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法律院、校、所图书馆发展纪事

田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分馆 )

1975年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

图资室恢复建制。

1980年

最高法院院务会会议决定, 原人事厅的

图书资料室, 划归办公厅秘书处领导。图书

资料人员划为办公厅秘书处。

1982年

司法部部长邹瑜提出筹建全国政法图书

资料中心, 并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管理。中心

将设在新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 后经

校党委明确提出中心为 两块牌子一套人

马  的框架结构。

1983年

10月, 以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潘汉典

教授为主, 北京政法学院图书馆郭锡龙馆长

为辅组团参加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司法信息

学国家与国际团体第三次国际代表大会, 并

参观考察意国最高法院电子计算机文献处理

中心和罗马大学。

11月, 司法部教育司在西南政法学院

召开部属院校图书馆第一届工作会议, 教育

部高校图书馆图工委代表出席会议, 宣布成

立 司法部部属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  。

协会由司法部教育司主管, 中国政法大学图

书馆为主任馆, 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中央

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为副主任馆。

1984年

司法部部长邹瑜考察意大利最高法院电

子计算机文献处理中心。

5月, 司法部将全国政法图书资料中心

改为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资料中心, 并

成立筹备组。

11月, 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协

作委员会召开第二届工作会议。

首届 !中美法律图书馆员高级培训班∀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料室召开, 全国有十家

核心法律图书馆、室参加。

1985年

北京大学法律系 计算机辅助法律研

究课题组 在全国率先开展法律数据库的

研制工作, 致力于法律检索软件的研发。

1986年

5月北京大学法律系研制的 !计算机辅

助法律研究 ∀ 获得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

成果奖。

6月, 召开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

协作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 会议通过了

!委员会章程 ∀, 决定编辑出版 !政法图书
馆 ∀ 内部期刊, 编辑 !法学图书联合目

录 ∀, 协作会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共同编写 !法学文献检索教材 ∀, 并纳入全

国高校图工委的出版计划。

6月, 中国法学会资料室牵头召开 !法

学情报资料第一次研讨会 ∀ 全国人大法制

委员会资料室、国务院法制局资料室、最高

人民法院资料室、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图

资室参会。

周谷成先生为西北政法学院图书馆题写

馆名。

第二届 !中美法律图书馆员高级培训

班 ∀ 在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资料室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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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受美中法律文化交流中心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资室孙国智赴美进

修。

9月, 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夏登俊老师

授邀参加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第 80届年会。

1987年

中美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法律图书馆分

会 ( CLEEC ) 设立法律图书馆专业访问学

者项目, 资助中国法律图书馆员在美进修一

年, 第一批学者数人赴美。

10月, 第三届 中美法律图书馆馆员

高级培训班  在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召开,

来自国内十家法律图书馆的馆员参加。

10月, 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夏登俊老

师、社科院法学所图资室孙国智老师受邀参

加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第 81届年会。

10月, 北大法律系成功研制 !中国法

制信息系统 ∀, 同时 !中国涉外经济法规查

询系统 ∀ 通过专家鉴定, 并推出了 !经济

合同范本系统 (中英文 ) ∀ 和 !国际经济公

约数据库 (英文 ) ∀。

1988年

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受邀参加在布达佩

斯召开的国际法律图书馆协会第十次大会。

1989年

6月, 在第三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

议上, 国家教育委员会同意把法律学科文献

中心设立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 以司法部

为主, 国家教委提供一定支持。

6月, 由司法部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

员会组织、武汉大学郑友发老师主编的国内

第一部法律文献研究工具书 !法学文献检

索与利用∀ 由武汉大学出版社。

7月, 第四届 中美法律图书馆馆员高

级培训班 在西北政法学院图书馆召开。

10月, 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馆

际协作委员会第四届大会在政法大学图书馆

召开。来自中政大、西南、西北、华东、中

南政法学院,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中央

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和部分省属政法管理

干部学院图书馆代表 27人参会。

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应邀派员参加了在

美国的国际法律图书馆协会。

11月, 司法部部属院校图书馆采访会

议在广东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图书馆召开。

1990年

在司法部教育司和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

协作委员会的努力下, 全国华北、东北、西

南、西北、中南、华东五大行政区策划成立

地方性的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分会, 并设立

了秘书工作制度。至此, 协会拥有全国正式

会员单位 38家。

5月, 成立西北地区法律图书馆馆际协

作分会。

5月, 在重庆召开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

外刊协调会议, 启动外刊协调工作。

6月, 成立华东地区法律图书馆馆际协

作分会。

8月, 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夏登俊老师

参加国际法律图书馆协会在前苏联召开的国

际环保和生态资料开发研讨会。

10月,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国务院法制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等领导机关的大力支持下, 北京大学法制信

