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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一三五”规划汇报会 

2011年10月17-18日，武汉分

馆情报研究部召开“十二五”规划

研讨会，会议由武汉分馆情报部

副主任梁慧刚主持，分馆馆长钟

永恒、书记陈丹、副馆长刘德洪、

王卫兵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旨

在进一步凝练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在“十二五”期间各领域的业务发展方向，

在分馆内部达成共识，形成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合理性、考核性的任务目

标。 

武汉分馆先进制造与新材料团队、先进能源团队、生物安全团队，知识

产权团队，标准信息团队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团队的“一三五”发展规

划，张军主任就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部门整体“一三五”规划做了汇报。在

会议中，与会领导和部门同事针对各团队规划中的“一个定位”、“三个重

大突破目标”和“五个重点培育方向”等重要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提出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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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宝贵意见和建议，为各领域团队进一步抓住机遇，快速发展，明确定位，

完善布局，提升能力，形成特色，打造我馆核心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钟永恒馆长在听取了情报部各领域团队和部门整体规划汇报后指出：

“十二五”期间，情报研究服务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未来规划的制

定上，一定要解放思想，力求抓住发展机遇，科学发展，快速发展；要迅速

找准情报研究服务的自身定位，强化工作方法和工作能力，强化自身的核心

竞争力，成为我院科研工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要拓展服务方向，扩大

服务对象，构建面向从国家到地方，从科研到产业的产品体系和服务体系。 

国科图武汉分馆 2010 年度综合统计工作获院表彰 

近日，从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获悉（《关于2010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工

作的通报》<计字〔2011〕168号>），根据2010年度综合统计调查的报表报

送时间和报送质量综合评定，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被授予

“2010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工作《中国科学院科研机构调查表》、《中国科学

院科研课题基本情况表》、《R&D活动情况调查表》和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

报送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是武汉分馆统计工作连续多次被评为武汉市科

技统计工作先进称号后的又一项荣誉。 

综合统计调查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管理工作，时间紧、工作量大、数据质

量要求高。武汉分馆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在院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统筹协调，

各职能部门、各具体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及时高质完成综合统计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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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的综合统计数据积累为国家、中科院和总分馆宏观调控和科学决

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钟永恒馆长出席第二届全国图书馆个性化知识服务研

究与实践学术会议 

9 月 26-28 日，武汉分馆钟永恒馆长应邀出席了在太原举行的“图书馆

个性化知识服务研究与实践”学术会议，并做主题发言。 

   本次会议是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中国图书馆学会用户

研究与服务专业委员会、山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等共同主办的，

约 120 位来自全国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的图书情报界

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个性化知识服务中的技术发展展开讨论。 

钟永恒在会议上以“走向个性化知识服务”为题，介绍了国家科学图书

馆学科化服务的实践，多年来国科图围绕图书馆个性化知识服务，不断创新

学科化服务模式，拓展学科化服务内涵，学科化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

回顾国科图学科化服务艰辛探索的历程的同时，探讨了“十二五”期间学科

化服务的发展目标、建设任务、保障机制和措施。 

（业务处  供稿） 

中科院温州生物材料与工程研究所学科规划交流会顺利召开 

2011 年 10 月 25 号，中国科学院温州生物材料与工程研究所学科规划交

流会在国科图武汉分馆顺利召开。会议由钟永恒馆长主持，刘德洪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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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处江洪处长及武汉分馆“中科院温州生材所学科发展战略规划项目组”

全体成员，以及专门莅临武汉分馆的中科院温州生材研究所倪浩明所长、陈

浩院长参加了交流会议。 

会议首先由项目组长钟永恒馆长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钟馆长感谢温州

生材所的信任和支持，让武汉分

馆承担其规划工作，武汉分馆高

度重视本项规划工作，认为是一

种责任和使命，自项目开始以来，

组织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情报研

究部、学科馆员的骨干力量参与

规划调研工作，已完成并提交了学科规划调研报告。本次交流会就是在之前

提交报告基础上进行交流研讨，以备进一步完善调研推动规划工作。接着，

倪浩明所长介绍了温州生材所的筹备计划及筹备最新进展情况。随后由负责

本次项目主要工作的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团队成员逐一向汇报了项目进展情

况，报告包括生物材料与工程、创新医药、转化医学、医疗器械、海洋生物

技术、海洋工程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规划工作，每个领域学科规划调研报告包

括各学科领域的发展历史及现状、细分研究领域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展环

境和趋势、市场容量以及建所规划等内容。倪浩明所长和陈浩院长在认真听

取了项目组的工作汇报后充分肯定了武汉分馆项目团队的工作成效，认为项

目组做了大量工作，很好地完成了前期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调研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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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丰富、资料齐全、分析合理，为规划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就当前项目

