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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院各研究所学习贯彻落实院第六次文献情报工作会议精神 

为了学习贯彻落实中国

科学院第六次文献情报工作

会议精神，推动武汉分院各研

究所文献情报服务工作的全

面转型，发挥文献情报工作对

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2011

年12月23日“武汉分院各研究所学习落实院文献情报工作精神讨论会” 在

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召开。武汉分院各研究所文献情报工作主管所领导、

研究所图书馆和信息服务人员，武汉分馆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武汉病毒所

副所长杨荣阁、科技处李丽萍，武汉岩土力学所副所长孔令伟、文献情报人

员张晓丽，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所长助理喻明、信息中心主管胡薇，植物

院信息中心主任杨中清、图书馆长黄德四，测地所办公室主任张小青、信息

中心主任赵洪、图书馆员梁云，水工程生态所信息中心主任张俊友， 武汉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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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馆馆长钟永恒，党委书记陈丹，副馆长刘德洪及全体学科馆员参加了本次

会议。武汉分馆刘德洪副馆长主持此次会议。 

会上，武汉分馆钟永恒馆长做了题为“学习贯彻中国科学院第六次文献

情报工作会议精神，实现研究所文献情报服务工作全面转型”的报告。钟馆

长就院文献情报工作会议的概

况、主要精神进行了细致的介

绍：会议总结了实施知识创新

工程以来全院文献情报工作取

得的巨大成绩，分析了文献情

报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部

署了全院文献情报系统在“创新2020”中的重点发展任务，并表彰了在文献

情报创新服务中成绩突出的50个优秀团队和54名优秀个人。会议还讨论《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条例》修订稿、《中国科学院科技文献资源保障规范》、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专业技术岗位任职能力认证方案》以及《中国科学院

一线文献情报服务水平评价与监测办法》。钟馆长就对如何促进武汉分院各

研究所的文献情报服务工作的转型，加强院所协同的知识服务能力建设和研

究所文献情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建议，那就是各所都

要围绕全面转型、知识服务、保障能力三个方面全面学习落实会议精神。武

汉分馆信息服务部主任吴跃伟做了“积极推进面向科研一线的知识服务——

2011年武汉分馆信息服务工作汇报”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武汉分馆学科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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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在夯实基础服务、开展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推进知识服务、开拓创

新服务以及院所协同保障科研创新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取得的成

绩，并结合院文献情报工作会议和武汉分馆“一三五规划”提出了今后的工

作设想。 

武汉分院各研究所主

管领导和文献情报工作人

员在听取了钟永恒馆长和

吴跃伟主任的报告后，结合

自己研究所的实际情况，就

如何更好地在本研究所贯

彻落实本次院文献情报工

作会议精神、加强本所文献情报服务工作的能力建设，实现全面转型和知识

服务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各研究所参会人员表示，钟馆长的报告加

深了他们对院文献情报工作会议精神的理解，加深了对文献情报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同时对学科馆员2011年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经过热烈的讨论，武

汉分馆与研究所领导及文献情报工作人员就今后进一步加强院所协同工作、

加快武汉分院研究所文献情报工作转型达成了广泛共识。病毒所杨荣阁副所

长指出，作为所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切感受到文献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将按照

会议要求，积极创造条件推动研究所文献情报工作的发展，同时感谢国科图

学科馆员对研究所知识创新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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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武汉分馆党委书记陈丹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总结。陈丹书记首先对

各研究所的领导及文献情报工作人员多年来对学科化服务工作的支持表示

了感谢，并指出本次院文献情报工作会议给我院包括武汉分馆及武汉分院各

研究所下一步的文献情报工作指明了方向，必将促进研究所文献情报工作在

十二五及创新2020期间的转型发展，进一步提升文献情报工作对研究所科研

创新的支撑作用。对于此次讨论会上研究所对学科馆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和

新需求，陈丹书记和钟永恒馆长表示，将尽快采取有效的措施，调动各方面

的力量去尽快落实和解决。 

                                              （综合办公室  供稿） 

国科图武汉分馆在职党支部换届选举大会召开 

经国科图武汉分馆党委批准，武汉分馆在职党支部换届选举大会于2011

年12月7日召开，分馆全体在职党员参加各自支部选举大会。选举工作严格

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选

举程序进行。 

会上，党支部书记代表支委

会做工作总结，分别汇报了党支

部在武汉分馆党委的领导下，在

思想建设、理论学习、组织建设、

活动开展等各个方面都取得的

成果。两个党支部多次荣获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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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武汉分馆先进党支部，不少党员被评为武汉院和武汉分馆的优秀党员，

其中，第二党支部钟永恒同志被评为湖北省直工委优秀共产党员，第一党支

部江洪同志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几年来，武汉分馆两个在职党

支部真正起到了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优秀党员同志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

全体与会党员一致通过支委会述职报告。陈丹书记宣读经武汉分馆党委讨论

通过的支部成员调整建议名单。大会鼓掌通过。 

随后，两个党支部按照武汉分馆党支部换届选举程序和实施方案推举候

选人，报党委批准。分馆党委会讨论确定正式候选人后，支部通过差额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党支部委员会。

