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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图张晓林馆长、何林书记到武汉分馆调研 

9 月 10 日，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根据全馆统一部署，国家科学图书馆馆

长张晓林，党委书记何林及业务处副处长曾燕、

党务主管王春勇等一行到武汉分馆调研。武汉分

馆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业务骨干、青年员工代表等近 30 人参加座谈

会。会议由武汉分馆党委书记陈丹主持。  

此次调研活动是全馆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座谈会上，张晓林首先介绍了此次调研的目的：结合总分馆深入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的要求和方案，主要征求对全馆和中科院文

献情报系统做好对科技创新的支持的意见和建议、对总馆进一步支持分馆特

色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全馆进一步支持员工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及对全馆四

风现象的意见。与会人员围绕相关议题畅所欲言，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提

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以及在目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等。张晓林和何林

认真聆听，边听意见边与大家讨论，并全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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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林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随后传达了中科院副秘书长

潘教峰 8 月 26 在院文献情报能力建设专项项目汇报会上的讲话精神。国科

图作为科技创新的支撑服务单位，要坚持“牢记宗旨、强化责任，转变作风、

创新为民”，认清自己服务科技创新事业和科研人员的责任与使命，务实严

谨、扎实有效地不断提高文献情报服务能力。主要从认清国科图所处的发展

阶段、认清对国科图的发展要求、要考虑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推动发展及如

何推动发展等四个方面对国科图提出了要求。他指出，国科图还处于文献情

报模式发生巨变、文献情报机构必须进一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不断

探索和建立新模式新服务新机制，坚持需求牵引、技术驱动，与科研过程密

切融合、开放互动，打造新的模式、能力和优势；要深刻理解总书记提出的

对中科院未来发展“四个率先”的要求，结合对中科院四个率先的支撑服务

能力建设、结合率先建成一流机构的要求，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中找差距、

促发展；要认清挑战的严峻性，要有创新自信，要弘扬锐意改革的精神，通

过改革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开辟发展的新空间新途径。要从分析知识创

造、传播和利用链条的阶段特征、需求变化入手，研究和总结新的发展规律

和机制；要做好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优化应用支撑、发挥集聚

和倍增效力；要不断凝练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明确应用是目的、资源是基

础、工具是关键，要积极打造自己的先进工具、方法和服务系统，形成科研

人员可信赖和依靠的关键服务能力。要加强队伍建设，用好和发展好现有人

才队伍，继续优化人才结构，根据发展需要引进急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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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林表示，针对大家提出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对于能够马上改正的，

即刻制定整改措施，马上整改。对于需要时间整改的，也要积极推进，分阶

段向全馆干部职工汇报。他指出，“不想事，不做事，不急事，不成事，不

替大家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不替单位和个人的发展考虑，爱项目不爱

服务，爱大场面不爱细致活”时有表现。希望广大职工干部能够真正领会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精神，切实抓好“四风”建设。  

何林结合群众路线工作谈到，我们的服务对象是科技一线和科研创新，

国科图的服务“嵌入过程、融入一线、需求导向、用户驱动”十六个字是我

们的目标和工作定位及实现的途径和做法。要深刻领会文献情报发挥支撑保

障作用的特点，主动与科研人员交流，更加深刻的理解理解科技创新的特点，

理解科技创新的过程，理解科研人员，善于把握科技创新的“天时”，发现

科研人员的“天时”，抓住时机，不仅要对过去作总结，更要通过新的手段

和新的工具从信息情报角度去预测科技的未来发展，更好的为科技创新服务。  

陈丹在总结中指出，在四个半小时的座谈会中大家积极发言，共为国科

图未来发展献言献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张晓林馆长、何林书记一路风尘

仆仆，一下车就赶到武汉分馆开展座谈，以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武汉分

馆将进一步牢记宗旨、强化责任，转变作风、创新为民，了解科研所急所需，

服务上一层楼、支撑更有效、发展更有力，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真

正落在实处。 

（综合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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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与武汉高科医疗器械园洽谈合作 

9 月 26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业务处处长江洪和分馆产业技术中

心工作人员访问了武汉高科医疗器械园（以下简称医疗器械园），与经理耿

学涛、主任王翀就开展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座谈。 

耿学涛介绍了医疗器械园建设的相关情况。医

疗器械园从 2010 年动工建设，至今三年时间，聚

集了数十家行业领军企业，有近 10个“3551”人

才项目落户园区，设施优良的生态产业园区雏形

初现。但随着园区内企业和工作人员的日益增多，信息服务需求也日趋迫切，

迫切希望武汉分馆能够在医疗器械园设立信息服务站点，协助园区科技文献

资源建设，共同探索发展模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江洪表示，武汉分馆作为中南地区最大的科技图书馆和技术力量雄厚的

信息中心，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服务经验，对医疗器械园提出的合作意向

十分支持。目前企业对信息资源服务方面需求较大，武汉分馆在这方面有基

础、肯投入，拓展了面向高新技术园区和国家创新主体的信息服务，并支持

地方科技文献平台建设，有很多企业服务的成功案例，希望能与医疗器械园

开展多方面合作。下一步双方要深入研究开展合作的层次和规模问题，同时

要分轻重缓急，选好突破口，一件一件地办，把双方的合作落实到实处。 

会谈结束后，江洪一行参观了科技展厅、培训报告厅、器械园园区等。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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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正式推出中科院集成信息平台 CASIIP3.0 

