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  

 

关于面向西部院校试行文献传递免费服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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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 各成员馆： 

为了进一步深化 CASHL 服务，促进 CASHL 服务在西部地区的影响力度，让更

多的西部地区用户受益，经 CASHL 管理中心组织调研，2017 年 CASHL 中心馆馆

长联席会议讨论同意，决定于 2017 年 6 月 18 日开始，面向西部高校成员馆试行

文献传递免费服务。 

具体事宜如下： 

1、 免费服务范围： 

西部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重庆、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西藏、新疆、内蒙古十二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湖北省恩施、湖南省湘西、

吉林省延边州，上述地区 CASHL 高校成员馆的 CASHL 直通车用户可享受免费文献

传递服务。 

截止到 2017 年 6 月，CASHL 西部高校成员馆共有 197 家，具体名单请见附

件。 

2、 免费时间：2017 年 6 月 18 日开始 

3、 免费服务内容： 

1) CASHL 馆藏期刊论文文献传递服务； 

2) CASHL 馆藏图书部分章节传递服务； 

注：不包括图书借阅、大型特藏和代查代检服务。 

 

请 CASHL 西部成员馆积极宣传，让更多的西部用户享受到 CASHL 丰富、优质

的文献资源。请 CASHL 各中心馆做好活动宣传及服务准备，为西部用户提供更高



质量的文献提供服务。 

试行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与 CASHL 管理中心沟通。 

 

特此通知。 

 

 

 

                                  CASHL 管理中心 

                        2017 年 6 月 16 日 

 

 

附件：CASHL 西部高校成员馆名单 
 

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90 家） 

安顺学院图书馆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西南林业大学图书馆 

成都大学图书馆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攀枝花学院图书馆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四川大学图书馆 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 

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图书馆 宜宾学院图书馆 

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 四川行政学院图书馆 云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图书馆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云南大学图书馆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四川警察学院图书馆 云南警官学院图书馆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 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 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川北医学院图书馆 四川民族学院图书馆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大理学院图书馆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图

书馆 

第三军医大学图书馆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云南艺术学院图书馆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四川外语学院图书馆 云南中医学院图书馆 

贵阳学院图书馆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图书馆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图书

馆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图书馆 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图书

馆 

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 

贵州财经学院图书馆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图书

馆 

贵州大学图书馆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铜仁学院图书馆 重庆交通大学图书馆 



院图书馆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

书馆 重庆科技学院图书馆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西藏大学图书馆 重庆理工大学图书馆 

贵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西藏民族学院图书馆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图书信息中心 

红河学院图书馆 西昌学院图书馆 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 

凯里学院图书馆 西华大学图书馆 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 

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昆明学院图书馆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遵义师范学院图书馆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西南大学图书馆 遵义医学院图书馆 

泸州医学院图书馆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六盘水师范学院图书馆 

西北地区（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81 家） 

安康学院图书馆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西安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 宁夏理工学院图书馆 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

书馆 宁夏师范学院图书馆 西北大学图书馆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图书馆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青海大学图书馆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图书馆 青海民族大学图书馆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 青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

馆 

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甘肃政法学院图书馆 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图书馆 

甘肃中医药学院图书馆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西京学院图书馆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西藏民族学院图书馆 

河西学院图书馆 塔里木大学图书馆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

馆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天水师范学院图书馆 新疆财经大学图书馆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新疆大学图书馆 

兰州城市学院图书馆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图书馆 

新疆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阿克苏校区）图书馆 

兰州大学图书馆 武威职业学院图书馆 

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 

兰州工业学院图书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新疆喀什师范学院图书

馆 

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 西安翻译学院图书馆 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

院图书馆 西安工程大学图书馆 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 



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 西安工业大学图书馆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 

兰州商学院图书馆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图

书馆 延安大学图书馆 

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图书

馆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伊犁师范学院图书馆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图书馆 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 榆林学院图书馆 

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 西安理工大学图书馆 

张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西安美术学院图书馆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图书馆 

陇东学院图书馆 西安欧亚学院图书馆 宁夏大学图书馆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

书馆 西安石油大学图书馆 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广西（13 家） 

广西大学图书馆 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 桂林旅游学院图书馆 

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右江民族医学院图书馆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图书

馆 

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 

贺州学院图书馆 河池学院图书馆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内蒙古（10 家）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内蒙古医学院图书馆 包头师范学院图书馆 

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 内蒙古财经学院图书馆 包头医学院图书馆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 赤峰学院图书馆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     

湖南湘西、湖北恩施（2 家） 

吉首大学图书馆 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  

吉林延边（1 家） 

延边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