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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

就业基本状况，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苏州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创办于上世纪 80年代初，1983年起招收

档案学本科生，2008起招收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1994年起，档案学系挂

靠中国近现代史方向招收档案学硕士生。2006年，档案学系获批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2007年招收情报学硕士生。本学位授予点年度报告总

结情况如下：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培养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教学、科研和实践方面的高级人才。具备良

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学术科研能力，掌握扎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理论

知识和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具有综合运用

管理、经济、法律、计算机等知识发现、分析、解决图书馆、情报和档案研究课

题和工作实际问题能力，适应社会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战略需要的高层次、研究

型、复合型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门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和情报

学。大数据、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带来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也为人才培养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

业的人才培养将强调新环境、新技术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强化其学习能力和适

应能力。以中青年骨干以科研项目和研究生基地为依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

适应信息化挑战、掌握学术研究前沿的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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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

本学位授予点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如下：

具备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能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及相关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的知识研究、分析和解决信息化中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具体问题。

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适应信息环境的变化，熟悉各种类型的信息源和数据

工具，具备高效进行信息和知识查找、获取、组织和分析整合能力。特别是关注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等信息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并具有一定的

适应性学习能力。

能独立发现研究领域的问题，兼具管理和技术的综合能力，以严谨的科研态

度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开展相关研究，并能独立撰写和发表科研论文和报告。

2、标准

本学位授予点硕士研究生培养标准如下：

研究生实行毕业与学位申请制。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培养环节，符合下列要

求的硕士研究生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提出学位申请。

（1）修完培养方案中制定的课程，修满规定的学分。

（2）科研成果的基本要求（参照《苏州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硕士、博士学

位科研成果的规定》），在校学习期间至少独立发表（或与导师合著）发表核心期

刊论文 1篇，或普通期刊论文 2篇。

（3）完成学术活动与实践环节的要求。

（4）完成硕士学位论文。1) 申请授予学位的论文需参加并通过预答辩。2)

申请授予学位的论文需参加并通过盲审。



3

（二）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位现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本学位授予点下设了情报

学、档案学二级学科，共有 4个培养方向，具体如下：

（1）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本方向培养的研究生具备系统化的信息技

术知识与应用能力，掌握对各类信息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系统化知

识与能力，掌握信息分析研究和信息资源服务，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2）档案学基础理论。本方向培养的研究生具备探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

客观规律性，提高档案学理论的概括水平，使之对档案学的应用理论、档案工作

实践和档案事业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提高档案学研究的科学预见性，并预

测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发展的未来。

（3）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管理。本方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具备掌握数字图书

馆原理、理论、技术，熟悉数字图书馆的运营与服务，了解数字图书馆用户的行

为与规律，能够提出综合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规划与方案等。

（4）档案信息化。本方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对档案实体管理系统、档案信

息开发系统及其反馈系统整个过程的研究；档案实体管理研究包括对档案原件的

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的研究；档案信息开发研究包括对档案信息的选择、加

工、编辑和输出的研究，也就是对档案的编目、编研与提供利用的研究；档案管

理反馈的研究包括档案统计工作、档案用户调查的研究等。其任务是不断提高档

案管理的科学水平，及时、准确、广泛地组织档案信息交流，为档案用户提供高

效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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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1、研究生招生情况

本学位授予点本年度最终录取全日制硕士生共 14人。其中：档案学方向学

硕 7人，情报学方向学硕 7人。具体情况如表 1：

表 1：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授予点招生情况

序号 拟录取专业名称 姓名 考试类别 学位类别 学习方式

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王月瑶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马江华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3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郑文昕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4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王昭晖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张楚辉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6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徐梦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7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张芠慆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8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李恩乐 推免 学术学位 全日制

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余雪 推免 学术学位 全日制

1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齐佳丽 推免 学术学位 全日制

1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杨春蕾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1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周子娟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13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谢林利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14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冯宇松 统考 学术学位 全日制

2、研究生在读情况

本学位现有在读学生 34人表 2。

人数

年级
档案学 情报学

2019 5 5
2020 6 4
2021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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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毕业情况

