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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学习贯彻中国科学院 2012 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 

9 月 3 日上午，国科图武汉分馆召开部室主

任联席会学习贯彻中国科学院 2012 年夏季党

组扩大会议精神，馆领导和各部室主任、各团

队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在 2012 年夏季党

组扩大会议精神，对当前我院面临的发展环境以及新时期新阶段我院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我院构建“创新 2020”跨越发展体系在

发展宗旨、战略定位、战略使命、发展战略以及发展规划、发展架构、发展

举措等方面的内容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增强全

面落实“一三五”规划，加强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教育、区域发展

紧密结合，致力于实现重大创新突破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会上，各部门主任、各业务单元负责人结合学习贯彻院夏季党组扩大会

议精神，汇报了近期工作进展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及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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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永恒馆长在交流学习体会时指出，院党组 2012 年夏季扩大会议是在

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的重要背景

下召开的，也是我院“创新 2020”进入重点

跨越阶段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武汉分

馆推动落实“一三五”规划实现跨越发展具

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全馆干部职工要

加强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同时，钟永恒对下一阶段推动“一三五”规

划落实和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加强重大成果和产品产出，建设国家科学思想

库；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建设创新人才队伍；积极争取国家及地方项目，

有效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管理创新以及区域发展服务的制度设计等

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和目标。最后，钟永恒要求全馆

干部员工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敢为人先、甘当人梯，积极推动科

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科技与区域发展的紧密结合，服务中科院“创新

2020”。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情报研究部全面参与《国家能源材料发展指南》编制工作 

为突破能源材料对能源发展的约束瓶颈，国家能源局于 2012 年组织了

《国家能源材料发展指南》编制工作，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从筹划阶段起即

作为受邀单位参与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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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26 日，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主任张军研究员率队参加了《国

家能源材料发展指南》编写工作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了指南编制大纲、

分组及有关组织等工作。7月 11 日，指南编制工作启动会在北京正式召开。

国家能源局有关领导、李依依院士、胡思得院士等能源领域知名专家以及指

南编制课题组责任单位的负责同志 30 余人出席会议，张军研究员代表武汉

分馆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能源材料指南是《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

在能源材料领域的延伸和细化，指南应具有可实施和可操作性。指南各参编

单位要充分认识指南编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工作

态度，高质量完成指南编制工作，为推动国家能源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

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指南编制领导小组和编制工作组，编制工作组由综合组和

11个课题组组成，综合组负责编制工作总体协调，各课题组责任单位负责组

织完成指南各部分相关内容初稿和相关专题报告的编制工作。 

根据会议决定的内容，武汉分馆将建制性参与能源材料指南编制工作，

主要负责油气、风电、火电、光伏、燃料电池、生物能源等指南专项执笔工

作。这充分体现了武汉分馆在材料与能源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

领域专家的认可。 

（情报研究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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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馆员走进测地所开展 2012 年秋季新生文献资源利用培训 

2012 年 8 月 31 日上午，武汉分馆学科馆员李大钧到中科院测量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开展 2012 年秋季新生文献资源利用培训活动。 

 武汉分馆的学科馆员李大钧老师和测地所图书馆梁云老师作了题为“国

科图信息资源与服务”、“EndNote 的下载使用”、

“借助 Web of Science 有效学术跟踪”等讲座

并发放相关资料。两位老师分别讲解了文献信息

查找、学科资源推介、文献咨询解答、课题跟踪

服务、信息利用等，并进行现场解答。随后，学科馆员李大钧与研究所领导

亲切交谈，并向课题组负责人员推介了模范课题群组平台搭建使用的 IIP 系

统。活动激起研究所硕士、博士新生对文献资源数据库以及 Endnote 文献管

理软件利用的兴趣，为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学习、课题研究过程中更好地快

速掌握文献信息资源检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此次培训活动也表现出学

科馆员极高的工作热情，受到新生们的热烈欢迎。 

（学科咨询服务部  供稿） 

武汉分馆专家参加 CCUS 示范项目经验交流研讨会 

7月30-31日，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和碳收集

领导人论坛（CSLF）秘书处共同举办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示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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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验交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主任张

军研究员应邀参加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邀请了一批国内外重要CCUS示范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围绕全球

CCUS示范项目的发展现状、具体示范项目的筹备和运行经验等问题进行研

讨，旨在促进示范项目间的经验交流和知识分享，提升国内CCUS技术与工程

能力。参会人员包括CSLF有关成员国相关政府部门和专家代表，全球碳收集

与封存研究院（GCCSI）、国际能源署（IEA）等国际组织，CCUS示范项目业

主以及国内外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等。 

武汉分馆长期关注CCUS技术的发展状况，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收集、数据

挖掘和战略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并参与了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发

展路线图的编写。通过参加此次研讨会，和与会代表进行交流，武汉分馆进

一步加深了对CCUS技术的了解，为分馆CCUS情报研究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情报研究部  供稿） 

武汉分馆专家应邀开展专利分析学术讲座 

2012 年 8 月 20 日，应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技处知识产权

办公室主任杜伟博士的邀请，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马廷灿副

研究员到该所做了题为“专利分析与预警操作实务”的精彩报告，吸引了院

所两级知识产权专员以及科研人员近 40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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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廷灿副研究员结合自己最近主持完成的“石墨烯专利分析”和“专利

质量指标及其在专利计量中的实证研

究”两项课题，通过实例讲解了专利检

索和分析的思路、流程、方法和工具，

讨论了专利质量评价指标在专利统计

分析中的应用。理论结合实践，实际操

作性强。通过案例介绍，形象地向大家展示了专利分析与预警操作的技巧。

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学员一致认为，这次实务讲座使他们在前期专利检索分析

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了专利分析与预警操作的方法，为他们今后开展工

作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受益匪浅。 

马廷灿副研究员曾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多项专利分析课题，包括“服务于

863 先进制造领域专家组的机器人专利分析”、“石墨烯专利深度分析报告”，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专利分析”，“先导专项知识产权态势分析”，

“中科院 SCI 论文统计与分析”，“高层次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度研究”等。

2011 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创新服务优秀个人”。 

（情报研究部  供稿） 

 

 

 

 

 

 

 

 

◆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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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98187】【情报研究部 87199180】【学科咨询服务部 87199182】【信息系统部 87199182】 

【查新中心 87197719】【《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87198181】【综合办公室 87199202】【业务处 8719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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