各支部分别召开新一届党支

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额

选举产生党支部书记并讨论

成员分工。选举程序井然有

序，整个选举过程体现出公

开、公正、公平、自愿的原则，充分尊重党员的意愿。新一届党支部委员会

将在武汉分馆党委的正式批复后开始履行职能。 

选举结束后，分馆党委书记陈丹、副馆长王卫兵召集新一届党支部委员

会开会，希望新一届党支部委员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学习，加强团结，加强自律，自觉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武汉分馆创新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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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图武汉分馆建设共享平台助力区域发展 

2011 年 12 月 17 日，湖北省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组织召开 2011年度理

事会会议，武汉分馆钟永恒馆长继续当选为湖北省科技信息共享平台第二届

理事。 

作为科技大省和工农业

重要生产基地，湖北科技信

息资源丰富，但布局很不平

衡。武汉地区的高校、科研

机构占到了全省文献资源收

藏量的 80%以上，国科图武汉

分馆就是信息富集的机构之一。而全省的其他地区和机构的科技文献信息却

十分匮乏，面对地区间、企业间、在科研资源占用上的差距和“数字鸿沟”，

国科图武汉分馆积极行动起来，与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武汉大学图书馆、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共同承担了湖北省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该平

台是省委省政府确定重点建设的四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之一，也是湖北省

“十一五”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重大项目。它利用现代技术，集成共享资源，

搭建面向全社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科技信息平台，为分布在省内各地的广

大用户提供信息服务，不仅有助于整合资源，打破湖北省“东中西部”、城

乡之间的空间制约，也有利于减少不同机构间的资源差距，实现科技资源共

享；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知识信息服务能力，促进地区科技经济均衡发展。 



 

 

 

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国国家家科科学学图图书书馆馆武武汉汉分分馆馆  

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武武汉汉文文献献情情报报中中心心   

湖湖    北北    省省    科科    学学    图图    书书    馆馆  
简简报报  

2011 年 第 12 期 总第 213 期             主  办：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综合办公室   主编：刘志刚 编辑：裴攀 

几年来，国科图武汉分馆作为共享平台的核心单位积极开展信息服务，

创新性地将湖北省信息共享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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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用户

的一致好评。 

理事会上钟永恒馆长表示：武汉分馆将进一步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建

设和服务工作，并且有信心、有决心使该项公益性科技服务工作进一步提升

质量水平和社会影响。 

                                                           （业务处  供稿） 

 

中广核咸宁核电公司访问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 

2011 年 12 月 1 日，中广核咸宁核电公司规划合同部等四个部门代表一

行五人来到武汉分馆交流产业情报研究工作，以期完善公司情报系统建设，

为集团战略决策提出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交流会上，张军主任对情报研究部的的基本情况、产品体系、战略规划

研究、领域态势分析、技术路线研究、产业技术分析、情报监测系统等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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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介绍。陈伟现场演示了能源科技动态监测系统的功能和特点。中广核

咸宁核电公司徐德杰先生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及建设公司 AP1000 竞争情报

系统的设想。张军主任根据对方需求，从情报收集方法、情报组织建立、信

息源获取、软件系统利用、产品设计等方面对 AP1000 竞争情报系统的建设

提出建议，同时建议建设一个相对完善的情报研究组织及相应的资源保障体

系。通过此次交流会，双方都表示收获颇丰，并希望今后加强交流，共商合

作事宜。 

（情报研究部  供稿） 

 

新疆图书馆界同行前来我馆参观交流 

12 月 14 日下午，新疆图书馆同行一行二十人前往我馆参观交流学习，

业务处处长江洪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朋友。并向各他们展示了国家科学

图书馆武汉分馆的主要业务、人才结构、战略发展方向等情况；还根据他们

的需求，详细介绍了全文传递和馆际互借、学科化服务的服务内容和具体服

务流程，引起在座各位浓厚的

兴趣。他们纷纷表示，要借鉴

国科图武汉分馆的丰富经验，

对新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

行探索和创新。江处长还带领

大家参观了分馆研究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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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室、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情报研究部等部门。 

此次前来参观的同行来自于新疆各地的公共图书馆，承担着向各族人民

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重任，对新疆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国家科

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不仅大力推动特色业务建设，投身于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经

济建设，还注重加强与国内外图书馆同行的交流合作，学习和推广先进的管

理理念，促进国内图书馆业的进一步发展。 

（业务处 供稿） 

 

武汉分馆第一党支部组织参观武汉大学图书馆新馆 

2011 年 12 月 9 日，国科图武

汉分馆第一党支部组织分馆中层

干部和党员 30余人到武汉大学图

书馆新馆参观交流。武汉大学图

书馆以其历史悠久、藏书丰富、

建筑宏伟、环境幽雅而闻名全国。

国科图武汉分馆作为湖北省科学图书馆，是中南地区最大的科技图书馆和技

术力量雄厚的信息中心，与武汉大学图书馆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交流关系。 

广大党员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馆员的带领下，参加了新馆综合服务区、文

科服务区、理科服务区和内部服务区。大厅里的智慧树，书架上的点点绿意，

咨询台上的张张指引图，专门开辟的学术讨论区、设备一流的小型放映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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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数千台笔记本电脑同时使