息中心正式成立, 成为国内著名的法律信息

研究开发机构。

北大法律系的 !中国法律检索系统 ∀

被列为国家科委重点科技项目, 通过鉴定,

获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我国著名法学家张

友渔先生为 !中国法律检索系统∀ 题词。

1991年

在协会会刊 !政法图书馆 ∀ 中设立

法学研究生论文目录  栏目。

4月, 西北政法学院图书馆王金祥老师

主编的 !法律情报学概论 ∀ 由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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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4月, 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

委员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

图书馆召开。

司法部副部长蔡城为 !政法图书馆 ∀

题写刊名。

启功先生为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题写馆

名。

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被全国高校图工委

评为 研究级馆  。

西北政法学院图书馆参加并主持了

!中图分类法 ∀ 第二版 D9类目的修订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与英国大使馆合作

举办英国法律图书展。

美国杜肯大学法律图书馆馆长刘亦宁访

问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并赠图书, 合作举办

培训班。

中美法律文化交流委员会法律图书馆委

员会主席 K athleen Price教授访问中国政法

大学图书馆, 司法部领导接见, 双方讨论了

合作共享等问题。

10月, 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协

作委员会第六届代表大会在四川政法管理干

部学院图书馆召开, 来自全国的 38位代表

参加了会议, 会议制定 八五规划  , 草拟

九五规划  , 第一次提出了今后开展图书

馆法律学和法律文献信息学的研究规划。

1993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

长、党组书记李岚清为北大法制信息中心研

制的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法律数据库 ∀ 题

词。

5月, 由高潮、刘斌主编的 !中国法制

古籍目录学 ∀ 在北京古籍出版社。

10月, 由傅明华主编的 !法学文献情

报检索基础 ∀ 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

司法部部属院校图书馆协会牵头编辑

!图书馆及有关书刊管理法规汇编 ∀, 由政

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司法部、文化部、文化

部图书馆司领导分别为本书提词。

6月, 由天津警院图书馆王东主编的

!警察科学文献检索∀ 在东北大学出版社。

10月, 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协

会第七次大会在北京中央检察官学院图书馆

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有 38家单位共

63人。

司法部部属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依据

!关于图书情报优秀成果评奖章程 ∀ 的安

排, 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特别奖 26篇

成果, 由司法部法学教育司颁发证书。

北大法制信息中心开发 !中国法律检

索系统 ∀ 4. 0版。

1995年

司法部部属院校图书馆协会会刊 !政

法图书馆 ∀ 改名为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

究 ∀, 司法部部长肖扬、副部长刘扬、文化

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分别为本刊题写刊名。

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开发我国第一家

综合性法律网站 北大法律信息网  

( www. ch inalaw info. com ) , 标志着我国法

律信息化建设在互联网络上已经取得初步成

果, 并向国际水平靠拢。

最高法 ( 1995) 45号文件 关于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用机电设备和物资管理

暂行办法 ∀ 的通知  指出: 图书, 包括机

关图书馆、资料室藏书和重要资料。

1996年

8月, 由王金祥主编的 !法学文献检索

教程∀ 在陕西情报杂志社内部出版。

9月, 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派代表正式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图联大会 ( IFLA )。

9月, 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料室叶元生老

师受美中法律文化交流委员会资助赴美进

修。

10月, 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傅明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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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受美中法律交流中心资助, 赴美国得克萨

斯大学法律图书馆进修。

1997年

4月 8日最高法院办公厅向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解放军军事法院

发出了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和

充实各级人民法院图书资料室工作的通知  

( 1997) 1号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

情况的报告  中指出 各级人民法院应尽

快建立和充实图书资料室, 配备必要的业务

书、工具书和其他图书。这是人民法院必不

可少的一项基本建设。

10月,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正

式挂牌成立。

1998年

6月, 司法部部属院校图书馆协会第八

届协作大会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召开。

6月, 由刘生元主编的 !公安文献检索

概论∀ 在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10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

