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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图武汉分馆召开 2011 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2011年11月21日，国科图武汉

分馆本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在

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紧紧围绕“坚

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发扬密

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和“治庸问责”

两个主题，对照群众意见和建议认

真检查，坦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武汉分院党组书记陈平平、

全体馆领导和党委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陈丹主持。 

为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国科图武汉分馆通过召开动员会、座谈会，设

立民主意见箱、征集意见电子信箱，领导主动个别交心谈心等多种形式、多

渠道征集了群众对领导班子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次征求意见和建议过程中，

全馆职工畅所欲言，积极进言献策。同时还召开了治庸问责专题会议，认真

地查找在管理与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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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生活会上，陈丹书记从分馆党团组织建设、十二五规划和核心竞争

力打造、分馆业务发展、人才队伍建设、职工住房、创新文化建设、离退休

职工生活及其他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等八个方面通报了群众意见和建

议，并针对意见提出了整改措施。随后，钟永恒馆长简要回顾了一年来武汉

分馆在战略情报研究服务、学科化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阵地服务及区域发

展服务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尤其是产业技术分析工作在全院文献情报系

统服务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然后，钟永恒、刘德洪、王

卫兵、陈丹、李珑等馆领导和党委委员分别对照会议主题和群众意见，找差

距，摆不足，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治庸问责，查找问题，提出整

改意见；报告了个人廉洁自律、保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武汉分院党组陈平平书记

在听取完整改意见和馆领导个

人汇报后，认为分馆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前期征求意见充分，

会前沟通有效，会上严肃认真，

提出的整改措施明确了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达到了民主生活会的目的。陈书记充分肯定了我所领导班子的

团结协助、廉洁自律和敬业精神，认可武汉分馆过去一年的工作，认为武汉

分馆在情报服务、学科化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表扬了武

汉分馆在区域服务方面的显著成效，认为武汉分馆在服务武船重工、武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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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物产业基地等方面在武汉分院院地合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

相关方的赞赏。陈书记勉励我馆在领导班子建设、服务能力云建设、人才队

伍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围绕出成果、出思想、出人

才，加强武汉分馆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力度、创新

服务模式、发挥思想库作用，紧密联系群众、处理好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建设和谐奋进团结有为的图书馆，为“创新2020”和区域发展做出更大的

成绩。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情报研究工作获李静海副院长批示 

近日，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编写完成的《低阶煤热解利用关键技术知识

产权态势分析报告》获得了李静海副院长和院高技术局刘桂菊副局长的肯定

性批示。李静海副院长在阅读报告后认为，“这份报告很好”，请高技术局

领导和相关专项负责人参阅。刘桂菊副局长也对该报告的下一步工作提出要

求，要结合先导专项，深化研究。 

“低阶煤热解利用关键技术知识产权态势分析”面向先导专项的知识产

权态势分析任务之一。该报告以低阶煤热解利用关键技术为研究对象，在定

性资料调研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利用权威专利数据库，从宏观、中观和微

观三个层面对国内外在褐煤/次烟煤等低阶煤热解领域的整体专利布局和重

点技术进行了分析，客观展现低阶煤热解利用关键技术的专利保护现状，为

先导专项在低阶煤利用技术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提供知识产权战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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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将按照李静海院长和高技术领导的指示，更多地邀请专家参与

到工作中来，不断提高报告的深度和专业性。 

                                            （情报服务部 供稿） 

国科图武汉分馆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根据中科院武汉分院印发的《武汉分院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实施意见》要求，2011年 11月 11日下午，国科图武汉分馆召开在职党支部

党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上，党支部书记江洪、刘毅传达了《武汉分院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的实施意见》有关精神，并指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在新形势下指导和深

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学习贯彻好《决

定》，对于进一步深化分馆创新文化建设，促进“十二五”科技创新和科学

发展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分馆党委陈丹书记要求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领会六中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分

馆在推动分馆“创新 2020”和“一三五”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将全面贯彻《决

定》精神，充分尊重和发挥科研人员的创新自主权，加强制度建设和执行，

规范程序运行与监督，扎实做好支撑服务工作，大力营造潜心致研、团结合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1-10-20/content_4117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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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创新环境和文化氛围，切实把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在实处。要充

分认识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继续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健

全完善分馆创新文化建设工作机制，出成果、出思想、出人才，创新服务模

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设和谐奋进团结有为的图书馆，促进和保障科技创

新，为“创新 2020”和区域发展做出更大的成绩。 

（综合办公室  供稿） 

国科图武汉分馆反腐倡廉工作接受武汉分院考核 

2011年 11月 24日，武汉

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纪检

组长陈平平带领由物数所党

委书记许天全、岩土所副所长

孔令伟、分院纪检监察审计处

处长刘金海及相关工作人员

等组成的反腐倡廉工作考核

检查组来到武汉分馆，对分馆 2010-2011年度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量化考评，

