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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认真学习传达院 2013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 

1 月 28 日上午，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召开全馆

职工大会，学习传达贯彻院 2013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

钟永恒着重传达了白春礼院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建设“三位一体”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精神，介绍了 2013 年全院

工作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会议由武汉分馆党委书记陈丹主持。 

钟永恒指出，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加速发展，国家与社会对科技支撑发

展、引领未来的要求和期望也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求大幅提升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确了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新使命。全体职工

必须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不能满足现状，自我循环，要树立起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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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思考，转变观念，调整思路，准确把握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 

钟永恒强调，有关中科院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和发展

思路，全院正在深入学习贯彻，这也是分馆制定各项

政策措施、部署相关工作、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馆上下要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居安思危、加快发展；要认真推

进分馆“一三五”规划实施，把“一三五”工作具体落到实处，这也是分馆

在新时期工作的突出重点和关键任务；要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探索体制机制

创新，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更好地保障分馆“一三五”和“创新 2020”目

标任务高质量地完成。 

2013 年，武汉分馆将认真落实院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在体制机制创新、

人才队伍建设、业务发展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做出重要部署，着力解决影响

和制约分馆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分馆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 2012 年度党政正职述廉述职考核大会召开 

1 月 30 日下午，国科图武汉分馆党政正职述职述廉

大会在武汉分馆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武汉分院党

组书记陈平平主持，分院组织人事处副处长洪成浩及

分馆全体职工参加本次大会。 

会上，武汉分馆馆长钟永恒代表领导班子成员向分院领导及全馆职工汇

报了分馆年度创新发展任务、人才队伍建设、管理创新及党风廉政建设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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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2012 年是武汉分馆落实推进“一三五”规划取得

重大进展的一年，武汉分馆依照院党组、国科图理事会

和研究所提出的新需求新任务，面向科技决策、科学研

究、区域发展“三个一线”，坚持以服务为本、用户至上为宗旨，发挥团结

协作、乐于奉献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开拓，在情报研究、学科化服

务、信息系统建设与服务、区域服务与院地合作等多个领域各项工作获得显

著发展，受到用户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情报研究服务，持续支撑国家及院所

战略规划与科研创新：建制性参与并支撑多项科技部、国家能源局等战略研

究咨询活动和院洁净煤、储能、材料等多个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权威核心

情报研究产品研发获得突破，情报研究方法和工具开发取得较大进展，完成

交付出版《世界材料科技发展报告》等，受到专家好评；学科咨询服务，推

动服务转型，深入服务科研一线：面向科研一线，持续夯实普遍服务，重点

支撑研究所“一三五”规划等知识服务，加强协同服务和项目申报，推动所

图服务转型；区域服务，支撑区域发展一线，探索新型知识服务模式：继续

完善面向地方高层领导的战略情报服务，完成了系列产业分析报告，出版了

《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报告》，服务支撑我院的院地合作，深入服务政府、

企业，受到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欢迎；信息

服务，保障全年 365 天开放服务，强化特色资源建设与服务，拓展全文传递

和文献保障，提升查新检索服务面和水平，品牌效益进一步彰显；信息系统

能力建设，有效支持知识服务和科研管理能力提升，IIP 系统应用推广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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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众多研究所，打造安全可靠网络信息平台，实现网络

系统高效管理与运维，荣获全院中国科技网分中心评比

优秀奖；科学文化传播服务，充分发挥科学普及、知识

传播、社会教育的功能；《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杂志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被评为“2012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及“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A+）”；招聘到岗博士 1人，硕士 9人，培养的 1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同时，在党建和创新文化建设方面也获得了丰硕成果：在党委的指导下，

认真贯彻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组织党员先后到大别山革命老区、随州新四

军第五师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积极建设学习型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创先争优活动工作；不断推进反

腐倡廉建设，顺利通过武汉分院届中考核和惩防体系建设考评，荣获湖北省

直机关党建工作先进单位；继续做好离退休工作，营造了和谐奋进的图书馆

氛围；创新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再次荣获湖北省文明单位。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召开会议贯彻院党建工作会精神 

