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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前参考图书馆

苏州工业园区图
书馆参观访问记

1994年2月26日，中国李岚清副总理和新加坡李光耀资政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在
北京签署了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
来源：苏州工业园区投资指南2007
(索书号：R CR Chinese 338.951136 SUZ）

自1994年以来，李光耀资政几乎每年
都要到苏州，了解园区的进展情况，
提出发展建议。
来源：2004年6月11日《联合早报》

关于苏州新加坡工业园
1994年2月26日，中国李岚
清副总理和新加坡李光耀资
政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在
北京签署了合作开发建设
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同年
5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破
土起动, 目标是在苏州建设
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和园林
化的高科技工业园区。苏州
工业园区项目已成为中新两
国政府间最大的经济技术合
作项目。

作为新中两国政府间最
大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苏
州工业园区的发展一直备受
瞩目。经过14年来的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取得了不平
凡的成就。 2007年，园区
的GDP（国内生产总值）

达168亿新元，是1994年的
70倍。到2008年止，园区已
经吸引了3331家外资公司
落户，其中包括77家世界
500强企业。

2009年即将迎来苏州工
业园区15周年纪念，苏州工
业园区今天的成就凝聚了新
中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心血, 
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新中友
好合作的重要标志。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
位于园区的苏州独墅湖图书
馆是服务于园区，与苏州工
业园区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现
代化图书馆。

该馆以数字图书馆为基
础，集传统文献资源和现
代网络资源为一体，为读

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
现有数字期刊3万余种，科
研论文百万篇，各种文献索
引1000多万条。阅览座位
660多个，计算机网络信息
接点1200多个，为读者提供
怡静写意的阅读和交流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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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8日下午，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李光前参
考图书馆王连美、高小行、
李慧欣一行3人来到苏州工
业园苏州独墅湖图书馆进行
参观交流，受到馆长林蓉女
士以及信息服务中心主任杨
斌等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
三位馆员参观了图书馆阅览
室和信息服务中心等。图书
馆优美的阅读环境、完善的

现状以及参考服务理念等。
高级参考与研究馆员李慧
欣女士也以“数字时代如何
定位参考咨询服务——新加
坡国家图书馆的策略”为
题，介绍了新加坡图书馆
CRNS系统。双方也就新加
坡国家图书馆在中文参考咨
询服务方面的经验与独墅湖
图书馆的馆员进行了交流，
并回答馆员的提问。双方感
觉在数字化时代，两馆在网
络联合参考咨询等方面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此次的访
问和工作交流，将加深双方
的了解，促进新加坡和苏州
两地的文化交流。

Summary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94, the Su-

zhou Industrial Park has evolved into 

the largest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ject between China and Singa-

pore. Next year, the industrial park 

will celebrate its 15th anniversary. 

Three librarians from the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LKCKRL) vis-

ited the Suzhou Dushu Lake Library 

in October this year while enroute 

to a conference in China. The librar-

ians were warmly welcomed by the 

library director Madam Lin Rong and 

her team of librarians to the beauti-

ful library that offers a stunning view 

of the Dushu Lake. The Dushu Lake 

Library mainly supports the residents, 

students and executives at the Dushu 

Lake Higher Education Town and th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ts digital col-

lection makes up the bulk of its col-

lection, containing more than 30,000 

journals and theses.

During their interactions, LKCRL 

librarians also shared the Collabora-

tive Reference Network Services (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L2010 project) 

with the Dushu Lake librarians who 

agreed that there is plenty of room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age.

独墅湖图书馆馆长欢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王连美、高小行、李慧欣一行

座谈现场 - 双方馆员介绍了彼此图书馆的发展及参考咨询服务理念

设施和充满活力与朝气的年
轻团队给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参观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观结束后，大家齐聚
贵宾会议室，进行圆桌座谈
交流。林蓉馆长向来宾们介
绍了独墅湖高教区、图书馆
以及参考咨询服务的相关情
况。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参观
团也介绍本馆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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