用的插座配备，无处不展示的该

馆于细节处体现出的知识殿堂

的魅力。虽然才开放几天，馆内

座无虚席的武大学子们已经用

行动表达了他们对新馆的欢迎

和认可。 

通过参观学习，武汉分馆党员同志们对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有了更深

一步的理解与认识。党员同志们纷纷表示，要利用机会认真学习优秀图书馆

的先进管理与服务理念，加强业务学习与交流，结合武汉分馆“一三五”战

略规划，进一步提炼重点突破和重点培育方向，提升分馆的服务创新能力，

为武汉分馆“十二五”的发展奠定坚实良好的基础。 

（综合办公室  供稿） 

 

寻伟人故里 发扬光荣传统——武汉分馆第二党支部韶山红色

之旅 

2011 年 12 月 16 日至 17 日，为学

习和继承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深

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历

程和丰功伟绩，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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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修养，武汉分馆第二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赴湖南毛主席故

里韶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到达长沙后，大家首先前往潇湘八景之一的“江天暮雪”的橘子洲头进

行参观。橘子洲位于长沙市区西湘江中，形如长带，因多桔得名。橘子洲竖

立了一块青年时期毛泽东雕塑，青年毛泽东头像，雄伟地屹立于橘子洲头，

远眺湘江，风采无可比拟，突

出表现了毛泽东同志胸怀大志、

风华正茂的形象。1925年，毛

泽东在橘子洲头上写下了《沁

园春•长沙》的词，“恰同学少

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

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些豪迈词句至今仍激

励着年轻一代奋发向上，锐意进取。 

17 日上午，分馆党员前往花明楼参观刘少奇同志故居和纪念馆。刘少奇

纪念馆一片青翠，庄严幽静。纪念馆共有八个展室，按少奇同志生平分为四

个专题进行陈列，馆内陈列着丰富的图片、资料和实物，从不同角度展示着

少奇同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镜头和珍贵文物。在静谧的展

厅内，党员同志们从图片中了解到刘少奇同志从工人运动、白区工作到缔造

新中国、发展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时期所做的

独特贡献、在扩大新四军、党的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卓越功绩和这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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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巨人的朴素情怀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随后，我们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这座自开始建造即被披上神奇色彩的

铜像在苍柏鲜花的映衬下更显得

高大、伟岸。毛泽东身穿中山装，

手执文稿，目光炯炯，面带微笑，

正视前方，巍然挺立，成功再现

了领袖毛泽东主席开国大典时的

风采。铜像的褐红色大理石基座

上，镌刻着江泽民同志题写的“毛泽东同志”五个锱金大字。我们忘却一路

行程的疲惫，怀着对革命领袖的崇敬、缅怀之情，肃然列队三鞠躬。 

最后，大家前往毛泽东诞生之地上屋场参观。这里曾是主席一家生活的

地方，它是一栋坐南朝北、土木结构的典型南方农舍，门依荷花塘和南岸塘，

背依青山，成凹字型结构，是按 1918 年的原状恢复的。这个时候是毛泽东

家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当时家里拥有这 13间半瓦房和 22 亩田土。但是身

为毛家长子的毛泽东并未继承父业，而是走出韶山，登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

台，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走进

故居，里面的摆设一切依旧。主席少年生活痕迹历历在目。横屋里摆放着的

方桌、板凳；卧室里的方形架子木床、青色大布蚊帐；天井边房中陈列的农

具、水车、蓑衣、风车，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褪尽了它们原有的色彩，

一切都显得朴实而清幽。臵身于毛泽东同志的故居里，留心观看着每一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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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毛泽东同志生活、学习、劳作的文物，体会到一代伟人成长的足迹，我们

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因此，人们又把毛泽东故居誉为“红

太阳升起的地方”，革命的“圣地”。然后，我们又参观了韶乐宫，看了一段

关于主席铜像的实况录像，重温了毛主席及其家人的革命事迹。 

红色之旅主题党日活动虽然只有短短 2 天，却使分馆党员深受了一次丰

富而活泼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此次活动，党员同志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

己肩负的责任，时刻牢记党员义务，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科学发展

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努力提高自己

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争创一流的工作业绩。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欢颜辞旧岁 跑步迎新春——武汉分馆举行迎春长跑活动 

12 月 27 日，国科图

武汉分馆迎春长跑活动

举行。武汉分馆迎春长跑

是一项深受广大职工喜

爱的辞旧迎新活动，得到

了广大在职与离退休职

工的积极响应。长跑队伍

中，有老当益壮、精神矍铄的离退休职工，他们相互问候、共叙友情、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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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有激情四射，活力无限的中青年职工，他们健步如飞、你追我赶、意

气风发。此项活动已经成为武汉分馆的一项传统，各位新老职工也借此机会

互致新年问候。通过组织迎春长跑，向大家传达了齐心协力、努力工作、积

极生活的良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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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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