为深刻领会中科院党建工作会议精神，促进全馆改革创新、和谐发展，

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党委于 1 月 28 日在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学习传达

2013 中国科学院党建工作会精神。分馆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党支部书记、

全体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分馆钟永恒馆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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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第 1 期 总第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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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陈丹书记全面介绍了院党建工作会议的

情况，并带领全馆党员重点学习了中科院党组副书

记、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方新作的题为《全面提

高我院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实施“创新 2020”

提供坚强保证》的主题报告。此次党建工作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围绕创新、服务创新、促进创新，全面

提高我院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实施“创新 2020”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和

组织保证。 

陈丹书记强调，2013 年是武汉分馆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关键年，同时也是深入实施分

馆“一三五”规划的落实年。新的一年里，分馆党

委将继续坚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努力提高分

馆重大科研成果产出为中心，重点加强对“一三五”的保障服务，加强对党

建工作科学化的探索和实施。他要求全体党员要紧密结合自身实际，明确目

标，转变观念，开拓进取，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全面贯彻“八项规定”

和“十二条”，厉行节约，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力争在新的一年

里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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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舰船大面积薄板焊接技术研究”项目通过结题评审 

1 月 22 日,由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承担的“国内外舰船大面

积薄板焊接技术研究”项目用户评审会在武船召开。评审组以武船重工的用

户代表、科技部的领导和专家为主，武汉分馆业务处处长江洪作为评审专家

参加评审会。 

“国内外舰船大面积薄板焊接技术研究”项目是

武汉分馆紧扣国家和中科院发展规划涉及的关键领

域和重点产业组织开展的专题研究，为国内重点行

业发展和企业战略规划实施提供参考。会上，项目

组成员介绍了国内外水面舰艇焊接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接着汇报人分别

向与会专家汇报了研究成果并回答了专家的质询。与会评审专家经过评议认

为，项目报告研究思路清晰，分析方法科学，研究内容丰富，结论客观，针

对性强，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评审专家组一致通过评审，同意结题。 

武汉分馆一直保持着与武船重工的长期密切合作。在武船承接的国内外

许多重大工程项目中，武汉分馆多次为之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双方在合作

中建立了深厚友谊。双方的深层次合作符合双方长远发展的目标和利益，对

于加快湖北省及武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部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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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第 1 期 总第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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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网武汉分中心被院网络中心评为 2012 年度优秀分中心 

1 月 11 日，中国科技网对全院十二个地区网分

中心的运行维护工作进行年度考核，本次考核由

机房及现场环境考察、分中心年度述职报告、项

目考核组质疑和现场打分四部分组成。中国科技

网武汉分中心是仅有的两个被评为优秀的分中心之一。 

多年来，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积极参与全院信息化工作的支撑平台建

设，努力做好信息化基础设施管理工作和信息化技术支撑服务，通过一流服

务、一流技术水平和一流人才队伍，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得到

用户的一致好评。在 2012 年的工作中，武汉分中心重点强化了地区网的网

络运维与管理工作，始终将用户的利益放在首位，积极维护科技网和用户的

权益，妥善快速处理了多起复杂网络故障。同时，科技网武汉分中心还深入

了解用户需求，积极开展多层次的用户服务，积极协助用户解决工作中的疑

难问题。在新的一年中，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将进一步凝练自身核心竞争

力，不断加强服务能力建设，提升信息技术保障水平，再接再厉，为服务科

研一线再立新功。 

（信息系统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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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被评为“2012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

期刊”及“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 

近日获悉，武汉分馆《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被评

为“2012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及“RCCSE 中

国权威学术期刊（A+）”。在评选中，《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凭借 0.062 的国际他引影响因子和 1.738 的复合影响因子，入选“中国

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表明该刊已经具备相当国际影响，正式迈进国

际期刊门槛。此外，《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在第三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

被评为“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这是该刊继 2009 和 2011 年进入

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排行榜（2009－2010）、（2011-2012）之后第三次被