本学位授予点本年度共有 9名全日制学术学位毕业生符合学位授予标准，成

功毕业。

表 2：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授予点具体毕业情况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0184203027 王李娜

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0184203028 周祺

3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0184203029 邓景峰

4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0184203030 袁成成

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0184203031 汪子璇

6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0184203032 饶煜菡

7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0184203034 康琳

8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0184203035 马丽

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0184203036 庞艳

4、研究生学位授予情况

本学位授予点本年度共有 9名全日制学术学位毕业生符合学位授予标准，被

授予硕士生学位。授予学位标准为：①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成员要求由 5

位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 1

位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及其相关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参加。②学位授

予要求。申请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根据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培

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取得规定的学分（规定毕业最

低标准：课程最低总学分须达到 37 学分，必修课最低总学分需要达到 21 学分），

按规定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过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专

业学位，同时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5、研究生就业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予点共有毕业生 9名，其中就业人数 8人，就业率达 88.88%，就

业率较高。本学位授予点毕业生于高等教育单位就业居多，医疗卫生单位、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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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次之，签约单位分布较为合理。具体情况如表 3——表 5：

表 3：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授予点总体就业情况

年度
学生

类型

毕业生

总数

授予

学位

数

就业情况
就业人数

及就业率协议和合同就

业（含博士后）

自主

创业

灵活

就业

升学

境内 境外

2021
硕士 9 9 6 0 2 0 0 8/88.88%

博士

表 4：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授予点签约单位类型

单位

类别

党政

机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 初

等 教

育 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 疗

卫 生

单位

其 他

事 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民营

企业

三资

企业
部队 其他

硕士

签约
0 2 0 0 1 1 1 0 0 0 3

博士

签约

表 5：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授予点具体就业情况

序

号
姓名 政治面貌

性

别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职位类别

1 周祺 共青团员 女 苏州朗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

2 康琳 中共党员 女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高等教育单

位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3 马丽 共青团员 女 灌南县人才交流管理中心
其他事业单

位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

4 庞艳 共青团员 女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医疗卫生单

位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5 袁成成
中共预备

党员
女

贵阳市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企业 其他人员

6 汪子璇 共青团员 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教育单

位
教学人员

7 邓景峰 中共党员 女 自媒体

8 饶煜菡 中共党员 女 家教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1、研究生导师总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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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予点现有教师 21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7名，占比 80.95%，

具有硕士学位教师 3名，占比 14.29%，具有学士学位教师 1名，占比 4.76%；

有教授 7名，副教授 10名，讲师 5名，学历层次较高，具体总体情况如表 6。

表 6：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授予点师资规模情况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1 周毅 1966.01 教授、博导 博士

2 张照余 1963.09 教授、硕导 博士

3 吴品才 1964.04 教授、硕导 博士

4 鞠英杰 1963.05 教授、硕导 硕士

5 胡燕 1962.02 教授、硕导 博士

6 王芹 1970.10 教授、硕导 博士

7 徐芳 1980.11 教授、硕导 博士

8 毕建新 1979.12 副教授、硕导 博士

9 蒋卫荣 1963.08 副教授、硕导 硕士

10 张建华 1964.09 副教授、硕导 本科

11 项文新 1966.07 副教授、硕导 硕士

12 邹桂香 1978.03 副教授、硕导 博士

13 李卓卓 1982.01 副教授、硕导 博士

14 高俊宽 1977.10 副教授、硕导 博士

15 李雅 1981.12 副教授、硕导 博士

16 邵华 1981.11 讲师 博士

17 丁家友 1986.12 副研究员 博士

18 谢诗艺 1990.06 讲师 博士

19 李洁 1989.12 讲师 博士

20 陈必坤 1985.9 副教授 博士

21 蔡梦玲 1992.8 讲师 博士

2、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

本学位授予点45岁以上教师9名，占比42.86%，45岁以下教师12名，占比57.14%，

年龄结构较为合理；正高职称占比 33.33%，职称层次较高。具体情况如表7：

表 7：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授予点师资队伍结构情况

专业 合 35 岁 36 46 至 56 至 61 岁 博士学 具有境 博导 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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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职务

