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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学习传达 2012 年院工作会议精神并部署一三五规划

实施工作 

2012 年 3 月 13 日，国家

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召开部

室主任联席会，学习传达中

国科学院 2012 年度工作会议

精神，并研究部署分馆一三

五规划实施工作。会议由钟

永恒馆长主持，分馆党政领

导班子、各部门负责人、中层干部以及科研骨干等参加会议。 

会上，钟永恒馆长传达了中科院 2012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并对白春礼

院长所作的题为《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开创“创新 2020”新局面》工作报

告进行了重点解读。他要求全体职工全面学习贯彻落实院工作会议精神，认

清新形势、新任务，明确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的战略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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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馆一三五规划为抓手，以重大产出为导向，面向科技决策一线、科学研

究一线及国家和区域发展一线，开拓创新，建设有机嵌入科研与决策过程的

新型知识服务体系，建设国内领先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中心，为科技创新

提供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服务。 

随后，各部室和研究单元主任汇报了部门和单元规划设想及保障措施。

分馆领导结合分馆“十二五”发展目标和考核要求，对部门重大成果产出、

核心竞争力、科研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

研究分析和部署。钟馆长指出：1.各部

门要围绕分馆“十二五”战略规划，进

一步凝练发展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修订，打造分馆服务特色和核心竞争

力；2.各部门要以重大产出为导向，围绕重大突破和重点培育方向，分解工

作目标，使各项工作落到实处；3.扎实做好分馆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为分

馆“十二五”战略规划的实现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分馆“十二五”发展目标，并对分馆“一三五”

规划及相应保障措施进行研讨部署。会后，各部门将按照会议要求，认真贯

彻落实院工作会议和本次会议精神，全面部署并积极推进分馆“十二五”发

展规划的实施。 

（综合办公室  供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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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第 3 期 总第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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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分馆部署 2012 年党建工作 

3 月 14 日下午，武汉分馆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部署 2012 年党建工作。会

议由分馆党委书记陈丹主持，分馆各党支部书记及支委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国科图武汉分馆2012年

工作重点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2012 年是党和国家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重要一年，是党的十八大将胜利

召开，国家“十二五”规划全面实施，

中科院“创新 2020”迈入重点跨越新

阶段的关键一年，也是武汉分馆全面推进“一三五”战略启动年。分馆 2012

年的党建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以迎接十八大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为主线，以围

绕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战略使命、保证“一三五”规划顺利实

施，进一步深化创先争优活动、加强党组织建设为重点，为分馆的改革创新

稳定和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陈丹书记强调，分馆 2012 年党建工作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组织“喜

迎十八大”系列活动，为迎接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抓好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二是广泛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创建活动，深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工作，努力提高党员职工思想政治素质；三是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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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强化党的基本理论学习、能力培训和实践锻炼，强

化党性和作风教育，努力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四是深化

创先争优活动成果，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做好“基层

党组织建设年”的各项工作；五是以开展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为抓手，扎

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六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

进创新文化建设，开展好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同时，要求各支部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清醒头脑，鼓足发展干劲，务实高效开展工

作，继续结合创先争优活动，立足本职创先进，履职尽责争优秀，以辉煌的

业绩向党的十八大献礼。各支部将紧密围绕分馆的工作重点，制定好全年工

作计划，以优异成绩迎接党建和文明单位考核，切实加强支部建设，将党支

部建成成为带领全馆员工奋勇前行的战斗堡垒。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深入南京分院开展研究所群组知识平台建设服务                

为了全面推进《研究所群组知识平台的可持续服务能力建设》项目的深

入开展，全面提升科研一线的知识服务能力，国科图武汉分馆党委书记陈丹、

项目组成员李大钧（学科馆员）和王峰（信息技术人员）于 2 月 29 日-3 月

2 日到南京分院，与相关研究所图书馆员、科研人员进行了项目建设交流。

项目成员普遍反馈交流沟通效果很好，中科院集成信息平台（IIP）受到了

科研人员的普遍欢迎，群组知识平台建设进入与科研人员协同建设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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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天文台申请了 5 个 IIP 平台的建设项目，紫金山天文台项目组希

