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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建设通过专家论证 

近日获悉，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建设

通过专家论证。10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湖北省产

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组织的公益性服务“平台

建设可行性专家论证会”在武汉分院三楼会议室

举行，由武汉分院、湖北省发改委、科技厅、财政厅、办公厅及中科院湖北

育成中心等单位的多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包括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

中心在内的服务平台建设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评审委员会成员认真听

取了武汉分馆业务处长江洪研究员代表武汉分馆做的“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平

台”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经过专家讨论同意将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纳入湖北育成中心平台建设并给予相应支持。 

在评审会上，评审委员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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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是基于武汉分馆服务湖北省区域发展，打造知识服务核心品牌的基

础上提出的，具有可靠的区位优势、科技优势和资源优势，既可以满足武汉

分馆实施产业技术分析和高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解决“产业技术最优选择”

的问题，又可以促进湖北省战略新兴产业的传统产业的升级，帮助提升湖北

省相关企业乃至相关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中心的建成将对湖北省产生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建设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性。建议武汉分馆进一步加

强机制体制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不断创新，打造知识

服务最强品牌。 

（业务处  供稿） 

信息服务部召开信息资源建设专题研讨会 

2012年10月18日，武汉分馆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信息资源建设专题会议，

就如何在网络环境和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更好地开展资源建设进行

研讨。分馆领导、馆学术委员会成员及资源建设小组成员参加。会议由武汉

分馆刘德洪副馆长主持。 

在会上，资源建设工作组组长邵荣汇报了武汉分馆目前资源建设情况，

并就 2013 年资源建设经费的使用原则征求了参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信息

服务部主任李珑展示了 2012 年 7-9 月份二楼阅览室中文期刊利用率统计情

况；参会人员就当前信息环境与用户需求不断变化和经费极其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平衡用户需求和我馆特色资源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最后，钟永恒馆长指出：针对目前资源建设整体形势，资源建设工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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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遵循“需求、效率、特色、发展”的原则，资源建设工作小组要明确资源利

用率分析的重要性，要调整传统图书馆图书馆藏建设的思路，应充分考虑数

字化网络化与资源建设传承性的关系，对于出版市场的变化要有动态的把

握，同时应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顺应用户需求变化的特点，主动挖掘用户

潜在需求，向用户推荐资源，并整合各方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信息服务部  供稿） 

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组织召开 

2012 年虚拟化及高性能计算技术交流会 

10 月 26 至 27 日，为了进一步推动虚拟化

技术在我院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应用，武汉分馆

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联合国内知名云计算及

高性能计算技术企业曙光公司举行了“2012 武

汉地区科研网络虚拟化及高性能计算技术研讨会”。来自中科院武汉病毒所、

武汉物数所、武汉力学所、水生所等多家单位的网络与信息化主管、运维工

程师及特邀技术专家共计 14人参加了本次交流活动。 

本次交流会旨在更好的推进云计算、高性能集群与存储虚拟化技术在武

汉地区各研究所的应用实施。特邀请了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最领先的曙光公

司大区经理和技术专家做了《曙光高性能计算与虚拟化科研网络解决方案》

的报告，详细讲解了当前业界虚拟化技术的最前沿应用，深入探讨了相关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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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平台的应用特点。目前，武汉地区各研究所在生物信息学、病毒序列比对

分析、数值仿真模拟、生物医学、材料科学、物理化学、原子分子精密谱等

方面，均对高性能计算存在着较大需求。针对各所面临的上述现实问题，与

会人员与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互动研讨，重点讨论了业界最新技术热点，并研

讨了如何通过曙光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解决方案，充分整合现有的计算资

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实现高性能的计算，满足科研需

要，同时充分体现云计算绿色、高效、节能和环保特点，降低科研 IT 建设

成本等问题。 

本次技术交流会是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今年举办的系列前沿技术培

训交流活动之一。通过有关虚拟化和高性能计算技术的系列培训，全新的虚

拟化应用和高性能云服务模式将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认识和接受，将对我院

各用户单位尽快计算能力的提升、计算及存储资源的虚拟化共享等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本次网络技术交流会也进一步加强了科技网武汉地区用户的交

流与沟通，促进了武汉地区的网络技术与管理经验共享和交流。下一步，中

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将结合用户需求和实际工作中的疑难问题，针对各所网

络科研应用中的迫切需求和薄弱环节，继续组织系列专业技术培训和研讨活

动，学习业界前沿技术，促进用户交流，提升武汉地区科研网络整体水平。 

（信息系统部  供稿） 

武汉分馆“深海平台技术研究”项目通过结题评审 

9 月 30 日，由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承担的武船重工“深海平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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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召开用户评审会，评审组由武船重工的用户代表、华中科技大学