计 及以

下

至
45
岁

55 岁 60 岁 及以上 位人数 外经历

人数

人数 人数

正高

级
7 0 1 1 4 0 7 3 1 6

副高

级
10 1 6 2 2 0 5 2 0 8

其他 5 4 1 0 0 0 5 2 0 0

总计 21 4 8 3 6 0 17 7 1 14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

单位(人数最多

的 5所)

中国人民大

学
武汉大学 苏州大学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人数及比例 7（33.33%） 4（19.04%） 4（19.04%） 1（4.76%） 1（4.76%）

生师

比

在校博士生数 0 在校硕士生数 54

专任教师生师

比
2.6:1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3.4:1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校园文化建

设，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苏州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以下简称图情档学科）以《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为指导，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不断加强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和管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积极健康向上

的意识形态融入到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当中，深化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的研究

生教育，全面推进图情档学科“三全育人”综合改革。队伍建设情况如下：

强化人才支撑，以专业化队伍为依托，将“三全育人”落实。选聘优秀青年

教师担任专职辅导员，聘请学科资深教授担任德政导师，聘请“课程化”社会实

践单位领导进课堂，拓展思政队伍。打造一支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特色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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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队伍。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把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开展面

向全院研究生的宣传教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地贯穿于教

学、科研、服务和管理等各个环节。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开展主题讲座、实地调

研、党团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帮助研究生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主要活动

如下：

“追忆党的光辉历程，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党史学习专题宣讲活

动、“薪火计划”启动仪式、“学党史忆百年历程，守初心展研途风采”知识竞赛、

《郭富山》 观影活动——党史学习专题教育、“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

教育活动、“重温百年历程，打造最美窗口”——社会学院党史学习教育沉浸式

主题活动、走访慰问退休老教师 薪火相承续写新辉煌活动、“砥砺信仰心向党

使命引领开新局”征文比赛（2020级档案学宁文琪《迎时代新篇章，我辈需砥

砺再前行——暨建党 100周年有感》一文获奖）、“党史之声”活动、研究生志愿

服务抗疫一线分享活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辅导

报告会、新生入学教育活动系列之“书记第一课”讲座、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

之新生发展党员专题讲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学党史，强党性，

跟党走”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庆建党百年，忆入党初心”党日活动等。

（三）校园文化建设

围绕“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校训，本学位所在单位开展的校园文化建

设具体内容包括：新学期研究生会工作规划部署、为乐龄公寓老人庆生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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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闭症行走”大型公益徒步活动、“趣味研途，运动一夏”趣味运动会活动、

2020-2021学年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第七次全体例会、第三次研代会第一次

委员会、第三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新学期全体在校研究生会议、究生会宣讲会暨

2021年研究生会纳新启动仪式、“永葆初心·砥砺前行”2021级研究生开学典礼、

“以梦为马•追光而行”2021级研究生新生班会及班委竞选活动、新生入学教育

系列之研究生素质专题讲座、“借篮球之名，书青春意气”、“学术科研、实习经

验分享会”、研究生学术规范与科研诚信专题讲座、研究生培养与学籍管理说明

专题讲座、“研究生培养与学籍管理说明专题讲座”、“骑行，共享青春”社会学

院研究生会绿色骑行活动等。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1、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学院定期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主题教育、主题讲座、座谈会及时

掌握研究生思想政治动态。

2、研究生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工作

学院做好研究生会、班团学生干部管理与培养，协调好班级学生干部、党支

部支委、院研究生会的工作协调，及时开展相关座谈会了解学生干部的思想动态、

工作能力。

3、帮困助学、评奖评优

按时完成 2021级研究生困难情况调查统计工作的通知、2021级研究生爱心

互助基金工作、2021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21年学业奖学金、2021年优秀研

