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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重要讲话精神 

7 月 22 日下午，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中国科学院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武汉分馆全馆职工参加会议。 

会上，武汉分馆副馆长王卫兵宣读了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中

国科学院的重要讲话，副馆长刘德洪传达了学习

贯彻习近平和总书记视察中科院重要讲话精神

通知等文件精神。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视察中科院的讲话精神，大

家一致认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中科院工作取得的成绩，从全

局高度对解决我国科技发展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实现科学技术

跨越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统揽全局、语重心长，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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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科院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会议要求全馆职工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并与学习贯彻

中央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紧密结合起来，把思想认识更好地统一到中央精神

上来，把“四个率先”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创新 2020”跨越发展的具体实践

中，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开拓进取，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

创新型科技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同时要求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

责任感，以“一三五”规划为抓手，明确“三位一体”的战略使命，不断提

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思想，不断创造科技成果，不断培养造就创新人才。 

（综合办  供稿） 

武汉分馆《我国区域基础研究特点与竞争力对比分析研究》 

获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批准 

近日，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传来消息，由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情

报研究部副研究员马廷灿申请的 2013 年度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我国区

域基础研究特点与竞争力对比分析研究》获准立项。该项目将对我国区域科

技竞争力开展分析研究，为地区决策者、科研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在发展

规划、政策制定、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有效参考。 

马廷灿一直专注于知识产权情报研究、文献计量分析研究和科学评价等

研究领域，主持了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青年人才领域前沿项目“专利质量

指标及其在专利计量中的实证研究”，服务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评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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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年度 SCI&SSCI 论文统计分析”、中科院研究所评估专家质量控制研究

等多个项目；撰写了“CIGS 薄膜太阳电池专利分析”、“石墨烯专利深度分析

报告”等专利深度分析报告；多篇研究论文刊登在《Scientometrics》、《科

学通报》等科技期刊上。 

武汉分馆坚持中科院“优化发展环境，造就一流人才，坚持以用为本，

支撑创新跨越”的人才建设方针，通过提供优异的科研和学习平台，完善人

才培养机制，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出一批研究能力突出的青年创新人才，

为我院和国科图情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业务处  供稿） 

武汉分馆召开国际数学研究机构发展态势分析研讨会 

受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委托，7 月 1 日至 2 日，国家科学

图书馆武汉分馆国际数学研究机构发展态势分析研讨会在潜江召开，分馆情

报研究部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党委书记陈丹出席会议。会议由情报研究部主

任张军主持。 

为提高凝练分析能力，会议要求汇报时至多

用两张 PPT 来体现机构特色。会上，部门成员对

各自负责的涉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

斯等 15 个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知名数学研究机构

的发展状况作了汇报，包括成立背景、机构性质、管理架构、主要成果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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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式等。会议学术气氛热烈，大家积极讨论交流，互相印证，解决了调研

中发现的许多问题。 

陈丹在听取调研汇报后指出，深入了解国外数学研究机构的评价体系建

设，特别是对项目和人才的评价，对我国相关研究机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此外，他还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交流形式，提出应该在日常工作中更多地展

开类似讨论会，鼓励分馆同部门或跨部门成员之间，在工作方法、能力扩散、

问题解决等方面展开频繁、深入的交流和碰撞。 

（情报研究部  供稿） 

学科咨询服务部开展 2013 秋季下所前岗位练兵 

为迎接即将来临的秋季下所服务工作，7 月 26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学科咨询部开展了一

次岗位练兵培训与交流活动，由学科馆员张吉为全

体学科馆员做关于 EndnoteX7 新功能的介绍和培训。 

培训过程中，张吉介绍了在 PPT 中插入引用，Data 文件夹中论文文件的

个性化批量重命名等多项实用功能。他边讲解演示边答疑交流，与其他学科

馆员形成良好互动。学科馆员们都积极参与培训交流，发表个人见解，交流

培训活动有效提高了学科馆员掌握新知识的效率，推动了团队能力的提升。 

武汉分馆学科咨询部接下来将开展一系列下所前的岗位练兵活动，为更

好开展秋季到所服务做好充分准备。 

（学科咨询服务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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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研讨会在武汉分馆召开 

6 月 26 日，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联

合主办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研讨会在武汉分馆召开。中国科学院武

汉分院院长袁志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宋冬林等多名专家以及

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副主任、生物安全情报研究负责人梁慧刚等出席会议。 

会议交流了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发展趋势、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管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和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的发展方向等方

面的内容。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大家对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有了更系统的了解。 

袁志明指出，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生物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管理既要把握国际上发展的潮流，也要立足于我国

的具体实际情况；要从生物安全体系运行管理、实验室技术能力、人员素质

等方面加强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管理，有力地保障相关科学活动的顺利

开展。 

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自 2003 年起围绕我国生物安全问题以及国内外高

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运营、管理等内容开展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正在撰写《中国生物安全年报》等专著。 

（情报研究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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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研究员参加“数学研究的特色与资助”研讨会并做报告 

