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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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 总第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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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图区域信息服务战略研讨与工作会议在武汉分馆召开 ........................................................... 1 

国科图副馆长张志强调研武汉分馆情报研究工作 ........................................................................... 3 

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 2013年科研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交流会举行 ............................................. 4 

NSTL东湖服务站走进水生所开展服务调研活动 .............................................................................. 5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应邀参加中国光谷激光产业座谈会 ................................................................... 6 

武汉分馆专家应邀参加国际标准组织 ISO/TC265 工作会议 .......................................................... 6 

NSTL东湖服务站荣获“2011年服务进步二等奖”和“2012年特殊贡献奖” ............................ 7 

武汉分馆荣获 2011-2012年度武昌区最佳文明单位称号 ............................................................... 8 

综合办公室举行政务信息写作培训会 ............................................................................................... 9 

武汉分馆积极开展植树活动 ............................................................................................................. 11 

 

国科图区域信息服务战略研讨与工作会议在武汉分馆召开 

为持续、深入推动面向地方科技发展、区域

经济发展等区域信息服务的“区域一线”服务工

作，3 月 28 日至 29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区域信

息服务战略研讨与工作会议在武汉分馆召开。国

科图总分馆领导，区域信息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共计 30 余人

参加了此次大会。 

会议总结了国科图总分馆近年来在区域信息服务、区域战略研究、产业

（行业）技术咨询、企业技术信息服务、院地合作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结合

国科图“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区域信息服务的新挑战、新要求，讨论了国科

图总分馆区域信息服务的发展策略、重点任务，成立国科图区域信息服务协

调小组，试验建立总分馆协调工作机制。 

国科图馆长张晓林以国科图知识服务战略与阵地服务转型为题作了主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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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 总第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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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报告，从开放获取、开放服务和开放创新相融

合的全新角度，审视了数字图书馆发展所面临的

新挑战，提出了国科图区域信息服务的新任务和

新要求。副馆长刘细文全面分析了国科图区域服

务面临的挑战、需求和任务选择，分析了国科图区域信息服务中存在的机制

问题，提出了在国科图“区域一线”服务战略框架下，2013 年工作目标和任

务。副馆长张志强、方曙也对国科图区域服务战略提出了要求。武汉分馆、

兰州分馆、成都分馆分别围绕各自区域信息服务、区域发展规划战略等开展

交流。会议还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发展，讨论了推进区域信息咨询

服务和产业技术分析服务的需求；结合总分馆区域信息服务的实践，交流了

区域信息服务的经验和做法。同时，总分馆交流了开展阵地服务转型、智慧

中心建设的经验，并参观了武汉分馆的光谷生物城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会上，国科图副馆长、武汉分馆馆长钟永恒

全面阐述了武汉分馆在区域信息服务方面的战略

布局和工作进展，交流了武汉分馆多年来服务区

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业务处处长江洪重点

围绕高新技术园区、高技术企业、新兴产业技术等咨询服务，汇报了武汉分

馆开展产业技术分析、新技术园区规划、产业规划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经验。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副主任叶茂就产业技术分析中心的定位，近几年的工作进

展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做了汇报。信息服务部主任李珑作了《以悦读、知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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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专业服务打造区域服务品牌》的报告，阐述了武汉分馆信息服务的定位、

品牌和未来发展趋势等。 

服务区域发展一线是国科图“十二五”战略规划中的重要内容。武汉分

馆紧紧围绕这一目标，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促进服务转型。完成一系列有影

响力的报告，如长江中上游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生态环境保护创新集群规划

调研报告、中科院温州生物材料与工程研究所学科规划调研报告等；出版专

著《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报告》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分析报告》；成

立的产业技术分析中心，也成为中科院湖北产业科学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组

织建设的公益性服务平台之一。 

（综合办公室  供稿） 

国科图副馆长张志强调研武汉分馆情报研究工作 

3 月 27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副馆长张志强调研武汉分馆情报研究工作，听取了

万勇、马廷灿等承担“影响经济社会重大体系的战

略性科技问题分析”项目进展汇报，新材料与先进

制造、能源、生物安全、科学计量和标准团队分别汇报了相关工作进展。会

议由情报部主任张军主持，情报研究部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在听取汇报后，张志强馆长对目前情报研究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发展

方向提出了建议：强调“战略性科技问题分析”项目中要采取科学研究方法，

要发挥情报研究人员的专业特长，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采用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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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巧和步骤，发现分析对象的核心科学问题，并合理地展现和阐释这些

问题；在情报研究方法运用上，既要进行总结，又要予以创新，要用数据做

为支撑，揭示技术演进的路径和关系。 

（情报研究部  供稿） 

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 2013 年 

科研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交流会举行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院武汉地区科研网

