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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召开 2014 年党政正职述职述廉考核大会 

2月 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党政正职述职述廉大会在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六楼

会议室举行。会议由武汉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陈平平主持，武汉分院党组副书记、纪检组组长

尚纳新及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全体职工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钟永恒代表班子成员向分院领导及全体职

工汇报了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2014 年度工作。2014 年，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积

极响应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要求，围绕服务三个一线，夯实基础服务成

效，着力打造特色知识服务体系，多个方面主动出击，为圆满完成“一三五”

规划目标、有力支撑“四个率先”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略情报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有效支撑国家科技决策。面向国家和我院

的咨询决策建言献智，结合国际热点报送 21 篇对上专报，14 篇被中办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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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其中 2篇获国家领导人批示，积极参与国家科技智库建设；承担和参

与国家和我院战略情报支撑项目，服务科技部、发改委等国家部委，完成《CCS

示范项目知识产权、共享机制及技术转移研究》等多项研究工作，服务中科

院 “低阶煤”等先导专项、标准化、国家和院生物安全规划制定等工作，服务

研究所和地方发展，完成《各领域材料国际发展态势分析》等多份咨询报告。

出版《新材料前沿发展报告》、《生物安全发展报告——科技保障安全》等专

著，主持的《纳米》报告获得国家科技出版文献银奖，建立了新能源、新材

料与先进制造、生物安全情报研究重要品牌产品体系。 

深入科研一线服务科技创新发展，面向武汉、

广州、南京、苏州和长沙 24 个研究所和武汉、

广州 2 个研究生教育基地，持续夯实普遍服务，

服务科研用户人数达 6220 人次，下所次数、培

训数量等再创历史新高；努力拓展知识服务，嵌入研究所决策与科研过程，

重点支撑研究所“十三五规划”、“研究所评估”、“率先行动计划及研究所分

类改革”等重大决策需求，围绕研究所学科发展提供研究所竞争力分析、学

科领域态势分析等，提供各类分析报告 67份，课题跟踪 29项，编辑学科快

报 13种，积极推动学科组平台建设，开展建设项目 17项、建设平台 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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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国家区域发展，发挥产业咨询优势，服务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

发区等地方政府的决策需求，承担 2014 年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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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中介机构及技术交易合同调研与分析”、“湖北省知识创新体系建设计划

2015-2017”等多个项目，服务各类企业的战略规划及技术研发，开展了《武

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洋工程装备发展战略（2014-2016年）》等研究工

作，服务研究所的产业转移转化，面向武汉工研院、沈阳自动化所等几十家

科研院所的产业技术分析，完成了包括《武汉数讯科技与信息安全产业园可

行性规划报告》等数十份研究报告，服务湖南地区发展，建立中科战略产业

分析中心湖南分中心，围绕全国科学院联盟，深入服务武汉工研院、湖南省

科研院和安徽省科院，积极落实 “文献情报服务共享”合作协议，大力开

展知识服务，信息素质培训参与人次达 2000多，完成《武汉数讯科技/信息

安全产业园规划咨询》等十余项研究报告，得到相关省科院领导的高度认可。 

持续提升阵地服务品质，查新检索、文献传递等服务拓展、保障有力、

社会与经济效益再创佳绩，大力开展科学文化传播，举办科普展览等多个系

列科普活动，获得了中图协会“全民阅读先进单位”、“湖北省科技周先进单

位”、“全国科普日先进单位”等多个奖项，《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被评为 

“2014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信息资

源支撑，新材料、生物医药开放经济信息集成揭

示与服务系统已经开始服务，购进多种特色数据

库，建立特色资源保障体系；信息系统能力建设，

不断提升信息系统研发水平，形成以 CASIIP、LKMP、Argus等为主、个性定

制为辅的系列核心产品，打造安全可靠网络信息平台，实现网络系统高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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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运维。 

2014年，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开展了岗位聘用与岗位分级工作，招聘到岗

优秀人才 3人，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积极组织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研讨

会，推动学术交流；党建和创新文化建设方面：进一步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组织召开 2014 年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加强党支

部建设，推动党员教育；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针对重点防控内容制定流程图

及风险防控文档；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推动规范管理；丰富业余生活，增强

团队凝聚力。  

随后，全体职工现场对中心党政正职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无记名民主测评。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举行 2014 年表彰大会暨 2015 年新春联欢会 