对《廉政准则》贯彻落实情况和图书、电子资源采购等反腐倡廉重点领域进

行了监督检查。考核检查分“听取汇报、检查档案和调查了解”三个阶段进

行。馆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等参加汇

报会议。会议由陈平平书记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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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陈平平书记介绍

检查内容并强调院党组对党

风廉政建设十分重视，并将

其作为对研究所考核一票否

决的指标。随后，分馆副馆

长、纪委书记刘德洪从人员

组织、宣传教育、重点工作、机制建设及工作反思等五个方面向检查组详细

汇报了武汉分馆 2010-2011年度的反腐倡廉工作情况，陈丹书记、钟永恒馆

长、王卫兵副馆长分别向检查组汇报了个人贯彻执行《廉政准则》的情况。

听完汇报后，陈平平书记充分肯定了武汉分馆在廉政教育、制度建设、工作

推进及预警防控等各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希望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深入光谷生物城开展服务 

2011 年 11 月 3 日，国科

图武汉分馆业务处江洪处长带

领服务团队深入光谷生物城开

展咨询和培训工作，武汉国家

生物产业基地办公室相关领导

参加会议。 

会上，武汉分馆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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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光谷生物城人才招聘网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进展，网站运维等工作情况进

行汇报，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耐心解答。并与光谷生物城与会领导讨论明确下

一步光谷生物城在网站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需求。 

近年，武汉分馆针对经济发展对科技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的紧迫形势，

综合利用丰富的信息资源，培养高素质的服务人才，持续创新服务模式，围

绕区域经济发展开展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并开发出一系列特色产品：打造 

“光电信息服务门户”、“生物产业信息平台”等多个科技信息平台；正式

建成 NSTL 东湖服务站，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文

献信息服务；开展与武船重工等大型企业的合作，提供企业竞争情报服务；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自身优势成立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编发系

列产业快报、完成系列产业技术分析报告、初步建设了产业技术分析平台、

支撑了中国科学院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工作、服务武汉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积极承担政府战略研究，服务区域科技决策，编发面向地方

发展决策的《生物产业快报》和《高新技术快报》得到省院领导的肯定，为

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广泛的信息支撑。 

                                                   （业务处 供稿）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再次被评为“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 

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武汉大学图书馆、中

国科教评价网联合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2011—2012）：RC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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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再次被评为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这是该刊继 2009年进入 RCCSE中国权

威学术期刊排行榜（2009－2010）之后，再次被评为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

刊（A+）。 

此次参评的国内学术期刊达6400种，其中被评为权威期刊的仅312种（其

中，湖北省 14 种），占总数的 4.88%。参评的学术期刊被分为 65 个学科，

其中水利工程学科的参评期刊有 70种，《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在这 70种

期刊中排列第 3（在湖北省 6 种水利工程学科期刊中排列第 1）。按照各期

刊的综合评价得分排序，依次分为 A+（权威期刊，即排在最前面的 5%的参

评期刊）、A（核心期刊，占各学科参评期刊总数的 15%）、A-（扩展核心期

刊，占各学科参评期刊总数的 10%）、B+、B 和 C 共 6 个等级。这次学术期

刊评价提供了国内外第一个中国学术期刊的分类分级排行榜，在国内外期刊

评价史上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办于 1992年，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与技术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联合主办。创刊 20 年来，

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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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数据库培训会在武汉分馆举行 

2011年 10月 28日、

11月 1日，由武汉分馆资源

建设团队积极组织的两场社

会、经济数据库培训会在四

楼会议室先后举行，成功邀

请 EPS数据库、欧睿 Global 

market information 

database（GMID，全球市场

信息数据库）、CNKI 统计年鉴（挖掘版）、wind 资讯数据库的数据库商代

表进行培训，吸引了来自武汉分院研究所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生及武汉

分馆职工积极参加。 

在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积极与培训师展开互动交流，围绕数据库内容

的专业性、权威性，数据库学术价值（或学术水平），利用价值和保障作用，

数据库平台的易用性及收费情况展开积极讨论。会后资源建设团队与数据库

商达成了试用的协议，将根据试用情况和用户的需求强度考虑引进，为进一

步加强武汉分馆核心竞争力打造和建立支撑我院科研创新的技术、行业、经

济、社会综合信息集成服务中心提供有利条件。 

                                                                 （信息服务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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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图武汉分馆召开“六五普法”工作动员会 

为了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

推动武汉分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2011年 11月 11日，国科图武

汉分馆组织召开“六五普法”工作动员大会，分馆全体职工参加会议。 

会上，陈丹书记传达了《中共

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

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 年

—2015年）＞的通知》和《中国科

学院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

个五年规划》文件的主要内容，并对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全馆要

提高认识，把普法工作作为一项常规工作来抓，全面推进“六五”普法工作

的开展；二是明确“六五”普法目标，分步骤、按计划实施，确保实现“六

五”普法工作目标；三是结合武汉分馆工作性质，要特别注意知识产权法等

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加大法规的学习宣传贯彻力度，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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