分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召开成立

大会及第一届年会。

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开发 !中国法

律检索系统 ∀ 浏览器版, 将新产品定名为

北大法宝 。

1999年

5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分

会年第一届年会暨成立大会在北大法学院法

律图书馆召开, 议题为如何加快法学图书馆

的自动化建设。会议特邀美国宾州大学法学

院图书馆馆长 M ichelle J. W hite教授演讲美

国法学院图书馆自动化情况。

7月, 由西南政法图书馆夏登俊译的

!美国法律文献检索∀ 在商务出版社出版。

8月, 张伯元 ! (中国古代 ) 法律文献

学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0月,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在新馆

正式挂牌成立。

12月, 依托北大法学院和北大法制信

息中心, 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致力

于法律信息的深加工服务。

12月, 天津警院图书馆王东主编的

!公安文献检索教程∀ 在警官教育出版社出

版。

2000年

北大法制信息中心推出北大法律英文网

( www. law infoch ina. com ) , !中国法律英

文译本库 ∀ # 在线中英文对照中国法律法

规和判例数据库是中国大陆内容最全、更新

速度最快的网上数据库。

最高法发 ( 2000) 17号印发 !关于加

强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

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要对基层人民法院图书

资料配置工作加强指导和支持。各基层人民

法院都要设立图书资料室, 配齐办案所需业

务图书资料。

2001年

5月, 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馆际协作委

员会 (原司法部属院校图书馆协会 ) 第九

届大会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召开。

6月,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于丽英老

师赴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图书馆进修。

6月, 西北政法学院图书馆王鉅春编

!法律信息的计算机检索原理与操作∀ 在中

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7月, 由广东警管学院图书馆戴勇敢主

编的 !法学文献检索教程 ∀ 在中国检察出

版社出版。

10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

分会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召开第二届年

会, 会议议题: 法律信息工作的共建与共

享。会议通过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

分会章程, 并推举政法大学图书馆戴守义为

理事长。

10月, 北大法学院法律图书馆编辑了

全国高校外文期刊联合目录 (政法类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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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10月, 由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邹育理

主编的 !法学信息资源与文献检索 ∀ 教材

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北大英华公司开展的法律远程教育, 荣

获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北京教学成果

一等奖,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2月, 全国公安院校文献检索课研讨

班、全国公安院校图书馆协作组理事馆会议

在广东警院图书馆召开。参加研讨班和理事

馆会议的有来自全国 20所公安院校图书馆

的馆长和文献检索课的任课老师共 31人。

2002年

1月,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召开 法

律信息建设与图书馆服务  座谈会。北京

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中国政法大学图书

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参考

部、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等单位的 13人出

席。

1月, 由政法大学图书馆戴守义主编

!法学文献信息检索∀ 在政法大学出版社出

版。

2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分

会与国家图书馆参考部合作在国家图书馆召

开 政府信息传播研讨会 国务院法制办

公室信息中心、全国人大法工委资料室、北

大、清华、政法大学图书馆的代表及法学所

的专家学者共 30人参加。

3月,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向国内主

要的法学院图书馆发放 法律图书馆信息

调查表  , 了解法律图书馆发展状况, 并在

此基础上完成 中国法律图书馆发展现状

与展望  的报告, 此项工作得到了中国法

学会的帮助和参与。

4月, 北大法宝 升级换代全面改版,

推出了 3. 0智能版, 首创独创双向超文本

链接技术, 开创法律软件智能时代。

5月, 全国公安院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

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成员大会在北京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召开。有 37个公安院校图书馆

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 !公安院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章程∀、 !公安院校图

书馆发展纲要∀ 等文件。

7月, 在美国 STARR基金的支持下,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举办 法律电子信