究生、2021年优秀毕业研究生评定工作。

4、心理健康、安全稳定

组织 2021级研究生完成心理普测工作，并根据普测结果，对部分研究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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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谈心谈话交流。做好研究生安全教育工作，及时提醒研究生注意自身财产、宿

舍安全等问题，每月定期在社会学院研究生公众号推送防诈骗相关内容。

5、疫情防控、请销假

做好研究生的每日疫情摸排上报工作，严格规范研究生日常请销假制度。教

育引导研究生非必要不离苏、不离校，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教育研究生关注疫

情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科学佩戴口罩，合理安排作息、安全健康饮食，做好健

康监测、遵守防疫规定。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学术训练情况，

学术交流情况，研究生奖助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学位授予点硕士研究生课程近年来尝试了讲座研讨型的授课方式。例如：课

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前沿问题及研究方法》由学科带头人牵头，全体硕士生

导师参与，轮流以讲座的方式向图情档专业的硕士生授课。由于每位导师都有自

己的研究方向，在他们的研究领域系统掌握了前沿的资料与文献，可以拓宽研究

生的视野，给研究生讲授学科前沿的知识。同时，采用讲授与研讨相结合的方式，

可以为导师与研究生以及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该课程

计划以后邀请外校乃至境外的同行参与进来，更好地发挥讲座研讨型课程的作用，

切实以提高研究培养质量为目标。坚持理论授课与实践操作同步进入课堂。将业

务实践环节的内容直接带入研究生课堂，让学生带着理论进行实践操作，改变以

往研究生培养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如，课程《纸质文献修复与装帧》，由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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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导师讲授理论部分，由苏州博物馆、上海市档案馆和江阴博物馆的修复人员与

书画装裱人员教授纸质文献的修复、装帧与装裱技艺。具体的课程建设与实施情

况如表 8所示：

表 8：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

语言

1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专题 必修课 周毅 社会学院 3 中文

2 信息资源开发与服务专题 必修课 周毅 社会学院 3 中文

3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前沿问题及

研究方法
必修课 张照余、周毅等 社会学院 3 中文

4 信息经济专题 必修课 吴品才 社会学院 3 中文

5 信息化与信息技术专题 必修课 项文新 社会学院 3 中文

6 信息分析与利用专题 必修课 高俊宽 社会学院 3 中文

7 档案学理论与实践 选修课 胡燕 社会学院 3 中文

8 数字档案管理 选修课 张照余 社会学院 3 中文

9 纸质文献修复与装帧 选修课 毕建新 社会学院 3 中文

10 文件管理 选修课 吴品才 社会学院 3 中文

11 电子政务与秘书学研究专题 选修课 王芹 社会学院 3 中文

12 信息化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 选修课 王芹 社会学院 3 中文

13 情报研究 选修课 李卓卓 社会学院 3 中文

14 图书馆服务营销与品牌创新 选修课 李卓卓 社会学院 3 中文

15 信息安全研究专题 选修课 徐芳 社会学院 3 中文

16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方法 选修课 徐芳 社会学院 3 中文

17 信息法规研究 选修课 蒋卫荣 社会学院 3 中文

18 民国档案原始文本释读与研究 选修课 蒋卫荣 社会学院 3 中文

19 信息资源开发与服务专题 选修课 李雅 社会学院 3 中文

20 阅读文化学 选修课 李雅 社会学院 3 中文

（二）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1、导师选拔培训

本学位点的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都按照学校以及学院的相关制度和

条例执行，本年度增加了档案学、情报学硕士生导师 2人。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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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完全按照学校和学院的相关条例执行，师生相处较为和谐，近年来没有冲突事

件。

2、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一是党员比例持续提升，课程思政牵引显著。图情档学科一共有 21位老师。

正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比例达到了 100%，平均课时数达到了每年 128课时。图

情档学科的师德师风建设以“系党支部引领、课程思政为基础”为导向，获得了

显著成绩。二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青年教师成长迅速。图情档学科党支部在主

题党日、党员大会等支部活动中，先后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等师德师风建设的活动。组织教师党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用”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文

