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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图书馆行业也迎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
期。为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完善图书馆的管理职能,将图书馆的功能得以最大化的呈现,那么
就要把知识管理应用其中。知识管理是图书馆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良好的知识管理质量是提高图书馆
服务水平的有效方式。在图书馆的管理中,对知识管理进行创新,能够确保对图书馆稳定的可持续性发展
进行实现。文章通过分析图书馆管理创新的意义及现状,进而提出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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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从知识应用的角度对知识管理
进行创新
当前,在图书馆的整个知识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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