络信息安全，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于3月29-30

日举办了 2013 武汉地区科研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研讨会。会议特别邀请了国内网络安全领域知名

企业深信服公司技术专家做了《深信服下一代防火墙技术》等报告，详细讲

解了当前业界网络应用层安全技术的最前沿应用，深入探讨了相关安全平台

的应用特点。来自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物数所、武汉岩土力学所、水生

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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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人参加

交流活动。 

本次技术交流会是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强化网络安全技术关键举措

之一，旨在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水平，提升网络安全技术在武汉地区各研

究所的应用实施。在国内外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中国科技网武汉分

中心结合武汉地区各研究所实际，针对日常网络维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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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系列措施来提升地区网络安全。通过有关最新网络信息安全行为管理、

下一代应用层防火墙技术的培训，全新的网络应用安全管理模式将被越来越

多的用户所认识和接受，将对我院信息安全防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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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TL 东湖服务站走进水生所开展服务调研活动 

为深入了解研究所文献信息资源需求，3月 21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

分馆 NSTL 武汉东湖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邓兵走进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开展文献信息资源服务需求调研工作。 

调研中，邓兵为水生所科研人员和所图工作人员讲解了 NSTL 文献保障

与服务模式，了解了水生所科研人员对图书文献服务的具体需求，如水环境

保护、渔业可持续发展和微藻生物能源利用方面的文献资源需求保障等。 

通过此次调研，为 NSTL 东湖服务站更好的服务研究所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近期，NSTL 东湖服务站还将继续组织两次服务调研活动，通过对调研结

果的分析，积极调整和完善 2013 年度服务计划，满足用户新需求。 

（信息服务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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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应邀参加中国光谷激光产业座谈会 

3 月 1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应东湖高新技术

开发区政府邀请参加中国光谷激光产业支持政策征求意见座谈会。 

会上，与会代表各方积极发言，认真讨论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

于加快激光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实施的可行性，武汉分馆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执行副主任叶茂就意见稿提出了创新与融合两点修改意

见，一是希望通过政府建立绿色通道来促进激光企业与其他产业企业尤其是

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接洽与交流，二是通过成立激光创新发展基金不断鼓励以

青年人才为生力军的激光研发队伍发展壮大，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

专利落地生根，使激光产业的产学研结合得更加紧密。参会的激光企业负责

人深表认同。 

会议在华工科技多功能会议厅举行，与会方包括光谷激光行业协会负责

人，华工激光、团结激光、楚天激光、锐科激光、光谷科威晶、海纳川、博

激世纪、华俄激光、三工光电、凌云光电、梅曼激光等企业负责人及激光产

业基地开发投资方负责人。会后，产业技术分析中心代表还与各企业负责人

就激光产业突破创新等深入交换意见。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供稿） 

武汉分馆专家应邀参加国际标准组织 ISO/TC265 工作会议 

2 月 4 日至 6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魏凤研究员应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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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 总第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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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了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国际标准化组织二氧化碳捕集、运输与封存技

术委员会（编号：ISO/TC265）第二次工作会议，来自英国、法国、德国、

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 11 个成员国家及国际能源署、全球碳捕获与

封存研究院等国际组织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对 ISO/TC265 工作范围的

文件报告作了修改完善，听取了二氧化碳封存组、运输组、捕集组等 5个标

准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报告，讨论并制定 TC265 下一步工作计划等。 

武汉分馆标准研究团队自 ISO/TC265 成立之初就参与该项工作，对国内

外二氧化碳捕集、运输和封存技术相关国内外标准、政策、规划和发展现状

开展了大量调研，有力支撑了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该项工作的开展。 

（情报研究部  供稿） 

NSTL 东湖服务站荣获“2011 年服务进步二等奖” 

和“2012 年特殊贡献奖” 

3 月 15 日，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获悉，国家科学图书馆武

汉分馆东湖服务站在 2011-2012 年的信息服务工作中表现突出，被 NSTL 授

予“2011 年服务进步二等奖”和“2012 年特殊贡献奖”。 

武汉分馆 NSTL 东湖服务站上线三年来，将 NSTL 和分馆现有信息资源进

行有效整合，结合分馆服务特色，深入挖掘用户需求，积极探索知识服务模

式，紧密嵌入到政府、企业和高校决策与科研等环节，为各类用户提供专题、

个性化服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武汉分馆东湖服务站围绕区域合作，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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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高层领导提供战略情报服务、为武船重工等大型企业提供专项信息服务、