件。支持学科青年教师的发展与成长，学科的青年教师本年度共获得国家级的科

研项目 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项，市厅级科研项目 3项。发表 SSCI论文 4篇。

（三）学术训练情况

本学位点注重对研究生学术训练和培养，本学科王芹老师指导的《长三角一

体化背景下发展高端养老产业打造“康养苏州”的思路与对策》一文在江苏省哲

学社会科学界第十五次学术大会优秀论文竞赛获得一等奖。

（四）学术交流情况

学位授予点积极鼓励学生赴境内外交流学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做报告或参

加其他学术交流情况，由于疫情影响，本年度境外学术交流减少，境内学术交流

良好，本年度境内学术交流 1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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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奖助情况

学位授予点 2021年度硕士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 1人，研究生捐赠类奖助学

金 1人，优秀研究生 3人，优秀研究生干部 1人，优秀毕业研究生 6人，研究生

学术标兵 1人。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助情况如表 9。

表 9：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助情况

学业奖学金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特等奖 11 20194203033 卢欣来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特等奖 12 20194203027 张康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特等奖 13 20204203030 张雅宁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特等奖 14 20204203026 李晓梅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一等奖 18 20194203026 王扬扬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一等奖 22 20194203029 苗淼儿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一等奖 27 20204203027 潘婷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一等奖 29 20204203033 宁文琪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二等奖 38 20194203028 侯珊珊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二等奖 40 20194203032 刘婉华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二等奖 51 20204203031 岳靓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二等奖 52 20204203035 张慧敏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三等奖 78 20194203035 吴聪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三等奖 81 20194203031 应洁茹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三等奖 82 20194203030 张雪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三等奖 98 20204203029 余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三等奖 99 20204203028 王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三等奖 100 20204203036 农颜清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三等奖 101 20204203034 黄劼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特等 152 20214203037 李恩乐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一等 161 20214203026 王月瑶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一等 162 20214203038 余雪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一等 168 20215203013 王纪超 图书情报

一等 169 20215203010 王莎鑫 图书情报

二等 175 20214203027 马江华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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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 176 20214203032 郑文昕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二等 177 20214203028 谢林利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二等 178 20214203031 冯宇松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三等 207 20214203034 王昭晖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三等 208 20214203035 张楚辉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三等 209 20214203033 徐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三等 210 20214203036 张芠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情报学）

三等 211 20214203029 杨春蕾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三等 212 20214203030 周子娟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档案学）

三等 254 20215203001 李梓君 图书情报

三等 255 20215203004 薛文炀 图书情报

三等 256 20215203003 陈佳怡 图书情报

三等 257 20215203002 汪紫颖 图书情报

三等 258 20215203009 许逸平 图书情报

三等 259 20215203012 朱颜 图书情报

三等 260 20215203020 杨雨涵 图书情报

三等 261 20215203006 杨珮琪 图书情报

三等 262 20215203005 周涵潇 图书情报

三等 263 20215203017 陈祺瑶 图书情报

三等 264 20215203016 卢旭梅 图书情报

三等 265 20215203018 陈亮 图书情报

三等 266 20215203015 沈佳俊 图书情报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国际合作交流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一）人才培养

本学位点坚守立德树人、前瞻引领、研究创新的初心，坚持把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摆在第一位，2021年度通过学科建设推进研究生培养，不断完善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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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体系，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继续在人才培养的“严进严管严出”三个环节上下功夫。首先在源头上自觉

择优汰劣，把有潜力做研究的学生招进来；二是严格过程质量监督考核，在过程

中自动分流淘汰。三是在开题报告制度、论文答辩审核、论文内审机制上严把出

口关。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注重分类培养，通过导师指导、学位点跨方向融合合

作，引导、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课题研究，深化科教融合及科研能力培养方式，

加强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知识创新能力培养；通过开设实训课程、产教融合课程以

及产教联合培养，强化产教融合，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依托城市及学校、学院资源，拓宽人才培养途径。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

类党史、党建学习，以及其他各项教育活动。通过开设“东吴档案论坛”，邀请

教学、实践领域专家讲座，拓宽人才培养多维度模式。

（二）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是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性工程，决定着整个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