望国科图武汉分馆群组知识平台项目组能到南京以面对面培训方式的现场

交流，增进科研人员对群组知识平台项目了解，推进项目进展和项目团队建

设。3月 1日上午，陈丹、李大钧和王峰到紫金山天文台进行项目培训交流。

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甘为群、图书情报负

责人宋谊、信息化中心主任刘梁和地理湖

泊所图书馆馆长胡建红、天光所图书馆馆

长周文革、古生物所图书馆馆长张小萍和

科研人员等 20 多人参加了这次项目研讨

和培训。甘为群副台长代表紫金山天文台欢迎专家组的到来，相信通过双方

的共同努力，将开创院所协同促进科研工作发展的新局面。陈丹书记首先感

谢了紫金山天文台的领导和科研人员对项目的支持，并介绍了群组平台项目

的意义和进展。李大钧老师针对项目组老师关心的项目团队建设和平台内容

规划与组织做了题为“中科院紫金山群组集

成知识平台可持续服务能力建设”的报告。

王峰则详细介绍了武汉分馆 IIP2.0 平台的

关键技术，使用方法，使用步骤和常见问题，

进行了培训和现场演示，并向参会人员进行

了有关国科图武汉分馆信息系统的调查问卷。项目组成员在会上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大家反馈培训成效很好，对项目的建设很有帮助，会后，李大钧帮

http://www.pmo.ac.cn/�
http://www.pmo.ac.cn/�
http://www.pmo.ac.cn/�
http://www.pmo.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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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课题组协调解决了服务器的问题，王峰为近地天体探测和太阳系天体研究

团组现场进行了平台搭建。目前，紫金山天文台项目组已经安装建设了历算

与天文参考系研究团组、太阳和太阳系等离子体研究团组和近地天体探测和

太阳系天体研究团组 3个学科组知识平台。 

3 月 2日下午，陈丹书记和项目组成

员应天光所邀请，到天光所与科研人员

就 IIP 平台的建设进行交流培训。天光

所张丽萍书记主持了交流研讨会。天光

所相关课题组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共10余

人参加了交流。会上，李大钧老师介绍了群组知识平台项目的背景和意义，

王峰介绍了中科院集成信息平台在全院的应用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现场演示

和使用培训。科研人员对 IIP 的应用、建设等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表现

出很高的参与热情，综合办谢主任表示该所也应该申请群组知识平台项目，

相关课题组负责人在详细咨询了 IIP 平台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后，当即表达了

安装使用平台的意愿。张丽萍书记在总结时指出，群组知识平台建设为科研

工作信息化建设找到了一条好的路径，相信 IIP2.0 平台对科研活动有重要

的促进作用。 

在南京分院期间，陈丹书记和项目组成员还走访了地理湖泊所、土壤所

和古生物所。在地理湖泊所，向该所沈吉书记，信息中心、图书馆负责人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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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研究所群组知识平台的进展情况，并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详细讨论。李大

钧和王峰还应地理湖泊所图书馆胡建红馆长邀请，为地理湖泊所图书馆现场

安装了 IIP 平台系统。在古生物所，陈丹书记拜会了该所王向东副所长，并

与该所图书馆张小萍馆长进行了座谈。王所长肯定了国科图武汉分馆深入研

究所科研一线的知识服务，希望国科图武汉分馆能提供更多更好的知识服务

产品。 

交流培训虽然只有短短的 2天时间，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让科研人员

很好的了解了群组知识平台建设的意义和目标，明确了群组知识平台建设工

作的下一步工作目标，为持续提升科研一线服务能力，确保群组知识平台建

设任务的顺利完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信息技术部、信息服务部  供稿） 

武汉分馆举办“生物信息数据共享座谈会” 

2012年3月27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与武汉东湖高新技术示

范区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共同组织策划的 

“生物信息数据共享座谈会”在光谷生物

城创新园展示中心会议室召开。来自武汉

食品药品检验所、华大基因、人福医药等20余家企业的43位代表参加座谈会。

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武汉分馆馆长钟永恒出席会议。会议由武汉分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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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处处长江洪主持。 

此次座谈会是在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服务团队进驻光谷生物城，

为光谷生物城企业进行更加深入服务的背景下召开的。会上，钟永恒馆长首

先介绍了武汉分馆竞争情报分析、产业技术分析、专题咨询、原文传递及科

技查新与检索等方面的服务。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已经在光电产业、

新材料产业已有较成功的服务经验，此次进驻光谷生物城将在生物医药领域

尽可能贴近企业所需，在领域态势监测、前沿技术研究、产业发展规划、市

场分析、知识产权分析评价、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会

议还就光谷生物城企业的潜在需求，光谷生物城信息中心的重点服务方向、

方式及内容等问题与参会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探讨。 

武汉分馆一直重视服务区域发展工作，特别是随着湖北省经济的发展，

对科技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武汉分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集成丰富的信息

