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七：会议环境介绍
1.长春市简介

长春，简称“长”，别称“春城”，古称“喜都”、“茶啊冲”、“黄龙
府”，是吉林省省会、副省级市、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城市，是国务院定位的中
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
通枢纽。
长春有着深厚的近代城市底蕴，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 ，是新中国最
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有“东方底特律”和“东方好莱坞”之
称，同时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
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一汽，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客车厂，中科院长春光
机所，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等。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长春，曾是伪满洲国首都，是近代东北亚政治军
事冲突完整历程的集中见证地，具有众多历史古迹、工业遗产和文化遗存。
长春居于中国东北地理中心，分别与吉林省松原市、四平市、吉林市和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接壤。2017 年，长春共辖 7 区 3 县（市），总面积 20565 平
方公里，户籍总人口为 748.9 万人，市区人口 438.3 万人。2016 年 2 月国务
院批复设立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
长春市市区海拔在 250—350 米之间，地势平坦开阔，属于大陆性季风气
候区，地处湿润区向亚干旱区的过渡地带，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干湿适
中的气候特征。
长春的夏季雨量充沛，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也只有 21.9℃，煦风拂面，
花香涌动；冬天平均气温－12℃，银妆素裹，一派壮美的北国风光。有诗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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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长春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冬日无干冷，于是就办
“冰雪节”，使赏雪玩雪的人“有雪趣而无冰冷之苦”；夏日无酷热，于是就
办“消夏节”，使避暑休闲的人“享最佳体感温度之美”。每年夏季来此避
暑，冬天到这里赏雪的游客纷至沓来。
长春享“北国春城”之美誉，绿化率居于亚洲大城市前列，中国四大园林
城市之一；十次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制造 2025”试点城
市；“首批全国城市设计试点城市”；位列《2018 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全
球 50 强、中国 10 强。

2.吉林大学简介
吉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坐落在吉林省长春市。学
校始建于 1946 年，1960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大学，1984 年成为首批建立研究生
院的 22 所大学之一，1995 年首批通过国家教委“211 工程”审批，2001 年被
列入“985 工程”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2004 年被批准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学
校，2017 年入选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000 年，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
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组建新吉林大学。2004 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
学转隶并入。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下设 47 个学院，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
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军事学、艺术学等全
部 13 大学科门类；有本科专业 129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60 个，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48 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 298 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
点 264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42 个；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4 个（覆盖 17
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5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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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学科（领域）的 ESI 排名进入全球前 1%，其中 2 个学科排名进入全球前
1‰。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教师 6657 人，其中教授 2110 人，博士生指导教师
1618 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0 人，双聘院士 48 人，哲学社会科
学资深教授 7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20 人，“万人计划”入
选者 29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8 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
首席专家 5 人，国家“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6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5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专家
3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 59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3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31 人，吉林省“长白山学者”人选 90 人。
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5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 6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6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5 个，其他行业部委重
点实验室 18 个。学校承担了大量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产出了一批产业
化前景好、技术含量高的高新技术成果。
学校已建立起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在校全日制
学生 73072 人，其中博士生 8152 人，硕士生 19245 人，本科生 41899 人，专
科生 1361 人，留学生 2415 人。
学校聚焦名校合作，逐步完善全球网络布局，目前，已经与 39 个国家和
地区的 289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排名世界前 100 的 44
所，前 200 的 63 所。学校与 12 个国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共建了 38 个中
外合作平台。
学校坚持“统筹谋划、规范管理、科学运营”的指导方针，积极深化校办
产业改革。坚持“校企分开，放管结合”，打造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导
向、以“学校-吉大控股-投资企业”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机制。依托学校科技、
人才优势，借助政府、企业等资金支持，创办科技创新型企业，以科技园发展
中心和吉大孵化器为平台，推进学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吉大出版社、吉大致
远、吉大通信等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学校科技园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学校现有 6 个校区 7 个校园，校园占地面积 611 万多平方米，校舍建筑面
积 274 万平方米。学校在珠海市建有珠海校区，占地面积 5000 亩。学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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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各类藏书 757 万册，已被确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
世界银行的藏书馆。经教育部批准建设在我校的 CALIS 东北地区中心为全国七
大中心之一。

