在国家图书馆各业务部门与出版社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做好选题策划与出版的对接，同时为国家图书馆员工提供学术出版的便利，5 月 28 日，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在国家图书馆行政楼举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选题策划专家委员会成立仪式”，并向委员

们发放了聘书。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郭又陵、徐蜀担任，成员为国家

图书馆业务管理处高红、研究院申晓娟、中文采编部毛雅君、外文采编部顾犇、典藏阅览部王志

庚、参考咨询部李翠薇、数字资源部李晓明、缩微文献部曹宁、社会教育部汤更生、古籍馆陈红

彦、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陈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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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史料汇编》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

2011 年 4 月，“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名单正式公布。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有 7 个出版项目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2012

年 2 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通知要求各出版单位对 2011 年“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

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自查，以确保规划项目完成的质量和进度。各出版单位根据

自查结果和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规划项目，对符合新形势、新要求的新项目进行增补。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申报了 10 项增补项目，其中，《淮海战役史料汇编》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增补项目。

【《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 4 种图书获 2011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

9 月 17 日至 21 日，第二十七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

2011 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在广州市召开。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 4 种图书获奖。全国

“优秀古籍图书奖”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设

立，自 2006 年起，每年召开一届，由全国 20 余家古籍出版社及

其他相关出版社报送优秀古籍图书参与评选。设荣誉奖、一等奖、

二等奖、普及读物奖等奖项。

《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项目“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系列之一，荣膺 2011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全书精装 240 册，收录了上海图书

馆藏稀见方志计 246 种，其中稿抄本 50 余种，如清丁丙修、王棻

纂、罗榘等校定的《杭州府志稿》，道光间冯登府纂的《南田志

稿》悉入其中。这些方志由上海图书馆古籍专家选目汇编，并为每种方志撰写提要。

本次获奖的其他图书还有：二等奖，《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戏曲小说汇刊》《首都图书馆

藏善本书目》；普及读物奖，《部级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2010》。

【《中国版印图录》等 10 个项目被列入 2010—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

7 月 3 日，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印发实施《2011—

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通知”，拟通过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形成由国家主导、体现国

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不断提高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水平。

该规划共列入 491 个项目，其中有 121 个重点项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 10 项入选，分别

为：《中国版印图录》《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整理专题研究》《回文集》《宋元善本题跋汇释》《历

代名人别集订补文献丛刊（6 种）》《晚清小说期刊辑存》《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资料汇编》《复庄

今乐府选全编》《著名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丛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中国版印图录》

《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整理专题研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选重点项目。

《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

丛刊》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