水平。2021年度，本学位点通过导师上岗培训、开展思政教育活动等方式不断

强化教师树人、育人能力建设，持续增强教师育人责任意识；通过参与国内、国

外相关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提升教师导学水平和指导科研的能力，使教师主动面

向国内外学术前沿，聚焦核心技术与关键领域创新；通过产教联合、产教融合，

提升教师实践教学水平，使教师主动面向国内外实践特点，自觉适应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通过强化教师岗位管理，明晰职责边界，将政治表现、师

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精力投入、育人实效等纳入导师评价考核体系，规范教

师指导行为，建立师德失范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

今年以来，本学位点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都按照学校以及学院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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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制度和条例执行，增加了档案学、情报学硕士生导师 2人。导师指导研究生的

过程完全按照学校和学院的相关条例执行，师生相处较为和谐，没有冲突事件。

（三）科学研究

2021年本学位点继续强化对科技创新支持，补齐科研设施短板、加强科研

平台建设。主要完成科研论文、科研项目及部分在研国家级项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0：代表性论文：中文论文

序号 论文标题
第一

作者

通讯

作者

刊物/会议名

称

发表

时间

单位

署名

情况

1
外文社会科学文献老化与处置实

证研究——对 SSCI综述引文的调

查和比较

李卓卓 李卓卓
情报学报 2021（9） 1

2 从合作馆藏到集体馆藏的探索：法

明顿计划 80年后的审思
张康 李卓卓 图书情报工作 2021（20） 1

3 种子图书馆：基层图书馆特色转型

与社区延伸的探索
李卓卓 张康 图书情报工作 2021（21） 1

4 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建设百年

历史演变
张康 李卓卓 图书情报知识 2021（7） 1

5 我国近代书院藏书的流转与传承 邹桂香 高俊宽 图书馆 2021（10） 1

6 我国书院藏书事业近代化的历程、

特征与意义
邹桂香 高俊宽 图书馆建设 2021（3） 1

7 知识付费平台用户满意度调查与

提升策略
金小璞 徐芳

情报理论与实

践
2021（5） 1

8 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

元数据集设计与实现
徐芳 李亚宁 图书馆学研究 2021（14） 1

9 档案馆公共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
谢诗艺 陈鑫 档案学通讯 2021（4） 1

10 基于数据保全思想的科学数据全

流程管理研究
陈恬 余亚荣 档案与建设 2020（12） 1

11 新文科背景下图情档学科“微专

业”建设实践探讨
周毅 周毅 情报资料工作 2021（3） 1

12 论信息服务专业与社会性的互构

及其价值
周毅 周毅

情报理论与实

践
2021（12） 1

13 面向公共图书馆残障群体服务的

VR/AR技术应用
丁家友 郭欣宜 图书馆论坛 2021（10） 1

14
数据安全与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

展规划》解读与思考

丁家友 周涵潇 档案与建设 202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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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留学人员档案管理制度及建档问

题探讨——以苏州市人才服务中

心为例

苏州市人

才服务中

心档案研

究课题组

丁家友 档案与建设 2021（5） 1

16 电子文件格式的可持续风险评估 王杨扬 张照余 浙江档案 2021（1） 1

17 我国电子文件格式相关标准评述 周祺 张照余 山西档案 2021（1） 1

18 数字人文背景下图情档课程教学

的融合与创新
李珊珊 邵华 档案学通讯 2021（1） 1

19 跨入新时代 跃上新台阶 蒋卫荣 蒋卫荣 档案与建设 2020（11） 1

20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的档案文献编

纂成果概念演进之分析
蒋卫荣 徐玉婷 档案与建设 2021（7） 1

21 中外电子健康档案标准化实现路

径述评
饶煜菡 蒋卫荣 档案与建设 2021（2） 1

22 融合多模态内容语义一致性的社

交媒体虚假新闻检测
张国标 李洁

数据分析与知

识发现
2021（5） 1

23 基于多模态特征融合的社交媒体

虚假新闻检测
张国标 李洁 情报科学 2021（10） 1

表 11：代表性论文：英文论文

序号 论文标题
第一

作者

通讯

作者

刊物/会议名

称

发表

时间

单位署

名情况

1

Examin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 use short-form

video APP

徐芳
Xiaobo
Mou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1
（73卷
6）

1

2

Exploring the research them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of LI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8 using co-word