参与建设光谷生物城、定期走进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展需求调研、组

织策划了一系列效果显著的宣传推广和培训活动，如走进研究所——长江水

产所推介 NSTL 服务和为科研人员培训；走进高校——武汉大学，为图书馆

信息服务工作人员讲解 NSTL 服务；走进高新上市企业——人福科技新药研

究所，为企业新进的科技人员讲解 NSTL 服务等等。此外，武汉分馆东湖服

务站还积极服务中科院重大专项、参与科学文化传播，协助举办科普展览等。 

在近三年的建设和推广中，东湖服务站信息服务数量和质量持续攀升，

高质高效支撑区域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得到了各类用户特别是东湖开发区

企业及科研人员的好评，为推动区域创新和技术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业务处  供稿） 

武汉分馆荣获 2011-2012 年度武昌区最佳文明单位称号 

3 月 31 日，根据《中共武昌区委、武昌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2011-2012

年度区级文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社区的决定》，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

馆荣获“2011-2012 年度武昌区最佳文明单位”。 

2011 年以来，武汉分馆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目

标，以“为民创建，创建为民”为宗旨，以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为抓

手，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创建目标，营造创建氛围，丰富创建形式，建立长

效机制，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努力营造“甘当人梯、敢为人先、读者第

一、服务至上”的图书馆文化。两年来，武汉分馆积极开展“世界读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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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服务月”、“全国科普日”、“湖北省科技周”、“全民读书月”、“科普进

社区”、“深入社区结对帮扶”、 “创先争优”、“与武昌区水果湖街共建读书

之城”等主题活动，坚持业务发展与规范管理两手抓两手硬，坚持事业发展

与文明创建同部署同促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两年的

努力，荣获区级最佳文明单位荣誉。 

武汉分馆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文明创建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扎实提

高创建水平，有效促进了跨越式发展，文明创建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1

年以来连续 7 次被评为武昌区文明单位和武昌区最佳文明单位，2009—

2010,2011-2012 年连续两届被评为湖北省文明单位。大家在为荣誉而感自豪

的同时，表示在新一轮的文明建设中，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在“巩固成果、打造品牌、形成长效”上再下真功

夫，取得新成绩。 

（综合办公室  供稿） 

综合办公室举行政务信息写作培训会 

为加强 2013 年信息宣传工作，3月 8日上午，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在四楼会议室召开 2012 年信息宣传通报暨政务信息写作培训会。分馆党委

书记陈丹，各部门主任和部分职工等参加培训会，会议由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刘志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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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刘志刚带领大家学习了近期中国科学

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科学院舆情监测、处理与

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通报了 2012 年分馆各部门

信息宣传情况，主要讲解了《中国科学院专报信

息》、《领导参阅材料》、《要情》、《情况通报》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简报（创新“2020”专刊）》等五种高层次刊物的定位、发送范围、写作要

求和报送提示等，并以《专报》为例讲解政务信息的选题要求。情报研究部

副主任梁慧刚结合自己多年来撰写政务信息的经验，从政务信息的定位，政

务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信息员的基本素质要求和政务信息的写作方法三

个方面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将自己在写作中的实际案例和宝贵经验

与大家分享。 

陈丹做总结并强调：政务信息是中科院、武

汉分馆乃至全体科研人员发挥科学思想库作用的

最重要途径。武汉分馆有很好的基础，近几年多

篇报告被中办国办采用，并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

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大重视，提高捕捉信息的敏感性，及时发现、

挖掘、组织政务信息，真正的做到服务决策，发挥思想库作用。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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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积极开展植树活动 

又是一年春风绿，又到一年植树时。3月 13 日，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的统一部署下，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积极到鄂州市华蓉区庙岭镇体育局

水上运动训练竞赛中心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由于近几天天气阴冷潮湿，泥土含水量比

较大，这给植树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但这丝

毫不影响大家植树的热情，只见植树现场的

山头上人头攒动，锄舞铲扬，热闹非凡。大家

三五人一组，细致地种植好每一株树木。 

参加植树的同志们纷纷表示，植树是一项公益环保活动，既能美化城市

生态环境，又能增强生态意识，以后要多参加类似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十

八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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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图区域信息服务战略研讨与工作会议在武汉分馆召开
	国科图副馆长张志强调研武汉分馆情报研究工作
	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2013年
	科研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交流会举行
	NSTL东湖服务站走进水生所开展服务调研活动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应邀参加中国光谷激光产业座谈会
	武汉分馆专家应邀参加国际标准组织ISO/TC265工作会议
	NSTL东湖服务站荣获“2011年服务进步二等奖”
	和“2012年特殊贡献奖”
	武汉分馆荣获2011-2012年度武昌区最佳文明单位称号
	综合办公室举行政务信息写作培训会
	武汉分馆积极开展植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