学校以“学术立校、人才强校、创新兴校、开放活校、文化荣校”为发展
战略，奋斗目标是：到 2020 年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接近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成为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
要地位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高质量社会服
务、高起点国际交流合作、先进文化引领的重要基地；成为让学生全面发展、
让教职工引以自豪、让社会高度赞誉、让世界广泛认同的大学。到建校 100 周
年时，把吉林大学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吉林大学将努力做到在关心国家命运、服
务国家战略上有所作为，让党和国家满意；在勇担社会责任、满足社会对优质
高等教育不断提高的要求上有所进步，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在坚持以人为
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学校广大师生员工根本利益上有所建树，让广大师生
员工满意。

3.吉林大学图书馆简介
吉林大学图书馆前身为东北行政学院图书馆，1946 年创办于哈尔滨。
1952 年改称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1958 年随校名改称吉林大学图书馆。
2000 年 6 月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
学和长春邮电学院合并组成新吉林大学，原五校图书馆也随之合并。合并后的
图书馆按照学校的整体学科布局、结合原各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将原各校图书馆
重新组建为中心馆、工学馆、医学馆、地学馆和信息学馆。图书馆业务工作和
服务工作统一协调开展，中心图书馆侧重总体业务协调，各专业馆面向不同的
学部、学科开展针对性、个性化服务，各馆间实现通借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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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并入吉林大学，其图书馆重组为农
学馆,2016 年 9 月鼎新馆建成启用,吉林大学图书馆总体上形成了以中心馆为
中心、七个专业馆为辐射延伸的分布式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布局。
吉林大学图书馆的建设目标是将吉林大学图书馆建设成为与学校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大学图书馆，建设成为集知识发现、学习研究、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校园学术文化中心。

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初步构成了由印刷型文献、电子文献、多媒
体等多种载体资源构成的复合馆藏体系。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
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农学、军事学、艺术学十三
大学科门类。
目前馆藏文献总量已达到 671.91 万册，其中纸质图书 574.45 万册，合订
本期刊 97.46 万册；电子图书总量达到 452.63 万册。
数字资源得到迅速发展。图书馆共引进中外文数据库 216 个，其中中文数
据库 89 个，外文数据库 127 个。这些数据库资源包含了国内外二次文献数据
库、电子图书、中外文全文电子期刊以及学位论文，基本覆盖了学校所有学科
范围，其中中外文全文电子期刊已逾 10 万种，基本满足我校教学科研和人才
培养的文献需求。如今图书馆一年新增的数字化信息资源总量已经超过了印刷
型文献的信息总量，数字信息资源总量达到国内同类高校图书馆的水平，基本
上形成了全学科覆盖、载体多元化的复合馆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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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以古籍善本、地方志与谱牒、古文字文献为特
色，这些珍贵文献与亚细亚文库、满铁资料一起构成吉林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
藏。
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特色馆藏建设成果显著，目前馆藏古籍文献 40 万
册，其有古籍善本六千部。特色馆藏的开发与保护得到加强，现有 117 部古籍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40 部古籍入选《吉林省珍贵古籍名录》。

多年来吉林大学图书馆秉持服务第一，读者至上的理念，不断创新服务模
式，拓展服务内容，完善服务细节，努力实现从传统的基于图书馆资源的服务
向基于用户需求的服务转型，从提供用户到馆服务向主动融入到用户之中提供
服务转型，从没有差别的普遍服务向服务到人的个性化服务转型。除提供常规
的书刊借阅服务外，还提供各类电子资源检索、通借通还、馆际互借、文献传
递、咨询解答、科技查新、查收查引、专利服务、学科服务、读者培训、自助
复印、扫描等服务。
吉林大学图书馆现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东北地区中
心、吉林省中心，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项目数字资源中心
与服务中心，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东北区域中心，教育
部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中心书库，教育部化学学科外国教材中心，文化部第
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吉林省高校图工委秘书
处所在馆。
图书馆重视馆际间的学术交流，先后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家学术机
构和图书馆，建有业务联系和文献交换关系。吉林大学图书馆正向着建设成为
信息多元化、服务主导型、开放文明的大学图书馆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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