7 月 8 日至 9 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和天元基金学术领导

小组主办的“数学研究的特色与资助”研讨会在北京香山举行，中科院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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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议并做报告。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国际数学研究的组织和资助方式以及相关机构的管

理模式和特点，国家基金委数理学部领导以及来自美国 NSF 数理学部、纯粹

及应用数学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法国科研中心和国内各大数学研究机构

的院士专家 40余人参加了会议。 

张军的报告题为“立足前沿、面向需求、协力创新----国际部分数学研

究机构概览”，在归纳了 14个国际知名数学研究机构特色的基础了提出了国

际数学机构发展模式和特征，报告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其中部分观点

还引发了专家们的争鸣。基金委领导和委托单位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院长郭雷院士均认为报告总体质量高，希望继续深入调研。 

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在科研机构调研方面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方

法，作为主要编写单位之一参与的《世界主要国立科研机构概况》一书出版

后已获得各方面的好评。 

（情报研究部  供稿） 

武汉分馆专家参加科技领域云技术研讨会 

7 月 23 日，中科院科技领域云技术研讨会在太原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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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来自中科院网络中心 8个研究机构的领域云项目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国

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研究员张军和副研究馆员李崴应邀参加会议。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云计算与互联网环境下的协同研究；科研数据云存

储、处理与展示技术；团队科研文献追踪、管理与共享。会议期间，张军主

持了“团队科研文献追踪、管理与共享”圆桌讨论，李崴做了做了关于领域

云知识组织及数据分析等相关内容的介绍。 

“领域云”是结合院内各专业局或重大科研项目（工程）的需求，在以

网络环境、数据环境与超算环境三大应用环境的基础上定制和扩展的一批面

向专业领域的云服务应用。目前面向空间科学、全球变化生态学、煤炭高效

清洁利用等 8个相关科技领域云项目均已启动，武汉分馆将积极参与和支撑

相关建设工作。 

（情报研究部  供稿） 

江洪研究员为武大信管院学子做 

“面向科研、决策和区域发展一线的知识服务”主题报告 

7 月 15 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学生一行二十多人来到武

汉分馆开展实习工作，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业务处处长江洪研究员对学

子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给他们做了题为“面向科研、决策和区域发

展一线的知识服务”主题报告。 

报告会上，江洪详细介绍了武汉分馆在服务国家科技决策、服务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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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三个一线所开展的特色

知识服务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在报告中江洪指出：

分馆目前开展的一系列知识服务体现了专业图

书馆的未来发展趋势，得到了图书馆行业的普遍

认可，为正面临危机的传统图书馆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种种数据表

明，图书馆行业在开拓面向各行各业的知识服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座各位，作为图书馆专业的学生，要不断加强学习，增强创新意识，从危

机中看到契机，开辟蹊径，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随后，江洪与学子们就关心的话题展开了互动交流，并带领来访的同学

实地参观了武汉分馆的各个部门。访问结束后，学子们纷纷表示，此次的交

流访问令他们印象深刻，使他们对自己的个人职业发展充满了信心，他们将

更加努力的投入到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中去，争取成为行业领域内的精英。 

武汉分馆按照服务“三个一线”的模式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

力，其成就有目共睹。分馆将进一步围绕“一三五”发展规划，加快资源整

合，凝聚力量，努力建成一流的战略情报和知识服务中心，为图书馆行业的

发展，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业务处  供稿） 

李大钧副研究员为武大信管学子开展“文献资源编目”讲座 

为了让实习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增强动手能力，7月 17 日

下午，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学科咨询部副研究员李大钧为武汉大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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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实习生开展了“文献资源编目”讲座。 

讲座伊始，李大钧结合自身曾从事编目工作 25 年的丰富经验，灵活运

用各种案例为大家系统地梳理了《科图法》的编目规则，剖析案例由简入难，

讲解理论深入浅出。为了加深对文献资源编目理论的理解，她还和同学们一

起对比了《科图法》和《中图法》的差异，鼓励同学们在编目工作中做到“耐

心细致，精益求精”。此外，她还要求每位同学用一本新书现场进行编目实

践，并对同学们遇到的困难一一耐心讲解。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课程，气氛非

常活跃，同学们纷纷表示这种由案例出发的教学方式非常生动有趣。 

在同学们的热情要求下，李大钧还讲述了自己

在武汉分馆辛勤工作三十多年的经历和感受，她

告诉同学们，无论是在图书馆还是在其它信息中

心工作，都要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真诚为

用户服务。在图书馆工作这么多年，为读者服务，特别要提供“精益求精”

的服务的理念早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图书馆人的行动准则中。当同学们好奇学

科馆员的工作职责时，李大钧用朴实的语言和一张张记录详实的图表展示了

自己丰硕的工作成果。然而，最令李老师自豪的，并不是合作完成了多少科

研项目，协助搭建了多少学科平台，而是作为学科馆员，她为许许多多素不

相识的用户们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许多科研上甚至心理上的难题。 

原定为两个小时的讲座，在同学们的一再的追问下延长到 6 点才结束。

面对同学们的热情，李大钧一点不显疲惫，有问必答，不仅讲述了自己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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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涯，还为实习生介绍了一些文献管理软件、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和数据抓

