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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情报研究服务院材料领域先导专项论证 

2012 年 4 月 26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馆长钟永恒、先进制造与

新材料情报研究团队负责人万勇博士应院高技术局材料化工处邀请，参加了

在北京举行的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面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材料

科学技术”交流讨论会，服务材料先导专项论证。会议由中科院施尔畏副院

长主持，高技术局王越超副局长、于英杰副局长，材料化工处、院材料领域

相关研究所（校）的领导和科研骨干，以及专项编写工作组成员共 5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施院长就中科院先导专项工作进展做了简要介绍，深入分析了院材料先

导专项工作的进展、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领域的现状以及有待解决的科学

问题和挑战等，并强调材料先导专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研究所进一步

加强联合，齐心协力做好材料专项这件大事。于英杰副局长做了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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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先导专项的立项依据、定位与目标、研究重点与发展路线图、关键科

学技术问题、与国家计划的关系、已有基础、组织管理等方面，详细介绍了

材料先导专项的工作情况。参会人员对施院长的讲话和于局长的报告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在施院长和高技术局的精心组织下，材料先导专项编

写工作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材料专项申报报告已经比较完备，基本

具备申报条件。同时，参会人员也对申报报告文本稿、PPT 格式需要完善之

处、需要突出的亮点和特色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钟永恒馆长代表武汉分

馆对申报报告的完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施尔畏院长感谢武汉分馆的情报服

务，并特别感谢武汉分馆之前完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材料分析报告”对于

材料专项申报报告的情报支撑作用。 

交流讨论会后，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先进制造与新材料团队的万勇博士

参加了材料化工处组织的材料先导专项推进小组工作会议。会上，施尔畏副

院长和曹红梅处长就下一阶段的工作做了具体、详尽的部署。 

（情报研究部  供稿） 

武汉分馆学科馆员参加“精密测量物理”研讨会 

  5 月 14 -15 日，学科馆员李印结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

“精密测量物理”研讨会。会议就精密测量物理的科学内涵、精密测量物理

的发展趋势和精密测量物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精密测量相关的基本物理问

题和技术方法开展研讨。来自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高校、部队、中国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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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及海外华人学者的近百名从事精密测量物理的院士、专家参加了会议。 

作为国家基金委主任基金“精密测

量物理学科调研”的项目组成员，武汉

分馆学科馆员李印结针对前期开展的

工作做了《精密测量的文献初步调研》

的报告，从发文量的年度变化，研究主

题的年度变化，重点国家、机构发文量对比分析等各方面汇报了精密测量物

理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重点、前沿，受到参会者的热切关注，这也是武

汉分馆学科馆员深入课题组开展知识服务的重要体现。 

       （学科化服务组  供稿） 

武汉分馆创新到所项目中期评审工作顺利完成 

5 月 18 日，武汉分馆在四楼会议室召

开国科图 2011 年创新到所项目中期检查

评审会，相关研究所的项目负责人分别在

武汉、广州、长沙参加评审会，评审小组

由钟永恒馆长、刘德洪副馆长等 8位专家

组成，武汉分馆全体学科馆员出席会议。会议由信息服务部吴跃伟主任主持。 

会上，钟馆长就创新到所项目目的、意义进行了阐述，他表示国科图创

新到所项目是提升院所协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学科化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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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对本次评审会的汇报要求和项目分类给予了说

明。参加这次评审的项目共有 8项：针对研究所和学科开展竞争力分析项目

3 项；针对学科或技术领域发展态势分析 4 项；针对学科组平台建设的项目

1 项。各项目责任人就项目进展情况，包括项目主要目标、已经开展的研究

内容、开展研究的方法和实施路线、项目管理机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

的工作思路进行了汇报。评审组专家们认真听取了每个项目的汇报，对每个

项目进行了点评，并在评审结束后提出了书面评审意见，为项目下一步顺利

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多元化的研究项目为加强院所协同，“嵌入科研，

服务一线”知识化服务能力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学科化服务组  供稿） 

武汉分馆 CCS 情报专家深度参与中澳二氧化碳地质封存项目 

2012 年 4 月 17-18 日，“中澳二氧化碳地质封存项目（CAGS）”结题技术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澳双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的 60

余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武汉分馆CCS情报专家李桂菊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结题研讨会主要有四个主题：CAGS 一期项目研究成果介绍；CCS 国

际合作交流；国内外主要的 CCS 示范工程进展；CAGS 项目二期合作构想与展

望。其中，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在 CAGS 框架下撰写的《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报告在会上正式发布，专家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能

够提高全社会对 CCS 技术的了解和认识，为我国未来 CCS 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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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准备。 

