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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认真组织收听收看十八大开幕盛况 

11 月 8 日上午九点，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胡锦涛

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

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武汉分馆党委组织全馆党员近 50 人认

真收看。会后，党委书记陈丹要求大家在会后要切实深入领会相关精神，在

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

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举行贯彻十八大精神专题学习会 

12 月 1 日上午，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分馆党委书记陈丹主持学习会。分馆副馆长王卫兵、

刘德洪，分馆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出席会议，第一党支部代表、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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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党支部代表、民主党派代表、老同志代表分别作了专题发言，分馆全体

党员参加学习会。 

陈丹书记在主持学习会时指出，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深刻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党

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

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十八大精神为统领，扎实推进武汉分馆“创新 2020”

及一三五规划各项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分馆各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干

部的首要政治任务。 

各支部代表发言。第一党支部代表邓兵以“学习十八大精神心得体会

——关注国防建设，注重提高综合信息服务能力”为题，从学习十八大精神，

结合具体工作浅谈体会和浅谈自己关心的国防建设的一点体会三个方面谈

十八大会议召开以来的切身感受，表达了一名退役军人对十八大报告中加快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深刻体会。第二党支部代表梁慧刚主要从十八

大报告本身谈开，谈到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旗帜，五位一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和收入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充

分领悟了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结合自身生物安全研究工作

实际，重点谈到十八大报告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他提出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中，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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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的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情报研究部主任

张军对学习十八大报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他表示，作为民盟的盟员，作为与中国

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参

政党的成员，在学习十八大精神的过程中，

更应该站在政治的高度上把握十八大提出

的主题和目标，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领悟

精神要义，去践行学习成果。同时仍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恪尽职守，

充分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关注社会发展，关注民生水平的提升，坚定不移

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的为推进改革贡献力量。乔平作为老同志代表

发言。他表示，胡总书记的报告高瞻远瞩，务实深刻，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

体现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的好报告。报告既对过去五年及党的十六大以

来所取得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当今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准确判断分

析，又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新的美好愿景，听后让人信心百倍。要学习好、领

会好、贯彻好十八大报告精神，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下更大的功夫，研讨十

八大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尤其要把握好报告的主题和灵魂，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深刻领会报告的精神，做到政治

坚定、思想常新、理想永存。 

陈丹书记做总结讲话，他说，此次专题学习会的形式很好，几位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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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准备充分，理论联系实际，就分馆学习贯彻

十八大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具有很强的指导

意义。分馆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中层以上干部，

要紧密结合岗位工作实际，带头学习、带头宣讲，

努力提高运用十八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水平。 

下午，分馆组织全体党员参观国防教育基地——新四军第五师九口堰纪

念馆，重温新四军艰难、光荣的革命征程，理论联系实际，践行十八大精神。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召开学习传达十八大精神工作部署会 

11 月 26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召开会议部署学习传达十八大会

议精神相关工作。分馆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和

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分馆党委书记陈丹主持。 

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中共中国科学院

武汉分院党组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

知》的相关要求。陈丹书记强调，学习贯彻十八

大精神最终要落实到推进分馆工作上，目前及今

后一段时期，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落实十八大精神开展，把十八大精神转化为

具体的工作举措和制度机制，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干部要率先垂范，推动学

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最后，陈丹书记要求各党支部要

统一思想，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热潮；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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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十八大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来，自觉用十八大精神武

装头脑、指导开展工作；牢记使命，立足本职，围绕国家战略任务需求，配

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分馆“创新 2020”跨越发展和“一三五”规划的

顺利落实。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各党支部组织认真学习十八大精神 

12 月 5 日，按照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学习十八大精神的统一部署要

求，结合分馆党委征订下发的《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和《十八大党章

修正案学习问答》两本辅导材料，分馆两个在职党支部在四楼会议室组织学

习十八大精神。 

在学习会上，分馆第一支部书记江洪指出，此

次党章的修订，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

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努力使修改后的党

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有利于维

护党章的权威性、保持党章基本内容的稳定性和连

续性，更好的规范和指导当前和今后一时期党的工

作和党的建设；分馆第二党支部书记刘毅强调各位

党员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明确目标任务，联系实际学，自觉运用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指导各项工作，坚持正确方向，坚定理想信念。 

《党的十八大文件学习辅导问答》和《十八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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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有关部门指定出版单位出版发行的学习辅导读物，主要内容是党的十

八大文件及相关内容的学习辅导，武汉分馆党委高度重视相关资料的征订工

作，保证每名党员“人手一套”，确保党的十八大相关文件和相关精神能够传

达给每一位职工，认真学习领会贯彻十八大精神。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积极组织参加武汉分院学习“十八大”系列活动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武汉分馆党委高度重视，积极响应武汉分院党组

的号召，及时组织本单位职工收听、收看十八大开幕式，参加武汉分院组织

的形式多样的学习传达活动等。 

11 月 21 日，武汉分院召开十八大精神学习传

达大会，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院士应邀向分院全体

党员干部传达十八大会议精神。武汉分馆党委书记

陈丹，各支部书记、支委以及全体党员干部共 5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李晓红作为十八大参会代表，从十八大会议的盛况、

会议报告以及他的感想心得等几个方面，向与会同志生动、全面地总结了十

八大精神，使广大党员同志能够更好地学习、领会、贯彻十八大精神。 

11 月 27 日，武汉分院党组邀请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做十八大精神

专题辅导报告。武汉分馆组织党委委员、在职党

支部书记、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等参加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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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会。朱启臻在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高屋建瓴地提出加快生态文明

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理念。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为

眼前的利益牺牲长远和根本利益，要充分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尊重乡村文明，

延续和发扬乡村文化，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建设中主体地位建设美丽乡村，

为更好更快地建设美丽中国服务。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深入推进科

技创新，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普惠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12 月 5日至 7日，根据武汉分院

党组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有

关安排，武汉分馆积极组织领导班子

成员、党委委员、职能管理部门正、

副主任参加在湖北省委党校举办的

“武汉分院领导干部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培训班”。参加此次专题培训班，

分馆干部认真学习了省委党校老师马哲军的《民族复兴的政治宣言 全面小

康的行动纲领》报告、肖卫康的《坚持科学发展 建设富强湖北》报告，赵

理富的《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精神》报告，高斌的《建

设文化强国 改善民生》报告，深刻领会了十八大的精神实质，并表示要用

十八大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工作实践。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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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举办庆祝十八大胜利召开图片展 

值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胜利闭幕之际，武汉分馆党委积极响

应党中央、中科院党组号召，在分馆一

楼大厅举办十八大图片展。图片展主要

分为七部分：十八大报告的十二个部分内容，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

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十八大报告

里的新变化，十八大修改后的党章，第十八届中

共中央组织结构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简

历。本次图片展是分馆学习党的十八大系列活动

之一，旨在激发分馆职工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坚定永远跟

党走的决心，为认真学习十八大精神营造良好氛围。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组织参观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 

11 月 13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组织单位在职、离退休职工近 50

人，在分馆党委书记陈丹的带领下，前往湖北省美术馆参观“激情跨越 璀

璨荆楚——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 

此次参观展览是武汉分馆“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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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在讲解员的介绍下，分馆职工们现场感受了五年来湖北经济社会

和各领域全面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展览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由构建支点、走向富强、改革创新、民主法治、文明建设、改善民生、领航

核心七大部分组成，集中展现了五年来湖北省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取得的巨大

成就。通过参观展览，大家进一步增强了搞好文献情报服务工作，促进湖北

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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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87199007】 

【科技查新与检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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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