取工具。参加培训的同学们纷纷表示，这不仅是一堂文献编目的理论与实践

课，更是一次生动、感人的图书馆职业生涯教育课，收获颇丰。 

（学科咨询服务部  供稿） 

武汉分馆举行新学科馆员培训交流会 

7 月 26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学科咨询服务部举行新学科馆员培

训交流会，新学科馆员代表周伯柱汇报了他在北京国科图总馆上岗培训的情

况，会议由学科咨询服务部主任吴跃伟主持。 

武汉分馆非常重视新员工的上岗培训，此次新学科馆员到北京进行了为

期三周的集中学习，由来自包括资源建设、情报研究、学科服务、信息技术、

信息服务等，几乎涵盖国科图全部职能部门的老师授课，对中科院文献信息

服务体系的最新状况进行了系统的诠释。武汉分馆参训的新学科馆员对每天

的培训都进行了记录，整理培训的要点和自身体会，在了解学科服务、情报

研究、资源建设的关键概念，学习常用工具和技能的同时，对围绕中科院科

研需求，面向一线服务一线嵌入一线的岗位要求有了深刻认识，并对职业发

展有了更清晰的定位。通过交流活动，武汉分馆学科馆员也了解了更多国科

图各业务模块的最新动态，尤其是服务平台系统的更新、情报研究的前沿进

展、资源保障的相关政策等，对学科知识服务的开展提供了必要及时的信息。 

此次交流也是武汉分馆学科咨询部不定期举行的内部学习活动之一，类

似的活动每年会举行十余次，对于提高团队凝聚力，推动知识分享，提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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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等方面效果明显。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武汉分馆学科馆员团队将再接

再厉，坚定学科知识服务的信念，继续为中科院科研工作保驾护航。 

（学科咨询服务部  供稿） 

信息服务部开展书库安全自查工作 

7 月 26 日，烈日炎炎，为杜绝安全事故的产生，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

馆信息服务部的安全员对书库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这次任务主要由钱华、

邓兵两位同志负责。信息服务部长期重视安全检查和督查自查工作，发现隐

患立即整改，有效保证了书库的安全。暑期是事故多发季节，信息服务部将

进一步加强安全工作和监督管理，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书库安全。 

（信息服务部  供稿） 

武汉分馆召开 2013 上半年信息宣传通报暨培训会 

为进一步加大信息宣传工作力度，规范新闻写作要求，7月 12 日，国家

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召开 2013 上半年信息宣传统计通报暨宣传培训会，党

委书记陈丹、各部门主任和信息宣传员出席会议。 

培训会上，综合办公室裴攀向与会代表通报

了 2013 年上半年武汉分馆信息宣传工作情况，并

从时效要求、编辑规范、报送规范和栏目要求等

四个方面做了武汉分馆信息宣传工作规范培训，

最后他以典型分析为例，通过对新闻稿修改前后的对比，分析了新闻稿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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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细节问题和错误。整个培训会气氛热烈，收效良好。 

陈丹作总结讲话。他指出，信息宣传工作是武汉分馆创新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分馆创新成就和事业发展的历史记录，是建设和弘扬创新文化的

重要载体，是外树形象的窗口和内聚人心的重要源泉。他强调，分馆接下来

的信息宣传工作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增强做好宣传信息工作的责任心和紧迫感。二是要加强新闻宣传的时效性，

抓住新闻“新”的特点，及时、高效上报信息。三是部室主任要切实负责，

认真对待，及时捕捉和上报各类信息。四是信息宣传员要不断提升工作素养，

不断增强自身工作能力，提高工作水平，写出更多高质量的稿件。 

（综合办  供稿） 

武汉分馆在第九届横渡东湖游泳比赛中喜获佳绩 

为了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 47 周年，7 月 16 日，武汉分馆代表队来到武

汉东湖之滨，参加由武汉植物园组织的第九届 7.16 横渡东湖游泳比赛，取

得了女子第二名、男子第六名的好成绩。 

比赛开始前，东湖畔便一片欢乐沸腾的景象。

选手们个个摩拳擦掌，舒展筋骨，做足赛前热

身运动，欲一展水上矫健身手，而来自各院所

的啦啦队也在一旁为选手们打气助威。上午 10点

整，比赛正式开始。本次比赛起点是磨山东南角（东湖刘备郊天坛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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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是武汉植物园湖岸中段，游泳距离全程男子约 1000 米，女子约 800 米。

随着一声令下，选手们纷纷跃入水中，平静的湖面瞬间被激荡起无数浪花。

只见选手们个个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有的如飞鱼般快速向前，有的则稍显

缓慢，但仍坚持不懈，你追我赶。现场拉拉队的呐喊声、欢呼声不断，整场

气氛高潮迭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拼博，武汉分馆参赛队员全部渡湖成

功，江洪和钱华分别获得女子组亚军和男子组第六名。 

（综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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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