analysis

徐芳 Li Ma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21
（47卷
1）

1

3

Examin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on

paid knowledge platforms

Xiaopu
Jin 徐芳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1
（73卷
2）

1

4

Research on the drivers of
undergraduates’ intention to

use
university digital libraries:

affinity
theory as an additional

construct of
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

徐芳
Jia Tina
Du

Library Hi
Tech

202107
在线发表

1

表 12：科研项目成果：纵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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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项目号 项目起止时间

经费

（万

元）

1 周毅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安全风险治理

模式建构与实现研究
国家社科 一般项目 21BTQ013 2021.7-2025.12 20

2 张照余
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施行条

件与技术研究
国家社科 一般项目 21BTQ091 2021.7-2026.06 20

3 徐芳
基于危机生命周期的企业竞争情

报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

后期资助

一般项目
21FTQB002 2021.10-2024.12 25

4 徐芳 数字图书馆用户体验研究 国家社科
后期资助

一般项目
19FTQB005 2019.10-2021.5 25

5 邹桂香 近代江南隐逸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
后期资助

一般项目
21FZB012 2021.10-2024.10 25

6 李洁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图书馆数字资

源认知推荐研究
江苏省社科 青年项目 21TQC001 2021.9.1-2023.12.31 5

7 王芹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发展高端养

老产业打造“康养苏州”的思路

与对策

市厅级-市社

科联

应用对策

类课题重

大项目

Y2021LX016 2021.5-12 5

8 邹桂香 近代书院藏书的流转与当代传承 教育部项目
青年基金

项目
18YJC870030 2018.6-2021.6 8

9 李卓卓
基于多源数据的区域文献联合处

置研究
教育部项目

青年基金

项目
19YJC870013 2019.6- 8

10 邵华 数字时代档案认知转型研究
江苏省教育

厅
一般项目 2021SJA1360 2021.5-2024.12 1

11 毕建新
科技创新背景下苏州科学数据中

心建设思路与对策研究

苏州市社科

联

应用对策

类课题一

般项目

Y2021LX015 2021.5-2021.11 1

12 邹桂香
苏州历史上的隐逸之士与书香文

化

市厅级-市社

科联

江南文化

专项B类
JN2021LX014 2018.6-2021.6 8

表 13：科研项目成果：横向项目

序号
主持

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类

别
项目起止时间

经费

（万

元）

1 吴品

财
档案管理软件功能设计与系统开发

南通市金柜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横向 2021.8-2022.5 89

2 张照

余

苏州市轨道交通线网档案中心系统规划与

设计研究

苏州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
横向 2020.12-2022.11 49

3 毕建

新
苏州市城建档案元数据方案查询

江苏仁合中惠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
横向 2021.5-2021.11 17.75

4 周毅
长三角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与数据要素市

场化进程研究
苏州市信息中心 横向 2021.4-12 14

5 周毅
苏州工业园区档案管理中心“十四五”发展

规划编制项目

苏州工业园区档

案管理中心
横向 2021.5-8 10

6 李卓

卓

昆山市图书馆基层图书馆服务满意度第三

方评价
昆山市图书馆 横向 2020.11-2020.12 9

7 张照

余

《江苏省城乡建设档案事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编制调研工作

江苏省建设档案

研究会
横向 2021.6-2021.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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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照