评为“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 

近年来，《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在分馆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在

全体编委和广大作者、读者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努力提

升编辑业务素质，不断提升杂志学术质量，杂志影响因子已名列全国科技期

刊前列。近两年来，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以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等收录，也可在美

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PЖ)”及“中国生物学文摘”等其

他十多种国内外检索，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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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举行 2012 年总结表彰大会暨新春联欢会 

立春时分春意浓，喜迎佳节合家欢。2 月 4 日下午，国家科学图书馆武

汉分馆 2012 年度总结表彰暨新春联欢会隆重举行，全馆职工共聚一堂，辞

旧迎新，喜迎蛇年春节。 

首先，武汉分馆全体职工参加了以北京为主

会场、武汉、兰州、成都三地为分会场的国家科

学图书馆 2012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大会由何林

书记主持。张晓林馆长首先致新春祝词，并对

2012 年度国家科学图书馆工作进行了总结，对 2013 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孙

坦副馆长宣读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关于表彰 2012 年度“优秀部

门”、“优秀团队”、“优秀单项”和“优秀个人”的决定》，武汉分馆学科咨

询服务部荣获“优秀部门”奖，武汉分馆省党建先进单位、省精神文明单位

创建团队荣获“优秀团队”奖，武汉分馆院地合作工作以及武汉分馆群组集

成知识平台 IIP 技术开发与服务荣获“优秀单项”奖，李珑、王辉等十一名

职工荣获“优秀个人”奖。 

随后，武汉分馆陈丹书记宣读了《关于中国

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2012年优秀奖励

的决定》，文献传递服务团队、标准情报研究团队

和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团队，荣获武汉分馆“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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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刘志刚、李桂菊等六位同志荣获武汉分馆“优秀工作个人奖”。钟永

恒、陈丹、王卫兵、刘德洪四位馆领导为获奖集体及个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在一片热烈祥和的气氛中，全馆四地职工通过视频互致问候，共贺新年。 

表彰大会结束后，武汉分馆 2012 新春联欢会

在李林珂和张子澄表演的拉丁舞中正式拉开序

幕。情报研究部的话剧《征集节目那些事》、双

簧《洗脚城》，学科咨询服务部的音乐剧《人小

鬼大》、乐器演奏，信息服务部的经典歌曲《怀

旧歌曲大联唱》、舞台剧《爹爹婆婆逛新城》，

信息系统部的《趣味广播操》，产业技术分析中

心 的 魅 力 舞 蹈

《爱》、《舞力对决》，第一党支部的歌伴舞《天

仙下江南》，第二党支部的小品《相亲》等节

目一一上演。台上的演员们使出浑身解数，节

目精彩纷呈，台下的观众们掌声雷动，气氛热

烈。钟永恒馆长、陈丹书记、王卫兵副馆长、

刘德洪副馆长四位领导共同演唱了《小白杨》，将晚会推向高潮。武汉分馆

新春联欢会在喜庆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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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召开 2013 离退休职工迎新春茶话会 

金龙载誉辞岁去，银蛇呈祥迎春来。1月 29 日上

午，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在六楼会议室召开

2013 年离退休职工迎春茶话会。武汉分馆党委书记

陈丹、副馆长王卫兵出席会议，与 50余名离退休职

工共庆新春佳节，会议由王卫兵主持。 

茶话会上，王卫兵代表馆领导班子成员向离退休老同志致以了亲切的问

候和最诚挚的祝福，并就分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发

展情况进行了汇报。2012 年，武汉分馆围绕“一三五”

规划，在支撑科技服务、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人才

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发展。听完汇报后，老同志们都对分馆在创新发展

中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祝愿分馆在今后的日子里，

围绕“一三五”规划和“创新 2020”的目标，继续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同

时，他们还对分馆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踊跃发言，一致认为近几年分馆找准了

发展方向、抓住了重点工作、凝聚了职工力量，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推

动了分馆的快速发展；也让老同志们分享了发展成果，提高了福利待遇，让

他们充分感受到了领导的关心、分馆大家庭的温暖。老同志们纷纷表示，愿

意发挥余热、尽绵薄之力，与全馆职工一起推动分馆又好又快发展。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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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暖  促和谐” 