羚羊挂角挑春色，喜鹊登枝报福音。2 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

报中心 2014年度表彰暨 2015年新春联欢会隆重

举行，全体职工共聚一堂，辞旧迎新，喜迎羊年

春节。   

首先，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全体职工参加了以

北京为主会场、武汉、兰州、成都三地为分会场的中国科学院 2014 年度总

结表彰大会。张晓林主任首先致新春祝词，并对 2014 年度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工作进行了总结，对 2015 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孙坦副主任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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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第 2期 总第 254期           主  办：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综合办公室                  主编：刘志刚 编辑：苏雪君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关于表彰 2014 年度“优秀部门”、“优秀团队”、

“优秀单项”和“优秀个人”的决定》，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学科咨询部荣获

“优秀部门”奖，武汉中心省科院服务团队荣获“优秀团队”奖，武汉中心

政务信息工作以及武汉中心生物安全战略情报研究服

务荣获“优秀单项”奖，吴跃伟、刘志刚、万勇、周洪、

汤怡洁、邵荣、王辉、郭文娟、马兰梦、赵晏强、陈妮

娜和裴攀等十二名职工荣获“优秀个人”奖。  

随后，武汉中心党委书记陈丹宣读了《中国科学院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关于 2014年度优秀奖励的通知》，先

进制造与新材料情报研究团队、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公司

激光产业咨询及发展规划编制团队和武汉文献中心借

阅服务与全文传递工作组荣获武汉中心 “优秀团队奖”，

李贞贞、苏雪君、尹婧婧、张敏、周伯柱等五位同志荣获武汉中心“优秀工

作个人奖”。钟永恒、陈丹、王卫兵、刘德洪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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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心四地职工通过视频互致问

候，共贺新年。  

表彰大会结束后，管理部门的开场舞《山含情水含笑》正式拉开了 2015

年新春联欢会的序幕。情报研究部搞怪的歌曲串烧、学科咨询部创意十足的

《学科 disco》，信息服务部动感的歌伴舞《小苹果》，信息系统部充满喜感

的《职场卸膊操》，产业技术分析中心青春活力的歌舞表演，第一党支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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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的红歌联唱，第二党支部幽默的小品《一站到底》，王璇妮宛转悠扬的古

筝表演《春到湘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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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高潮层出不穷，赢

得了观众们的阵阵喝彩，穿插在节目中的抽奖环

节更是掀起晚会的高潮。会上，大家还一起为 17名 2015年年龄整五整十的

职工集体庆生，并为寿星们送上了精美的生日礼物。最后、钟永恒代表领导

班子感谢全体职工一年来的辛勤努力，并勉励大家在 2015 年创造更加辉煌

的成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新春联欢会在喜庆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召开 2015 离退休职工茶话会 

2 月 12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2015 年离退休职工迎新

春茶话会在六楼会议室隆重举行，中心党委书记陈丹、副主任王卫兵及全体

离退休老职工欢聚一堂，喜庆新春佳节。茶话会由王卫兵主持。   

会上，王卫兵代表领导班子成员，从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2014 年重要工

作进展、2014 年离退休工作情况以及 2015 年工作计划三个方面向离退休老

职工们作了汇报。2014 年，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积极响应中科院“率先行动”

计划要求，围绕服务三个一线，夯实基础服务成效，着力打造特色知识服务

体系，多个方面主动出击，为圆满完成“一三五”规划目标、有力支撑“四

个率先”奠定了坚实基础。战略情报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面向国家和我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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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决策建言献智，14篇对上专报被中办国办采用，其中“美欧中材料基因

组研究计划分析”、“美国报告认为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发生变革性转变”

等 2篇获国家领导人批示，积极参与国家科技智

库建设，有效支撑先导专项，服务国家战略情报

支撑项目，服务国家部委，服务研究所和地方发

展，建立重要品牌产品体系；深入科研一线，服

务科技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学科化信息服务的创新模式，持续夯实普遍服务，

努力拓展知识服务，重点支撑研究所“十三五规划”、“研究所评估”等重大

决策需求；区域发展服务，开展院省合作，建设新型信息服务平台，服务地

方政府的决策需求，服务研究所的产业转移转化，持续做好阵地服务，大力

开展科学文化传播；技术提升服务，形成以 CASIIP、LKMP、Argus 等为主、

个性定制为辅的系列核心产品，全面支持我院超过 45 个研究所，网络服务

稳定高效。王卫兵还向老职工们详细阐述了中心的战略谋划、人才队伍建设、

创新文化建设以及离退休工作等几个方面的工作，希望离退休职工们离岗不

离心，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继续关心支持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的发展。   