息资源获取与利用 暑期培训班。

7月,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召开 法

律图书馆事业发展国际研讨会 。来自美国

和澳大利亚的法律图书馆专家也参加了论

坛, 国内主要的政法院校图书馆的 50余位

图书馆员参加了会议,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

图书馆馆长 K athleen Price教授和墨尔本大

学法律信息中心主任 N icki女士参会发言。

7月, 北大法学院法律图书馆参加编辑

了 !中国法律图书总目∀ ( 1999# 2000) 在

法律出版社出版。

1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

与美国 LEXSNEX IS合作在京召开 法律信

息与图书馆实务研讨会  , 首都法律图书

馆、法律信息界 60余人出席了会议。

2003年

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田

建设老师受德国马普基金会资助, 赴德国马

普研究院国际私法研究所图书馆进修 !法

律信息与图书馆 ∀。

1月, 由广东警院图书馆戴勇敢主编

!公安文献检索 (内部 ) ∀ 在中国公安大学

出版社出版。

4月, 在美国 STARR基金暑期项目的

支持下,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于丽英和美

国纽约大学法律图书馆刘丽君合作编辑的

!漫游虚拟法律图书馆: 在线法律资源研究

指南∀ 一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7月,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于丽英出

席了在南非召开的国际法律图书馆协会 02

年的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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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由李振宇教授主编的 !法律文献

学导论 ∀ 在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10月, 第十届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馆

际协作大会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召开。

10月, 由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主

办的 !中国法律图书馆论坛 ∀ 在互联网上

开通。

11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

分会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召开第三届

年会, 主题为 法律与法律图书馆  。来自
高校、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法律出版业、

法律信息领域的 60余人出席了会议。

2004年

1月, 美国学者科恩 (美 ) 著 !Lega l

Research∀ 英文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2月, 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林燕萍主编

的 !法律文献检索方法、技巧和策略 ∀ 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月, 政法大学图书馆戴勇敢主编的

!法律文献检索∀ 教材在中国公安大学出版
社出版。

8月, 在法律出版社的资助下, 首届

全国法律图书馆文献信息学术研讨会  在

北京召开, 来自全国法律图书馆的 40余位

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商讨了关于成立全国

法律图书馆组织的事宜。

9月, 由李振宇教授编写的 !法律文献

学 ∀ 在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11月,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田建

设老师赴港、澳地区考察香港法律图书馆。

10月, 北大法制信息中心与最高人民

法院出版社研制的 !中国审判法律应用支

持系统 ∀ 荣获第三届 国家电子出版物

奖  。

12月, 全国公安院校图书情报工作委

员会第二届会员会议在北京公安大学图书馆

召开。

2005年

1月, 由李振宇教授编写的 !法律文献

导读∀ 在群众出版社出版。

2月由国家图书馆参考部与北京高校情

报资料研究会法律分会共同主办的 !中国

政府出版物现状与利用座谈会 ∀ 在北京召

开。来自中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法院档案

系统、高校法学院图书馆和社科院法学所的

专家、学者 3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

5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分

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召开 法

律图书馆与信息化建设研讨会 , 特邀美国

华盛顿大学法律图书馆罗伟老师做主题报

告。

9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分

会第四届年会在北京警察学院图书馆召开,

主题为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及

法律信息的开发与利用 。

10月, 全国公安院校 !文献数字化建

设研讨会∀ 在沈阳中国警官学院图书馆召

开。

最高法院办公厅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

强人民法院图书馆 (室 ) 等文化建设的通

知  

10月, 公安文献数字化建设工作会议

在大连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 14所公安院校

图书馆的的 19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2006年

5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分

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举办 !法

律图书馆学术报告会 ∀, 邀请美国密苏里大

学法学院图书馆 D. Ca llister教授介绍美国

法律图书馆的发展情况。

6月, 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和国家图书馆信息中心主办, 北京高校法律

分会协办的 !政府出版物与政府信息传播

利用 ∀ 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 来

自北京地区的 20多家法律图书馆的代表出

席了研讨会。

6月, CNK I法律信息资源建设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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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在清华大学召开, 来自北京地区

的法律图书馆界人士参加了会议。

6月, 北大法律信息网作为唯一法学项

目, 通过教育部 十五  211工程 CERNET

中国教育科研网重点学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 # 重点学科公共服务体系的项目验收。