为进一步提升研究所科研一线的知识组织、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能力，

9月 11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在中科院广州能源所调研期间，正式推

出中国科学院集成信息平台 CASIIP3.0。 

中国科学院集成信息平台 3.0 是针对研究所、项目组和科研用户建立知

识管理、交流与共享的需求而设计的综合科技信息管理平台。它在服务科研

方面有着强大的便捷性：一是支持同时构建多个并行的科研社区知识环境，

用户可根据科研需求自行规划设计平台栏目，有效发现和组织信息资源；二

是实现了主从模式下的科研社区信息发布与推送、交互服务与资源定制、知

识文档管理与共享，能够快速有效建设面向研究所、项目组、科研团队的群

组知识平台；三是将客户关系管理、工作流程管理、知识文档管理等科研工

作中现有的应用无缝地集成到一起，满足用户之间知识积累和共享的需要；

四是支持 RSS 科技信息自动采集，自主构建各类专业领域科研信息库，方便

地进行知识内容的采集、加工、组织与发布服务。  

武汉分馆在科研知识环境建设和服务领域不断探索，具有独特的优势，

与研究所和总分馆之间的合作富有成效。CASIIP3.0 的正式上线将为研究所

提供一个更加高效安全的系统平台，同时也为武汉分馆更好的服务科研一线

带来了极大便利。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和中科院武汉物数所已率先对中国科学

院集成信息平台 CASIIP3.0 进行使用，针对研究所课题组实验室需求，建立

个性化的学科群组集成知识平台，逐步建立和形成研究所知识服务网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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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和丰富研究所个性化知识服务能力。武汉分馆也将通过不断地打造更完善、

更先进的集成信息平台产品系列，全面提升和丰富研究所知识服务能力。 

（信息系统部  供稿） 

武汉分馆张慧婧参加第十九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 

9 月 25 日至 27 日，由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SCIC）和北方

科技信息研究所（NISTI）共同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在福建泉

州召开。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张慧婧博士作为代表参加此次年会。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们对竞争情报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期

共同推动数据洪流背景下情报研究工作更好更快发展。来自上海宝钢、中冶

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中国南方电网等钢铁、汽车、船舶、化工、通信、电信以及电网等不同

行业的大型企业与大家分享了本行业的竞争情报实践。武汉分馆张慧婧向部

分参会企业代表介绍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的战略定位及主要业务，并发放了

相关宣传资料。武汉分馆的研究成果和工作获得了企业代表的肯定。 

此次年会以“大数据时代的竞争情报服务”为主题，通过主题报告、专

题讲座、互动论坛、学术论坛、成果工具展示、主题餐等多种形式，为与会

代表提供了一个竞争情报学术研讨和实践经验交流平台。年会共有 18 位专

家学者、行业嘉宾先后作了报告，全国企业界、咨询界、学术界的领导、学

术专家和从事具体情报工作的竞争情报实践者约 200 名代表参加此次盛会。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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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它们一个家”环保专题报告成功举办 

9 月 13 日下午，由国科图武汉分馆和武汉分

院科普团队联合举办的环保知识讲座在武汉市开

发区新城小学二楼报告厅举行，中科院武汉岩土

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小春为了题为“请给它们一

个家”的环保讲座，来自武汉新城小学各年级的300多名小朋友参加报告会。 

李小春利用大量的影像资料如动画、电影等多媒体展示形式，从大气系

统基本概念到当下国际对气候变化的对策等方面生动的阐述了相关知识，带

领大家一起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我们这一代该如何作出应对措施。

李小春在报告中指出，由于人类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忽视对环境污染采取对

应措施，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对自然平衡系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报告生动的

讲解、震撼的图片和科学有据的数据深深的吸引了现场的听众，更加带动了

青少年朋友的强烈共鸣，大家踊跃提问问题，询问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

以及我们该如何改善气候变化所带来等方面的问题，李小春一一耐心作答。 

武汉分馆作为湖北省科学图书馆和湖北省科普教育基地，承担着传播科

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重要职责。此次讲座，

从前期策划、准备到现场组织，武汉分馆工作人员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武

汉分馆将继续不定期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展览、讲座，发挥自身资源优

势，大力推进科学文化传播工作，科普惠民。 

（信息服务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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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组织观看电影故事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9 月 11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党委组织全馆党员干部 50 余人集

中观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影片以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国遭遇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庄稼

几乎颗粒无收和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背景，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到革命老

区河北邯郸武安伯延考察调研，在四个昼夜与当地村里农民间发生的故事。

影片用真实的画面、朴实的语言再现了周恩来总理始终心系百姓、忧国忧民，

的伟大情怀，将一代伟人的形象生动、鲜活地展现在银幕上。影片感人肺腑、

催人奋进，让人深受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 

观影后，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影片通过发挥艺术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让大家深刻地领悟到如何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去解决

“四风”问题，去更好地实现为民务实清廉。大家决心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足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将在活动

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动力，以优异的工作业

绩回报党组织的培养和关怀，为加快建成“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文献情

报服务机构，为科技决策和科学研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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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