离退休职工们对中心在 2014 年所取得的可喜成绩表示祝贺，对中心落

实老同志待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离退休活动、耐心细致的离退休日常服

务及为离退休职工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养创造良好条件

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 2015 年要一如既往的支持中

心的各项工作，共谱中心发展新篇章。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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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承办武汉分院 2015 年“迎新春”健身活动 

2月 11日，由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主办、中

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承办的 2015 年“迎

新春”健身活动在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室内篮球场

举行，院属在汉各单位 9支队伍参加了比赛。开

幕式上，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王卫兵为比赛致辞，袁志明宣布比赛开始。 

本次活动分为双人背靠背夹球接力跑+“保龄球”、幸运你我他游戏环节、

S型绕障碍接力赛+天旋神射手三个项目，这些项

目不仅考验每个人的速度、耐力、灵活性，更是

对团队合作精神的考验。比赛场地里，加油声、

呐喊声响成一片，每一次的投篮、运球都牵动着

队员们的心，每一个环节的接力都透露着默契，及时出现失误，队员们也相

互鼓劲。幸运你我他的投球游戏环节更是吸引了

到场职工的目光，大家自觉排成长队，踊跃参加，

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声

笑语。通过这些游戏环节，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得到了放松和快乐，同时也使大家进一步加强了沟通交流，增进了相互

了解。经过激烈的比赛，最终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水生生物研究所分别获得冠、亚、季军。 

活动得到院属在汉各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多位领导带队参加活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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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第 2期 总第 254期           主  办：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综合办公室                  主编：刘志刚 编辑：苏雪君 

家纷纷表示，通过组织开展职工健身活动，对增强职工体育健身意识，倡导

科学健身、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追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不断提高职工身体

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到武汉市科技局开展调研 

2月 3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业务处处长江洪与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副主任叶

茂等一行四人前往武汉市科技局开展服务需求

调研，受到了市科技局武汉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杜星球的热情接待。双方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为武汉市科技局开展

信息服务以及研究项目的合作事宜进行了座谈交流。 

交流会上，杜星球首先介绍了武汉市科技局以及武汉市技术市场的基本

情况。目前，武汉市技术市场正处于从起步走向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充分发

挥技术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从而加速武汉市

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更好的技术转移服务。杜星球表

示，希望借助武汉中心在开展咨询服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研究实力，以更好

的支持政府决策和实施。江洪表示，此次的洽谈合作正是中心发挥地方服务

的特点与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地方的服务与支持的表现，中心将一如既往，

高效高质做好信息咨询服务工作，为市科技局的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推动地方及区域合作，大力开展产业信息服务是武汉文献情报中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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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服务一线重点开拓的新型服务模式，也是武汉中心实施“率先行动”计

划的重要战略部署。与市科技局的合作正是武汉中心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又

一重要举措。 

（业务处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实地调研黄石东贝集团信息服务需求 

2月 6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业务

处处长江洪与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副主任叶茂等一

行三人在黄石市科技局卢辉庭主任的陪同下，前

往黄石东贝机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信息服务

需求调研，受到了东贝集团严坤主任的热情接待。 

调研过程中，严坤重点介绍了东贝集团的发展历程、发展路线以及市场

布局。严坤指出，目前东贝集团已成为全国压缩机行业的领军企业，但出于

集团自身丰富产业结构的需求，希望能借助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在开展产业咨

询服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研究实力，提出促进东贝集团产业方向调整的规划

方案，以更好的支持集团在新业务领域项目的决

策和实施。江洪表示，区域产业规划服务作为武

汉文献情报中心面向区域服务一线的发展重点，

已经探索出了一些特色，也收获了一些经验，希

望将其持续发挥到为东贝集团提供产业咨询服务中，为拓展集团的新业务领

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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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积极面向地方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区