中遇到的问题与武汉分馆领导及项目组成员展开深入交流，陈浩院长希望项

目组围绕温州的区域特点尽量挖掘学科优势领域以备错位发展，倪浩明所长

也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和要求，并力邀武汉分馆领导及项目组于 11

月中旬前往温州就研究所规划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产业分析中心 供稿） 

武汉分馆 NSTL 东湖服务站荣获“推介 NSTL 服务工作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 

2011 年 10 月 15 日，国家科技

图书文献中心（NSTL）全国两站（镜

像站、服务站）工作交流会在兰州

召开，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代表

科技部对从全国 41 个“两站”中

评选出的10个先进单位和12名先

进个人进行表彰。国科图武汉分馆 NSTL 东湖高新区服务站被授予“推介 NSTL

服务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邓兵同志被授予“先进个人”荣誉称号。NSTL

东湖服务站依托国科图武汉分馆于 2010 年 7 月正式上线服务，定位于服务

区域发展、服务高新技术发展及服务新兴产业发展。武汉分馆领导非常重视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武汉东湖高新区服务站的建设和运维工作，在各方面

都给予大力支持。在服务站上线服务一年的时间内，武汉分馆创新性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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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L 的信息资源与分馆现有的服务模式进行有效整合，结合区域服务工作开

展相关服务，形成了集信息平台建设、服务企业、引领示范和持续发展为一

体的综合信息服务模式，探索了面向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和市场、

面向产业价值链整体服务的信息服务，服务范围不断拓展，服务数量和质量

不断提升，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规划和建设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服务支撑，得到了企业和用户的一致好评。 

武汉分馆长期致力于服务高新技术园区，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服务，连续多年组织开展的 NSTL 走进光谷的宣传活动，

受到企业的科研人员的欢迎，得到了开发区政府、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

的充分肯定和认可。通过近几年的服务探索和实践，在 NSTL 框架下，武汉

分馆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务高新区、服务企业的服务体系，高质高效支

撑区域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 

（业务处  供稿） 

武汉分馆科技宣传活动获湖北省表彰 

日前，从湖北省科技厅科技活动周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为鼓励先进，

更加广泛地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宣传普及活动，进一步营

造湖北省科技自主创新的氛围，促进湖北省经济发展和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

湖北科技活动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 2011 年湖北省科技活动周先进集体进行

表彰。国科图武汉分馆被授予 “2011 年科技活动周优秀活动奖”。 

2011 年武汉分馆科技活动周紧紧围绕“普及科技知识  提升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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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跨越发展”的主题，由业务处牵头，组织精兵强将开展科普宣传和服务，

分馆领导更是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开展了包括参与省直科技惠民日活动、开

展信息素养培训讲座、举行科普展览进社区活动、开放科普教育基地和开辟

网络科普专栏等一系列活动，真正起到了用科技惠及民生、用服务温暖民心

的良好效果，树立了国科图武汉分馆服务科研、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赢得

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武汉分馆始终将科学文化传播作为己任，结合分馆学科特色、地域特色，

结合国家科学图书馆发展规划，以科技活动周、科普展览、科普讲座及开放

科普网站等各种形式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履行国家科学图书馆科学文化传播

的职能，努力将分馆的科学文化传播工作打造成为和谐社会、知识城市建设

中的科学文化中心。 

（综合办公室 供稿） 

 

 

 

 

 

 

 

 

 

 

 

 

◆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湖北省科学图书馆 

◆ 中国科技网武汉网管中心◆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文献信息中心 

【信息服务部027-87198187】【情报研究部027-87199180】【信息技术部027-87199182】【业务处027-87198533】 

【查新中心 027-87197719】【学科化服务组 027-87197630】【《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027-87198181】【综合办公室 027-87199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