                      ——武汉分馆开展节前系列慰问活动 

1 月 28 日，在蛇年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武汉

分馆组织开展“送温暖 促和谐”系列慰问活动，切实为

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分馆离退休职工和在职的困难

职工感受到分馆的温暖，分享分馆的发展成果，度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 

武汉分馆党委书记陈丹，副馆长王卫兵、刘德洪，业务处处长江洪等一

行，深入分馆十几位老同志家中进行节前慰问。分馆

领导们每到一处，都详细询问老同志们的身体情况、

家人情况和居住情况，并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陈丹

表示，分馆会全力以赴帮助解决老同志们的困难问题，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做

一些有益的事情。老同志们、困难党员等纷纷对分馆领导对他们的慰问表示

感谢，并表示愿意为分馆未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热。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再次将民生工作的重要性提到

了新的高度。此次系列慰问活动，正是武汉分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关注民生、服务民生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出分馆领导对孤寡老人、空巢老

人和特殊人群中困难群体的亲切关怀和爱护。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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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走访慰问水果湖街东亭社区结对帮扶对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化党员干部联

系和服务群众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1 月 31 日，

在社区领导的陪同下，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党委

书记陈丹、副馆长王卫兵带队，来到水果湖街东亭社

区困难家庭邱国平、刘兆庆家中，与他们进行了亲切

交谈，给予关心和帮助，并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鼓

励他们自强自立，树立信心，早日改变贫困现状。受

助群众对陈书记给予的精神鼓舞和物质帮助表示感谢。 

加强联系困难群众，切实做好帮扶工作，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困难群众帮

扶机制，是武汉分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下一步武汉分馆将加大深入基层力度，

为更多的群众排忧解难，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综合办公室  供稿） 

“你来我往”迎新春乒乓球赛圆满落幕 

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增强职工的体质，切实践行中国科学院“3H”

工程建设，经过紧锣密鼓的精心筹备，国科图武汉分馆 2013“你来我往”迎

新春乒乓球赛于 1月 29 日下午在分馆一楼活动室顺利举行。 

本次比赛以男女单打形式开展，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体育

精神，每位参赛选手都认真细致地打好每拍球。在众多势均力敌的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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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直拍、横拍、扣球、旋转球、弧线球等都得

到了一一体现，比赛中不时传出热烈的喝彩声，兴

奋的“好球”声不断。大家在比赛过程中，挥汗如

雨，积极拼搏，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的精神深深

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经过紧张激烈的争夺，产业技术分析中心的夏嵬获得男单冠军，信息服

务部的钱华获得男单亚军，编辑部的段磊和综合办的裴攀并列男单季军。情

报研究部的王桂芳蝉联女单冠军，信息系统部汤怡洁获得女单亚军，学科咨

询服务部的吴跃伟和情报部的冯瑞华并列女单季军。此次比赛不仅为分馆职

工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切磋球技的平台，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不断提

高的机会。比赛在一片和谐欢笑中圆满结束。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欢乐辞旧岁  跑步迎新春” 

               ——武汉分馆举行 2013迎春跑步活动 

1 月 29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举行

2013 年迎春跑步活动。参加跑步活动的队伍中，

有老当益壮、精神矍铄的离退休职工，他们相互

问候、共叙友情、其乐融融；有激情四射，活力

无限的中青年职工，他们精神抖擞、各显英姿、激烈角逐；有情绪高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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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振奋的年轻职工，他们健步如飞、你追我赶、意气风发，构成了一幅幅和

谐唯美的画面。武汉分馆迎春跑步是一项深受广大职工

喜爱的传统辞旧迎新活动，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积极响应。

各位新老职工也借此机会互致新年问候。通过组织迎春

跑步活动，向大家传达了齐心协力、努力工作、积极生活的良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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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