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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院长听取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工作汇报 

1月 31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到武汉调研，并出席

了武汉分院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座谈会。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钟永恒、

党委书记陈丹、副主任刘德洪、副主任王卫兵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白春礼听取了院属在汉各单位“一三五”工作进展和“率先行动”

计划组织实施情况的报告。钟永恒做了“打造知识服务中心，率先建成高水

平科技智库”的报告,从武汉文献中心的概况、一三五规划及主要工作进展、

率先行动计划发展思路三个方面汇报了工作。  

武汉中心依据“用户为本、需求驱动、服务创新、支撑决策”的战略定

位，围绕建设“支撑科技决策的战略性前瞻性情报研究能力、嵌入研究过程

和研究团队的知识化服务能力、支撑国家与区域发展的产业竞争情报服务能

力”的三个重大突破开展工作。在服务科技战略决策一线方面，武汉文献中

心重点开展以先进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生物安全、专利标准情报研究、

科学计量与评价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等领域的学科情报和战略情报研究，

提供了科技动态监测、科技评价、前沿科学分析、科技政策与战略跟踪分析、

技术趋势分析等服务，形成了及时专报、半月快报、不定期专题报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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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跨年度报告的情报产品体系，呈交的多份研究报告被中办国办刊物采

用，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为国家和中科院战略决策和科研创新提供了强有

力的情报支持，发挥了国家思想库的作用。在服务科学研究一线方面，武汉

文献中心围绕科研一线新需求,面向武汉、南京、苏州、广州、深圳和三亚

的 26 个中科院研究单元开展学科咨询、信息素养培训、学科情报分析、知

识环境构建等全方位知识服务,为研究所“一三五”规划提供信息情报支撑，

围绕研究所学科发展提供学科领域态势分析，积极推动学科组平台建设，加

强院所协同，推动所图服务转型，有效支撑了研究所创新发展。在服务国家

与区域发展一线方面，武汉文献中心秉承用户导向、服务导向的发展理念，

面向全国科学院联盟、政产学研用、社会大众提供开放智慧服务，建设“中

科战略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打造由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经济与产

业技术数据库、信息平台、情报产品等组成的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信息监

测、产业技术分析、知识产权分析、产业发展规划、科技查新、企业素养培

训、文献资源保障、科普等服务，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用户认可和好评。  

白春礼充分认可了武汉文献中心的工作，对于武汉文献中心围绕科技决

策、科学研究、国家区域发展三个一线的知识服务工作表示满意，他说武汉

文献中心的工作很有特色，收看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的情报产品也很多，他对

武汉文献中心"建成高水平知识服务中心，成为高水平科技智库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率先行动计划发展目标表示肯定和赞赏，尤其点评武汉文献中心积

极支撑和服务国家智库建设开发的“高水平产业智库数据库及服务平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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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要做好”。  

钟永恒代表武汉文献中心表示将按照白院长的要求，扎实推进一三五规

划，认真学习贯彻院工作会议精神，服务新的办院方针，打造大数据的知识

服务中心，成为高水平科技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业务处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2014 年服务战略决策成果喜人 

近日，从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政务信息处获悉，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

情报中心 2014 年报送的政务信息报告 21 篇，其中 3 篇被中办、国办采用，

2 篇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10 篇被《中国科学院专报信息》采用，4 篇

被《领导参阅材料》采用。其中，《中科院专家关于美欧中“材料基因组”

研究计划分析及建议》被中办《专报》采用，并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美

国报告认为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发生变革性转变》被国办《专报》采用，

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美国推动制造业发展新举措》被国办《专报》采用。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以“服务为本，需求驱动，融入科研，支撑创新”为

宗旨，战略定位是开展面向“三个一线”——科技决策一线，科学研究一线

和国家与区域发展一线的服务工作，建成国内领先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中

心。在服务科技战略决策一线方面，武汉中心重点开展以先进能源、新材料

与先进制造、生物安全、专利标准情报研究、科学计量与评价及长江流域资

源与环境等领域的学科情报和战略情报研究，形成了以快报、政务信息专报、

研究报告、年报及专著为代表的情报产品体系，呈交的多份研究报告被中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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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刊物采用，并获得领导人批示，为国家和中科院战略决策和科研创新提