域产业规划咨询服务，采用全方位的规划研究手段和产业分析方法，将产业

情报、市场数据和一手调研资料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规划服务

体系，先后完成了《温州生物材料与工程研究所学科发展规划》、《武船重工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规划》、《湖北省激光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武

汉数讯科技信息安全产业园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等多份咨询报告，深受用

户好评。 

（业务处  供稿） 

“奇妙的电世界”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与科苑社区共同举办科普活动 

  2月 12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与

武昌区科苑社区共同举办了“奇妙的电世界”青

少年科普活动，此次活动组织得力，策划精心，

吸引了三十多位小朋友及家长参加，小读者们参

观了武汉中心图书阅览室、观摩了科普影片《电的故事》。  

  在观摩会场，武汉中心业务处处长江洪向小

朋友们介绍了《电的故事》影片的内容及意义，

带领小朋友们走进科学的世界。影片精彩的视听

觉体验让小朋友们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科学发

明的奇妙世界。影片通过电实验的视角呈现出整个电世界和人类探索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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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程，深入浅出，轻松易懂。现场还组织快问抢答，边看影片边让小朋友

们加深理解。小读者们认真观看影片，还将自己的观点与身边小朋友交流与

分享，整个会场气氛热烈。家长们也表示，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更多些，内

容也更丰富些，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科学、认识科学、走近科学。  

武汉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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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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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处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到东亭社区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为了让结对帮扶的困难户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

日，2月 11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陈丹、副主任王卫兵

带队到水果湖街东亭社区为帮扶对象送温暖、献

爱心。 

陈丹亲切慰问了两名结对帮扶对象，细致了

解了困难职工的工作、生活情况，详细询问了他

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及住房等问题，并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陈

丹表示，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将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受助群众对中心领导给予的精神鼓舞和物质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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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第 2期 总第 254期           主  办：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综合办公室                  主编：刘志刚 编辑：苏雪君 

 “结对帮扶”已经成为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的一项特色活动，成为拉近

党群关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手段，是中心创建文明单

位的具体实践。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开展节前系列慰问活动 

2 月 9 日，在羊年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

心组织开展慰问活动，切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中心离退休职工和在

职的困难职工感受到中心的温暖，度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陈丹，中心副主

任王卫兵，业务处处长江洪等一行，深入中心十

几位老同志家中进行节前慰问。中心领导们每到

一处，都详细询问老同志们的身体情况、家人情

况、存在的困难等，并送上慰问品。陈丹表示，中心会全力以赴帮助解决老

同志们的困难问题，并叮嘱综合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员要切实开展敬老爱老活动，力所能及地为他

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对曾经为中心做出特殊贡

献的老同志们奉献出爱心和温暖。老同志们、困

难党员等纷纷对中心领导对他们的慰问表示感谢，并表示愿意为中心未来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热。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历来重视离退休人员和困难职工的生活问题，建立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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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机制，发放生活津补贴，此次系列慰问活动，是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贯彻落

实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出中心领导对孤寡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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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举行 2015 年迎新春趣味运动会 

为了丰富广大职工的生活，增强身心健康，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于 2 月 6

日举办了 2015年迎新春趣味运动会，同时也拉开

了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迎新年系列活动的序幕。 

此次趣味运动会共设双人背靠背夹球接力跑

+“保龄球”、“鲤鱼戏珠+小马过河”接力赛、幸

运你我他游戏环节、S型绕障碍接力赛+天旋神射手四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

考验每个人的速度、耐力、灵活性，更是对团队合作精

神的考验。比赛场地里，加油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每

一次的投篮、运球都牵动着队员们的心，每一个环节的

接力都透露着默契，大家时而因为紧张的比赛充满紧迫

感，时而被队员们滑稽的动作逗得开怀大笑，赛场处处

洋溢着欢声笑语。通过这些游戏环节，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得到了放松

和快乐，同时也使大家进一步加强了沟通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心和心的

距离也在和谐愉悦的氛围中变的更近了。 

经过三轮比赛，按照各参赛团队各项目总计时成绩排序，学科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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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情报研究部分别荣获 2015 年迎新春趣味运动会团队冠、亚、季

军，信息系统部、信息服务部、产业技术分析中心荣获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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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