余

苏纶纺织厂*⼃⼃开办一百二十五周年相关

人物及劳动模范口述档案采集项目

苏州市共商档案

管理中心
横向 2020.9-2021.8 18

9 周毅 苏州市委宣传部《舆情动态分析》服务项目 苏州市委宣传部 横向 2021.1-12 5

10 徐芳 留学归国人员档案管理规范与制度研究 苏州人才中心 横向 2020.1-2020.12 8

11 毕建

新

区域性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中心建设任务合

作协议

浙江省档案馆技

术保护处
横向 2021.10-2021.12 4.6

12 毕建

新
技术咨询合同

国电南京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横向 2021.10-2021.12 2.3

13 张照

余

无锡市档案史志馆档案单套制在线接收状

况与管理对策研究

无锡市档案史志

馆
横向 2021.8-2021.12 2

14 王芹
2021苏州市吴中分公司基层班组素能提升

项目咨询

苏州市烟草公司

吴中分公司
横向 2021.6-2021.12 19.6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2021年本学位点依托学校、学院资源，通过拓宽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教育

方式，丰富完善教育内容，围绕我党、我国、我校、我院的优秀文化开展传承创

新教育活动，参与“薪火计划”，引导学生学党史、知校史、做公益，传承创新

优秀文化。

充分利用优秀文化资源组织教育活动。组织学生赴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参

观学习、瞻仰渡江战役烈士纪念碑、走访慰问退休老教师、观看主旋律影片《郭

富山》等 4项活动。

开展丰富多彩公益活动。开展了为“乐龄公寓老人庆生”志愿活动、“为自

闭症行走”大型公益徒步活动、“趣味研途 运动一夏”趣味运动会、跨学院篮球

友谊赛、“骑行 共享青春”绿色骑行活动等 5项。

定期召开研究生主题会、代表会及专题讲座。开展研究生会议，学术科研、

实习经验分享会，研究生学术规范与科研诚信专题讲座，研究生培养与学籍管理

专题讲座等 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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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合作交流

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年度国际合作交流频次较少。但本学位

点继续推进国际合作交流改革方式，采取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方式，推动师生共

育式国际合作科研创新，与国外学者合作发表学术论文 3篇，均为领域内国际性

权威期刊、SSCI来源期刊。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2021年，本学位点自我评估委员会组织机构稳定，在学科自我评估中，认

识到学科建设在推动师生国际合作交流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拓宽合作途

径、改进合作方式。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苏州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苏州大学关

于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的处理办法》等规定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开题、写作、预答辩、定稿、匿名评审、答辩、答辩后修改等流程，学位论文选

题及撰写要求明确，审核环节健全严格。在学位论文抽检中发现存在研究创新不

足、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和创新能力。

六、改进措施

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和下一步思路举措。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引进高水平人才。主要方向有两个：一是争取引进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中

青年教授。二是引进具有海外背景的年青博士。同时注重引进人才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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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现有师资队伍的研究方向形成互补。

2.加强对现有师资的培养。通过对外交流、集中培训以及课题扶持等途径，

培育现有师资，提升水平。同时加大奖励力度，激发教师从事科研与教学的积极

性。

（二）提升科研水平

1.围绕产教、科教创新，整合学位点产教人才资源，形成团队，发挥团队优

势，共同攻关，争取推出一些影响力大的精品成果，逐渐彰显本学科的品牌特色。

2.就区域发展一些重点领域，与苏州相关政府部门合作成立研究所（研究中

心），利用研究所（研究中心），整合资源带动专业发展。

3.推动高水平、多层次科研项目、课题研发。突破学位点限制，鼓励跨领域、

跨行业、跨专业合作，激发高水平科研项目、课题研发的活力，提升研发适切性、

适用性，从而推动多层次、高水平科研课题创新。

（三）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利用师资队伍中一些对外资源，拓展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美国威

斯康辛大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以及台湾政治大学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参与国际

组织、参与国际性交流，推动对外合作，条件允许下筹划合作办学。同时加强与

国内知名大学的合作，通过共同承办会议、互相兼职等方式，提高国内外影响力。

（四）加强硕士研究生对外交流

加大学校与学院的支持力度，推动硕士研究生对外交流，尤其是境外交流；

多渠道筹措社会资金，拓宽硕士研究生对外交流渠道；通过学分互认、合作办学

等方式，消除对外交流的障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