专家以及武汉分馆专家组成，武汉分馆业务处处长江洪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了

评审会。 

评审会上，项目组向评审专家们汇报了“武船

重工深海平台技术研究”项目进展情况。从前期的

用户需求和情报调研到中期的实施方案，再到后

期的研究成果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并介绍了国内

外相关研究动向、技术热点难点分析以及今后发展的对策建议。专家组认真

听取项目的每个细节，肯定了武汉分馆项目组在“深海平台技术研究”中做出

的大量工作，对项目的成果和分馆的技术实力给予了较高评价，并希望能够

互惠互利，加强合作。 

武船重工是中科院院地合作的重点合作大型国有企业之一，同武汉分馆

曾有过成功合作的经验。此次“深海平台技术研究”项目顺利通过结题评审，

进一步增强了武汉分馆服务大型企业的决心和信心，为争取更多更好的项

目，更好的服务区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业务处  供稿） 

信息系统部开展系统服务与需求调研活动 

为进一步宣传推广国家科学图书馆信息系统服务，准确把握用户需求，

进一步提升一线知识服务能力。信息系统部积极深入研究所，开展系统服务

与需求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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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武汉分馆信息系统部与来参加“资源保障分析培训”的广州健

康院、南京地湖所、苏州纳米所信息中心和武汉地区研究所的老师们就信息

系统建设与服务进行座谈交流。 

信息系统部主任刘毅介绍了国科图推出的专

业领域知识环境 SKE、中科院集成信息平台 IIP

等系统功能和特点，并推介了国科图总馆和武汉

分馆主页、机构知识库、可视化跨库集成检索，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参考咨询等系统服务，详细听取研究所老师的建议和

意见，研究所老师纷纷表示国科图推出的这些系统服务对他们的工作有良好

的促进作用，方便了一线科研人员查找文献、获取资源，但同时也反映出在

服务系统的易用性和查找文献的准确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接下来，李崴

老师围绕科研用户个人和群组科研知识环境建设的相关问题征求了研究所

的建议，研究所老师围绕知识环境建设展开热烈讨论，表示科研人员在资料

收集和管理、可视化呈现和社区交流互动等方面有迫切的需求。 

10 月 21 至 24 日，信息系统部调研小组走访广州地区研究所的一线科研

人员和所图老师等，倾听他们对信息系统建设与服务的意见和需求。在走访

科研人员的过程中，调研小组介绍了国科图正在开展的科研用户个人和群组

科研知识环境建设，就相关问题征求了科研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研究所科研

人员对国科图开发的信息系统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献需求已经获得了充分的

保证，并对科研用户个人和群组科研知识环境建设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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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宣传、科研成果展示和科学数据共享管理等方面有迫切的需求。科研人

员们也从专业角度表达了他们的个性化需求，华南植物园教授马国华和广州

能源所太阳能实验室博士史继富表示希望国科图建设科研产品发布推广网

站，促进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南海海洋所研究员蔡树群迫切希望建设一个

跨课题组的海洋实验数据共享平台，在研究所层面实现科学数据的共享。 

调研小组还与所图书馆老师就国科图各项信息

系统服务的应用情况进行了座谈交流。在交流过程

中，调研小组介绍了国科图信息系统建设情况和开

展的服务情况，与研究所图书馆老师一起研讨了国

科图总馆和武汉分馆主页、机构知识库、可视化跨库集成检索，文献传递与

馆际互借，参考咨询等系统的应用情况，深化改进现有信息系统的思路，研

究所图书馆老师也从各自研究所需求出发，为信息系统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

贵的建议。此外，调研小组还开展了到所现场技术工作，现场解答用户在 IIP、

SKE 等系统使用中的疑难问题，并重点对广州地化所群组集成知识平台项目

建设，CASIIP2.0 系统安装进行指导，为广州地化所群组知识平台建设任务

的顺利完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与研究所一线科研人员和图书馆员的互动交流，武汉分馆信息系统

部更为有效地获取了用户需求，为下一步构建良好的科研网络环境指明了方

向，对提升武汉分馆知识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信息系统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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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专家受邀参加第十八届 

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学术年会 

10 月 5 至 6日，由全美华人人文社会科学教

授协会举办的第十八届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

协会(ACPSS)学术年会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召开，

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业务处处长江洪研究

员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alysis service of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中国科学

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产业技术分析服务探索与实践)的精彩报告。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全美 40多个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家教授，

以及国内的 10 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与会专家对武汉分馆的产业技术分析

研究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表示武汉分馆的产业技术分析研究为图书

馆业界开启了有益的探索，感到受益匪浅，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研讨交流。 

江洪研究员曾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多项产业技术分析项目，包括“LED 照明

产业技术分析报告”、“新兴显示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锂电池产业技术分析

报告”，“战略性新材料产业技术分析”，“武船重工数字化科技图书馆系统研

究”，“船舶减震降噪技术研究”，“深海平台技术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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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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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视野刷新思维  北卡 UNC 大学学习汇报” 