供了强有力的情报支持，发挥了国家思想库的作用。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召开领导班子届满经济责任审计进点会 

根据《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关于对武汉文献

情报中心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的通知》（科武院字

〔2015〕8 号）要求，2 月 2 日上午，中国科学

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召开领导班子届满经济责

任审计进点会。武汉分院党组副书记、纪检组组长尚纳新，审计小组成员，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领导、中层干部、科研骨干代表及纪监审干部等参加会议。 

会上，尚纳新介绍了此次审计的要求。审计小组组长刘芬对本次审计工

作的目的、意义、范围、内容和方式等作了详细说明。尚纳新强调，对中心

领导班子开展届满经济责任审计，主要目的是通过审计发现管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漏洞并提供诊断意见，为中心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支撑与服务。 

钟永恒表示，此次经济责任审计，是对本届领导班子任期整体工作的检

查和验证，中心要充分利用审计意见来加强管理，促进管理的科学化、民主

化、规范化，为中心落实“率先行动计划”和实施“一三五”规划做好保障。

陈丹强调，各部门要按照审计组要求，全力配合，及时提供客观、真实、准

确的数据资料和文档资料，确保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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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召开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培训会 

为充分做好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

进一步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的数量与质量，1 月 6 日下午，武汉

文献情报中心召开了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培训会。党委书记陈

丹及各部门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业务处处长江洪主持。 

江洪从 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体情

况、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注意事项以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新规则与新流

程三大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讲解。她详细分析了

2014 年度申请限项的新措施和主要特点以及在项目申请与评审中的注意事

项，重点介绍了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申请的新规定、资助方

式以及相关管理办法等，并结合 2015 年基金申报的特点详细讲解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申报新流程。她着重指出，在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和条件上，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项目要具有较强的创新性、重要的科学意义，

研究目标要明确，研究内容需恰当，总体研究方案要合理可行。随后,江洪

与参会人员就项目申请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最后，陈丹要求各部门充分挖掘潜力、强化意识，切实做好 2015 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工作，进一步提高申报质量，力争 2015 年我中心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上有新的突破。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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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组织参加院 2015 年度工作视频会议 

1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 2015 年度工作会议以视频会的形式召开。中国

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在六楼大会议室设立分会场，中心全体员工参会。 

会上，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中科院院长、党

组书记白春礼作的题为《系统谋划“十三五”改

革创新发展 扎实推进“率先行动”计划》的会

议报告，听取了中科院药物创新研究院、量子信

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中心、合肥大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关于研究所分类改

革试点工作交流报告，以及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关于中科院 2014 年度财务管理、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报告，学习了

白春礼的重要讲话。  

最后，中心主任钟永恒在分会场总结讲话中

指出，白春礼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清晰明

确，对中心以后工作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体员工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落实白春礼的重

要讲话精神。2015年的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工作将以“率先行动”计划为统揽，

坚持三个面向，四个率先，做好“十三五”规划工作，凝神聚力抓规划抓落

实，部署工作重点，形成核心竞争力。会后要求各部门结合发展现状积极组

织研讨，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在“三个一线”上找准自身定位及落脚点，

2015年争取重大任务，形成重大产出。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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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区域优势 做好文献保障服务 

               ——全文传递与馆际互借组召开工作讨论会 

1月 1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信息服务部文献传递与馆

际互借组召开了工作讨论会，小组全体成员参与讨论会。  

与会成员围绕 2015 年工作计划、创新点和实施办法进行热烈地交流，

畅谈对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文献保障服务未来发展的思考，积极探讨工作新模

式和新方法。针对来自院内外的严峻挑战，突出区域优势做好文献保障服务

工作将成为 2015 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讨论会提到的问题，小组的 2015

年工作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加强信息服务宣传，让更多人知晓、更

多读者使用、更多用户受益；二是降低文献信息保障的门槛，推出优惠政策，

给更多的研究单元便捷的用户体验；三是完善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员工的工

作热请和创新勇气；四是加强团队合作与学习交流，不断提升员工的业务素

质和能力，更好满足用户的新需要。  

（综合办公室  供稿） 

◆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湖北省科学图书馆  ◆ 中国科学院武汉科技查新与检索中心 

◆ 光谷生物城信息中心  ◆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文献信息中心 ◆中国科技网武汉网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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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