目前，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已经在 CCS 领域形成了扎实的数据积累，参

与了我国 CCS 技术发展路线图研究、CCS 选址指南以及 CCS 词典的编撰，并

正在部署 CCS 领域信息集成平台、CCS 技术产业链以及 CCS 知识产权分析等

方面的工作。 

（情报研究部  供稿） 

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调研新能源汽车发展状况 

5 月 17 日，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新材料与先进制造团队与能源团队组成

联合调研组，深入武汉经济开发区，了解湖北汽车产业发展状况。同时借第

十届华中国际车展召开之际，现场考察国内外各主要汽车厂商新能源汽车技

术的最新发展动向。  

在考察过程中，调研组成员分别就纯电动车、油电混合动力车、LNG 汽

车等新能源车型，从动力单元、电池技术、结构材料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了解，

并与日产、丰田、奇瑞、比亚迪等厂商就其新能源车型的未来发展构想作了

深入交流。调研组认为，国际汽车巨头目前正在加快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发

投入，并不断推出多种概念车型，加快产业化，并通过在华合资企业，试图

抢占中国市场。而国内由于研发投入相对较弱，产业核心技术缺乏，厂家各

自为战，不能形成合力，前景不容乐观。 

（情报研究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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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专家在宜昌开展学术讲座 

5 月 29 日上午，作为湖北省图书馆

学会专家巡回讲座的重要一站，武汉分

馆业务处处长江洪研究员受邀在宜昌

市图书馆声像厅做了题为《国外图书馆

最新战略规划研究》学术讲座。本次讲

座由湖北省图书馆学会主办，宜昌市图书馆学会承办，来自宜昌、荆州、荆

门等地的两百多名图书馆工作者参会。 

江洪研究员结合自身多年从事图书馆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实践工作经

验，以国内权威图书馆情报机构的最新战略规划文本为依据，从宏观微观层

面深入分析、总结了战略规划的新动态与新特色，为到会的“宜荆荆图书馆

联盟”成员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整个讲座分为战略规划与图书馆、国外图

书馆战略规划体例分析、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研究、大英图书馆 2011-2015

战略、建议与总结等五个部分。近两个小时的讲座效果良好，与会人员纷纷

表示江洪研究员为宜昌、荆州、荆门的图书馆工作者带来了丰富的图书馆业

界信息，感到受益匪浅，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学习研讨图书馆业务工作，

以提升图书馆的整体服务和发展水平。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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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文献传递服务月”活动收效显著 

国科图总分馆四月份联合开展的文献申请服务月活动，受到院内外用户

的欢迎，服务效果良好。一个月间，武汉分馆共处理文献申请数 1171 条，

同比增长 123% ，这一喜人成绩在 5月 16 日北京召开的 2012 年 CSDL 工作年

会上得到表扬。在这一效应的带动下，武汉分馆 1-4 月共计处理文献申请数

3127 条，同比增长 63.4% 。用户的认可是对我们文献信息服务工作的最大

激励，针对下半年工作中的新任务，我们将积极谋划认真开展服务宣传和第

三方资源的挖掘，充分利用 CSDL 服务平台激活馆藏资源，让文献传递服务

成为科研工作者的好帮手。 

                                               (信息服务部 供稿) 

 

科技不再遥远  生活与科技同在 

——2012 年湖北省科技活动周纪实 

5 月 19 日，由湖北省科技厅、省委宣

传部、省科协共同组织的湖北省科技周

在水果湖步行街拉开帷幕，此次活动周

共有约 100 多家省直单位、科研院所、

高校、社会团体和企业参与。作为湖北

省科普教育基地，武汉分馆积极参与。为做好本次科技周活动，充分发挥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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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期 总第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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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的科普优势，分馆业务处精心安排，组织科普志愿者做好准备工作，为科

研人员、研究生、普通市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惠民服务日——走进您身边 

5 月 19 日由钟永恒馆长带队的科普团

体来到水果湖步行街参加“省直机关惠民

服务日”活动。为确保此次活动的顺利开

展，业务处设计了多种精美的科普宣传

单、宣传手册、宣传小礼品等向市民发放，

以广泛宣传科普知识，提高科普素养。此外，现场为市民办理图书借阅证更

是体现了我馆“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服务理念。 

活动现场，钟馆长接受了湖北电视台

的现场采访，向记者介绍了我馆在科普方

面拥有的独特优势及在普及科学知识，服

务科学发展方面所作出的突出成就。钟馆

长指出，我馆已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将科

学文化传播作为重点培育发展方向，以更好的服务于科普事业的蓬勃发展。 

随着前来宣传桌前驻足交流的市民增多，我们的科普志愿者也变得更加

忙碌起来，有为路人宣传科普知识的，有发放科普宣传单的，有为周边居民

办理借阅证的，还有解答相关资询问题的。武汉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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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及分院相关领导一行也来到武汉分馆宣传点前，与志愿者们亲切交谈，对

我馆此次的活动组织给予赞赏。 

科普展览忙——生活中的科技 

科技周期间，分馆精心设计策划了两款特色科技

展览“二氧化碳封存与捕获技术”及“世界卫生日，

医疗卫生综合知识展”在水果湖社区等进行展出，

精彩的内容吸引了许多当地居民和学生前来观看。 

专家来讲座——提高信息素养 

在科技周期间，分馆还组织开展了科普讲座、信息素养培训等活动。例

如邀请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专家来馆举办《专利信息挖掘支撑战略决

策》讲座，使大家对专利信息的挖掘和利用有了新的认识；通过组织研究所

科研人员、研究生、分馆职工等参与佐治亚理工学院 Alan Porter 教授关于

《文本挖掘技术用于技术预测与评估》学术报告会，有效的提升了在座人员

的专业信息素养能力，扩展了学术视野，为进一步科学研究打下基础。 

本次科技周分馆系列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体现了我馆对科普事业发展

的重视，更体现了分馆“大力整合科普资源、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心和

信心。武汉分馆将继续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积极开发和推广科普文化产品，

拓宽科普教育渠道，树立科普品牌，全面投入到科普事业的建设中去。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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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陈丽敏老师光荣退休座谈会召开 