7月, 由国务院法制办信息中心和北京

高校法律分会牵头召开的 中美政府出版

物座谈会  在法制办信息中心召开, 来自

中央部委、政府公报和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

书馆罗伟老师出席了会议。

7月, 由中国法学会信息中心主持的

法学法律网站建设与发展  座谈会在法学

会召开, 来自法律信息界和北京地区法律图

书馆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提议成立中国

法学法律网合作机制组织。

7月, 最高人民法院图书馆筹备领导小

组成立。

9月, 最高法院图书馆正式成为中国图

书馆学会团体会员。

9月, 法学所图书馆渠涛主编的 !中文

法律文献资源利用指南∀ 由法律出版社出

版。

10月, 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会第十

一届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召开, 全国

40余家法律图书馆、 5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

议。

11月, 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在北大

法学院召开 关注国内法律信息发展与合

作  座谈会。中国法学会信息中心、国务

院法制办信息中心、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和

部分北京高校法律图书馆的代表出席了会

议。

11月, 由美国 LEX ISNEX IS公司和北

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分会联合在北京

法官培训中心召开 !原版法学文献在中国

的引进和利用 ∀ 研讨会, 北京地区 30多家

法律图书馆的代表 50余人参会。

12月, 由刘莉副教授主编的 !法学信

息检索 ∀ 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年

4月中国法学会 !中国法学法律网合作

机制 ∀ 成立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 来

自国内十家核心法律法学网的代表出席了会

议。

5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分

会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联合在清华法

学院图书馆召开 政府信息出版物论坛  

筹备座谈会。

6 月, 全新 研发 并推 出 北大 法

宝  # # # 中国司法案例库, 全面精选收录

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各种刑

事、民事、行政案例 8万余件。

7月,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召

开 !中图分类法第四版法律类目修订工作

研讨会 ∀。

7月, 国家图书馆赵红、程真老师, 清

华大学法学院于丽英老师、北京大学法制信

息中心赵晓海主任一行 8人受邀出席在美国

新奥尔良市召开的 !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

百年大会∀, 程真作为该协会首位来自大陆

的特邀代表在大会分会场做主题报告。

8月, 北大英华与多家法学期刊合作,

全新研发并推出 北大法宝  # # # 法学期

刊数据库。

11月, 北京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

分会第五届学术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隆重召开, 会议主题为 法律信息资源的

整合管理与服务创新  , 香港中文大学法律

图书馆巴励志馆长特邀出席并作主题报告。

12月,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召开

法律信息资源建设座谈会 , 北京地区 20

余家法律图书馆与信息中心的同行参加了会

议。

2008年

3月, 由首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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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和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

!第二届政府出版物与政府信息传播论坛 ∀

在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中心召开, 来自北京地

区 40多家法律图书馆、法制信息中心、政

府部门的代表 80余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主体是: 政府信息公开研讨会。

4月, 由首都高校情报资料研究会法律

分会作为筹备牵头方参加,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与欧盟社会信息化项目在北京召开 !公共
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服务 ∀ 研讨会。

7月,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信息中心一行

三人受邀组团出席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

2008年第 101届大会。

8月, !法律信息资源研究与实务 ∀ 由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浙江大学光华

法学院图书馆何巧灵老师与其同行潜心研究

撰写。

8月, 清华同方公司推出国内最大的中

文法律信息资源总库。

10月, !法律文献检索教程∀ 由清华大
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

馆于丽英与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资

深馆员罗伟老师合作编写的一部力作。

10月,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与首都高校

信息资料研究会法律分会合作召开的 !第
三届政府出版物与政府信息传播论坛 ∀ 在

重庆中国图书馆学会 2008年大会的会分会

场举办, 来自公共图书馆、政府部门、信息

领域及有关科研机关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公共图书馆政府信

息公开资源的服务。

11月, 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

会第十二届年会在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

书馆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 政法院校图

书馆管理及服务创新与资源建设。

11月,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举办

今年第三届所图书馆论坛, 邀请清华大学法

学院图书馆于丽英老师针对国内法律图书馆

在新形势下的挑战与展望做报告, 同时介绍

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近年来的一些经验及

做法。

12月, 为期两天的 !2008亚太法律科

技峰会 ∀ 在北京长富宫饭店召开。

2009年

3月, 由北京高校法律信息分会协助举

办的 !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理论与实务研讨
会 ∀ 在北京西城区公共图书馆召开。来自

政府部门、法律院校、公共图书馆界的代表

参加了会议。

5月, 中国政法大学和美国法律图书馆

协会共同主办的 中美法律图书馆与法律

信息大会 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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