——业务处举办归国人员工作汇报与交流会 

10 月 19 日下午，武汉分馆访问学者归国工

作汇报与交流会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在北卡 UNC

大学交流学习半年的学科馆员仇华炳为大家带

来一场精心准备的“开拓视野刷新思维——北卡

UNC 大学学习汇报”。武汉分馆馆长钟永恒、业务处处长江洪等出席会议。 

汇报会上，仇华炳用精美的图片向大家展示了北卡 UNC 大学各类图书馆

设施，并将北卡 UNC 大学图书馆的一些特色及优势进行详细介绍。此后，仇

华炳着重介绍了他在北卡UNC大学信息与图书馆科学学院参与的科研项目的

相关内容，并就今后个人在学科服务方面的学习发展方向提出了构想，在座

的领导和同事一边听取汇报，一边参与互动讨论，会议气氛十分热烈。最后，

仇华炳还为预期出国交流学习的馆员提出了许多个人建议，获得大家赞赏。 

钟永恒在会后总结中提出，人才队伍建设始终是分馆工作的重中之重，

重视人才的培养机制，建立健全人才工作制度，营造适合人才发展的良好环

境，加大青年人才的培养，为分馆的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除

此之外，分馆职工应加强自我学习，努力向外扩展知识体系，与其他部门加

强沟通交流和学习，实现部门间的优势互补，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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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部举办 2012 年秋季国外最新原版图书展 

为了加强本馆的外文文献资源建设，本着“为

科研服务”的宗旨，武汉分馆联合北京中科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7 至 21 日举办了

“2012 年秋季国外最新原版图书展”活动。由于外

文图书订购流程的特殊性，新书从订购到上架需要 4到 6个月时间，为了缩

短外文图书到馆周期，让读者尽快阅览国外出版市场的最新优质图书，武汉

分馆近年来坚持举办外文原版图书书展活动，在更好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也

增强了自身的资源保障能力。 

本次书展展出了包含 Elsevier、Wiley、

Taylor&Franc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等近百家国外知名

出版社及学协会专业学术图书，总展书量近 2000

册，展览学科包含：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和生态学；地球科学、资

源环境科学；机械制造、能源、材料、工程技术；生物医学工程、药剂学；

经济、管理、人文社科等。为了使本次书展活动取得更好的效果，资源建设

工作组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宣传，如到研究生公寓、研究生教室、图书馆二

楼、三楼阅览室粘贴宣传海报，在图书馆主页、研究所图书馆主页也进行了

宣传，另外学科馆员也通过电话、QQ群、邮件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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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书展活动受到了广大科研人员、研究生、社会读者的热烈欢迎，也得到

了本馆学科馆员、情报研究人员的大力支持，经过专家和读者热心推荐，资

源采购人员的精心挑选，最后成功订购外文图书 200 多种，取得了预期效果。 

（信息服务部 供稿） 

武汉分馆开展科研道德与学风建设教育活动 

10 月 31 日，为进一步加强科研道德建设，

规范学术行为，落实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纪监审工

作会议精神，国家科学图书馆组织开展科研道德

与学风建设专题教育报告会，党委书记何林为全

馆职工做了“诚信与责任”的主题报告。武汉分馆党委书记陈丹，分馆中层干

部及青年科技骨干等近 40人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上，何林书记通过对《科研活动道德规范版本》、《科研道德倡导

负责行为》、《背叛真理的人们》、《怎样当一名科学家》等四本探讨科研道德

专著的深刻剖析，用大量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为与会人员上了一堂深刻的科

研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教育课，是大家冯家理解了加强科研诚信和科研人员责

任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荣誉与责任同在。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何林书记的报

告内容丰富深刻、案例典型翔实，对科研道德与学风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在报告会结束后，武汉分馆党委书记陈丹进一步强调：科研道德和学风

建设专题教育旨在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科研风气，引导分馆广大青年科技工作

者弘扬求真务实之风、诚信自律之德，形成坚守学术诚信、维护学术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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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氛围。武汉分馆一直致力于加强科研道德建设，提升分馆内部学术氛围，

使广大青年职工在良好的环境下，实现理想，追求真理。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组织离退休职工参加“重阳节”大众广播体操表演 

10 月 23 日重阳佳节，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积极组织离退休职工

参加武汉分院离退休职工大众广播体操表演活

动。表演中，武汉分馆离退休老同志们精神饱满，

统一的服装，整齐的队伍，标准的动作，充分展现了“黄昏无限好、最美夕

阳红”人生老年阶段醇香迷醉的美好景象，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好评。此次重

阳节活动不仅丰富了离退休职工业余生活，为老同志们提供了一起活动交流

的机会，增强了离退休职工的凝聚力，更体现出武汉分馆对离退休工作的重

视，弘扬了“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举办 2012 年保密知识竞赛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科院 2012 年保密工作要点的安排及有关文件精神，

进一步加强保密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保密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严防失泄

密等违纪现象发生，10 月 26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综合办公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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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保密知识竞赛。馆领导、分馆中层干部、业务骨干、项目和课题组负责

人等参加了此次竞赛。 

武汉分馆历来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始终把保

密工作摆在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列入年终考

核，做到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检查、同评比。

此次竞赛为分馆进一步做好保密工作指出了改

进方向，对推动分馆不断完善自身保密工作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分

馆将进一步强化认识、着眼细节，加强保密工作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技术防

范水平，继续做好保密工作的常态化管理，将保密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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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98187】【情报研究部 87199180】【学科咨询服务部 87197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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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