资源，建设高素质的服务团队，围绕区域发展需要提供了系列产品和服务。

武汉分馆重点加强区域发展战略情报和产业竞争情报研究与服务。完成了湖

北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湖北省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武汉生物产业十二五规

划等相关工作。与中国科学院湖北省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共建了“产业

技术分析中心”，开展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分析与服务工作，完成了中国

LED产业技术分析报告、中国新型显示产业技术分析报告、中国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技术分析报告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系列竞争情报报告，得到了院省领

导的好评；编发了《高新技术快报》、《新材料产业快报》、《光电产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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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发送湖北省、市州领导和相关企业，得到了武汉市长阮成发的批示。武

汉分馆积极参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支撑湖北省武汉市区域发展。作为湖北

省科技文献信息共享平台的核心馆，继续做好共享平台的建设与服务工作；

作为东湖开发区科技信息中心，与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共建了生物产业信

息中心，继续完善了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生命科学与生物产业信息服务

平台”；为武汉未来科技城进行了未来科技城信息中心的设计；经过多年的

争取，被批准为“NSTL东湖服务站”；连续五年组织开展的“走进开发区、

服务大产业”行动，走进高科技企业、走进中小企业、走进军工单位开展系

列培训、用户需求调研、信息情报服务，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受到领导和用

户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供稿） 

武汉分馆学习传达院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并部署 2012

年相关工作 

3月 23日，国科图武汉分馆召开2012

年纪监审工作会议，学习贯彻第十七届

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和中国科学院

2012 年度纪监审会议精神，并部署分馆

2012 年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由分馆

纪委书记刘德洪主持，馆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部室主任、党支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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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和纪检审干部等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精神，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关于进一步加强防腐

倡廉建设的重要指示，传达了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李志刚

在全院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和中科院 2012 年度纪检监察审

计工作会议（合肥）精神。大家一致认为，2012 年武汉分馆将深刻认识反腐

倡廉的重要意义，坚定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决心，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

水平，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结合分馆实际，刘德洪指出，2012 年是全面推进实施“一三五”目标的

关键年，分馆纪委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新形势新任务带来的新挑战。武汉分

馆要以“喜迎十八大，再创新佳绩”为主题，全面贯彻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

神和院纪监审工作会议部署；以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和科研项目经费审计为重

要抓手，着力抓好科研经费、图书资源采购及科研道德建设等反腐倡廉重点

领域的预防和监督，积极探索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努力探索并逐步建立符合

科技创新规律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大力促进和推动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

服务；保持和维护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为深入实施“创新 2020”提供更加

有力的保障。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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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召开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3 月 23 日，国科图武汉分馆召开消防

安全工作会议。分馆党委书记陈丹，副馆

长王卫兵、刘德洪，各部门负责人，消防

安全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副馆长王卫兵主

持。会议传达了武汉市《关于进一步加强

安全防火工作的通知》，通报了武汉分馆 2011 年安全保卫工作情况并部署

2012 年相关工作。  

王卫兵副馆长指出，作为武汉市一级防火单位，武汉分馆一贯高度重视

消防安全工作，近年来不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投入，采取了切实

有效的系列措施，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为武汉分馆的快速发展营造了安全

稳定的环境。他强调，水火无情，要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做到警钟长鸣，

防患未然；要加强防火工作领导，全面落实安全防火责任制；要严格内部安

全管理，特别要加强工作用电安全，书库、出租房屋等场所的安全防火管理，

加强安全巡视与检查，定期做好设备维护工作，预防火灾事故发生；要加大

防火自查力度，把一切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及时消灭安全隐患；开

展“四个能力”建设，加强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进一步增强全体职工的消

防安全意识，掌握自防自救的方法，提高防范火灾和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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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积极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阳春三月，草木复苏，神州大地处处春意盎然。3月 14 日，在中国科学

院武汉分院的统一部署下，武汉分馆党委书记陈丹率队来到鄂州市华蓉区庙

岭镇体育局水上运动训练竞赛中心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场面蔚为壮观。分馆职工们个个热情

饱满，干劲十足，抡镐挥锹，挖坑培土，扶苗植绿，覆土压实，精心地栽种

每一颗树苗。每道工序都认真规范，一丝不苟，力求栽一棵、活一棵，栽一

片、绿一片。栽种的树苗屹立在春风中，在明媚的春光中展现勃勃生机。武

汉分馆极响应湖北省委、省政府号召，每年坚持参加由湖北省省直机关组织

的义务植树活动，为湖北省的环保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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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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