5 月 14 日下午，武汉分馆欢送陈丽敏

老师光荣退休座谈会在四楼会议室召

开，分馆信息服务部全体同志参加了座

谈。会议还邀请了钟永恒馆长、陈丹书

记、王卫兵副馆长、刘德洪副馆长及与

陈丽敏老师多年共事的老同志。座谈会由信息服务部主任吴跃伟主持。 

会上，钟永恒馆长充分肯定了陈丽敏老师在文献信息服务领域做出的很

多优秀的工作，指出武汉分馆全年 365 天服务成为小洪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离不开像陈老师这样在背后默默奉献的人的大力支持，并感谢她为分馆文献

服务工作做出的突出贡献。他鼓励年轻同志要以陈老师为榜样，勇于克服困

难，做好本职工作。希望陈老师继续关心武汉分馆的发展，关心年轻人的成

长。王卫兵副馆长、刘德洪副馆长也表达了深深的祝福之情，并号召大家要

学习陈老师这种“敢当人梯，敢为人先”的图书馆精神。 

与陈丽敏老师多年共事的老师们也先后发言。他们一同深情回忆了同陈

丽敏老师在一起工作时的点点滴滴，有肯定，有感谢，有欢乐，有祝福，也

有不舍。他们对陈丽敏老师的业务能力、思想品质、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给

予了高度的赞扬，并致以深切的祝福。听了大家的发言，陈丽敏老师动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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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多年来，自己的成长进步和为分馆所做的工作，都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更多的是得益于分馆领导班子成员的大力支持，得益于信息服务部同事们的

团结协作和配合。在深刻回顾自己的工作历程后，陈丽敏老师表示在退休之

后仍将继续关心、关注和支持分馆各项事业的发展。 

最后，陈丹书记表达了对陈丽敏老师几

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无私奉献

工作的尊敬之情，并代表武汉分馆为陈丽敏

老师颁发了光荣退休的荣誉证书祝福陈老

师身体健康，享受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综合办 供稿) 

挺进大别山 踏访英烈踪迹——记武汉分馆天堂寨之行 

5 月 10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全

体职工和研究生奔赴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

天堂寨大别山革命老区，重走革命道路，踏

访先烈踪迹，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丰功伟绩。不仅陶冶了情操，学到了知识，

放松了心情，而且还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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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是一组令人神往的山，英雄的山，

不屈的山。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大军冲破国

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千里挺进大别山，开

创了大别山根据地，好似一把尖刀插进了敌

人的心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驱车到达天堂寨，大家一起参观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前方指挥

部。整个指挥部占地 24256 平方米，包括指挥部和纪念塑像、广场两部分。

主体建筑按照原址的布局进行设计和建设的，再现了原址的“秦砖、汉瓦、

马头墙”徽派建筑风格，整体一层，局部两层，砖木结构，青砖铺地；五进

房屋、配以厢房，达到了“走马转楼不湿脚”的效果和意境。指挥部内布展

以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历史事件为轴心，以图文并茂、实物并举的

形式，采用序时的手法完整地讲述了刘邓

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前后的历史史实，再

现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期间，克服各种困

难，克敌制胜，不断创造战争上奇迹历史

场景。展览区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厅、作战会议厅和金寨籍开国将军厅，对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在大别山期

间的生活起居场景进行布置。展厅里的图片、文字、实物不仅丰富，而且集

中、全面，给大家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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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寨是国家地质公园，雄关漫道，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龙潭飞瀑，

奇松怪石颇多，古称“吴楚东南第一关”，可见其气势雄伟壮观。一路上，

大家互相扶持，谈笑风生，踏着革命先烈的足迹，走过了险山、岩石、峡谷

和五大瀑布等，登上了天堂寨主峰的峰顶（高达 1729 米）。巍巍大别山，苍

苍天堂寨。登临绝顶，皖鄂两省沃野平畴

尽收眼底；仰望苍穹，万里晴空飞云流霞

一揽怀中。大家无不享受着那“一脚跨两

省”的惬意和恬淡。大家还一起游览了白

马大峡谷，其为淮河源头，是天堂寨山体

瀑布之水汇流之地。峡谷内俊峰凸立、曲廊横桥、龙潭联体、水韵流转。有

诗人赞叹：踏遍黄峨岱与庐，惟有天堂水最佳。在拦水坝下的河床里，由无

数巨大花岗岩组成的天然画廊，那婀娜多姿，惟妙惟肖的黑白线条组成的石

纹山水人物画，让人浮想联翩，沉浸于天然艺术的美感之中。 

（综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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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