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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到武汉物数所开展服务需求调研 

7 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

任张智雄、副主任江洪带队到中国科学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所开展服务调研。武汉物数所所长

刘买利研究员，党委副书记、副所长喻明以及所

长助理李发泉研究员，信息中心主任毛诗珍，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陈新晓，百

人计划曹更玉研究员及科研骨干、研究生代表等 20 余人参加座谈会。座谈

会由喻明主持。  

会上，张智雄以“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您身

边的文献情报中心”为主题，介绍了武汉文献情

报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心在服务国家、中科

院领导及研究所科技决策与科研创新中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他重点围绕武汉文献中心“十三五”发展定位，就如何更好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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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科研一线开展服务进行了阐述。他梳理了中心正在推进的工作情况，包括

环境改造和新型服务机制的建立，希望当面听取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对文献情

报服务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发挥中心的优势作用，为武汉分院及驻汉研究所

提供更专业、精准、普适的服务。学科馆员李印结介绍了近年来为武汉物数

所提供服务的情况。  

刘买利对中心的服务工作表示了肯定，希望能在科研机构竞争力、学术

论文评价上进一步完善评价机制和评价方法，科研信息动态监测系统能给研

究组提供精准监测信息。喻明对引进人才评估、大数据预测研究热点等方面

很感兴趣，科研人员及研究生代表就专利技术分析、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

文献资源订购、文献服务、图书馆环境改造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将在充分了解和掌握科研一

线信息需求的前提下，积极谋划创新信息资源体系和知识服务体系建设，全

面提升武汉文献中心的服务质量，推动中心在服务科研一线中快速发展。  

（学科咨询部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参加东营石油化工规划研讨会及发布会 

6月 27日，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执行副主任叶茂

一行赴东营参加东营石油化工产业技术发展研讨会及规划发布会。来自中国

石油大学、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的专家教授、以及万通集团、垦利

石化等石油化工领域骨干企业的负责人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东营市经信委、

科技局的相关领导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东营市科技局副局长李树坤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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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叶茂围绕东营的石油化工产业现状，

对东营石油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原则、发展

定位、发展目标、战略任务、重点发展领域及保

障措施进行了详细汇报，并首次提出了东营石油

化工产业技术路线图，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好评。专家听取了规划编制情

况汇报后，就石油化工产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关键技术和产业升级转型中的

主要对策展开了热烈讨论，在公共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引进、重点产品开发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在下午的规划发布会结束后，叶茂还与全市

26家石油化工企业技术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石油化工产业是东营的优势和特色产业，但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重，

加速石油化工产业技术转型升级，实现集约发展、绿色发展已迫在眉睫。武

汉文献情报中心产业技术分析中心自去年承担东营石油化工产业技术发展

规划编制项目以来，与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一起多次实地调研石化

企业，并通过专家访谈和查阅大量文献，高效高质做好本次信息咨询服务工

作，有效支撑东营市石油化工产业发展。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实地调研泉州智能装备制造产业 

6 月 23 日至 24 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执

行副主任叶茂一行赴泉州实地调研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主要拜访了

嘉泰数控、德源轴承、黑金刚自动化等地方领军企业，了解到他们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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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产品布局、远景规划以及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并就福建省发展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探讨。调研团队得到了企业高层

的热情接待，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泉州装备制造行

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也全程参与了此次调研。  

调研过程中，嘉泰数控的技术总监向调研团队

展示了公司面向“数控一代”的新型机床，并表

示公司下一步将在机械手、定制化装备、视觉控

制等方面加大研发和投入力度。在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前提下，通过加快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来推动产品的升级。

目前，该公司已成为泉州智能制造的“小巨人”领军企业。  

德源轴承董事长林德庆向调研团队介绍了该企业颇具特色的智能轴承

产品。林德庆表示，日后将积极推进该系列产品应用到国防军工、轨道交通

等领域。  

黑金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鞋业智

能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董事长阙小鸿在座谈中指出国家对中小规

模高技术企业的政策扶持还需进一步细化。另外，

对鞋厂生产线的智能化和自动化，中小规模鞋厂仍需提高认识。  

此次调研充分掌握了地方智能制造产业的一手资料数据，并且拓宽了武

汉文献情报中心与泉州智能装备研究所的合作空间。双方一致认为在资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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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和政府课题预研等方面要在原有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合作点，共同为中国

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支撑地方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到光谷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展服务需求调研 

7月 25日，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执行副主任叶茂一行前

往光谷智能制造产业园进行信息服务需求调研和交流。  

调研过程中，光谷智能制造产业园招商部部长

刘艳介绍了光谷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园区布局以及

招商情况。她指出，目前园区已成功吸引了包括华

星光电、天马微电子等领军企业入驻，总投资 240

亿美元的存储器基地也已动工。但出于产业园自身的定位需求，希望能借助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在智能制造产业咨询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研究实力，为光谷

智能制造产业园下一步的项目引进和产业规划出谋划策。叶茂表示武汉文献

情报中心在电子信息、机器人、数控机床、工业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汽

车等领域的产业情报跟踪和咨询上已经探索出了一些特色，也收获了一些经

验。作为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产业智库，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愿意为地方高

技术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双方还就国内光电子产业发展概况

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一致认为在新进项目评估、产业细分领域调研、产业

论坛举办等方面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近年来，武汉文献情报中心面向东湖高新区的 131产业积极开展情报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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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将产业情报、市场数据和一手调研资料深度融合，采用先进的研究

手段和产业分析方法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情报服务体系，先后完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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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组织出版了《光信产业情报监测与研

究月报》，深受用户好评。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供稿） 

湖南技术转移中心到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洽谈合作 

7月 15日，湖南省科技厅厅长助理、中国科学院湖南技术转移中心主任

王志友到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洽谈合作，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智雄，信息

系统部主任刘毅、副主任杨锐等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王志友围绕湖南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重点，创新传统院地合作

模式，积极推动中科院科研团队、优势资源、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移转化以

及湖南技术转移中心创新平台的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希望武汉文献中心能

够结合湖南省行业、产业特点开展合作，为湖南省的政府、地方和企业等不

同对象提供优质特色情报服务。张智雄结合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的特色服务介

绍了中心在战略情报研究、学科化服务、产业技术情报、特色平台和数据资

源积累等方面的优势。双方希望在科技查新、成果转移转化、知识产权管理

以及系统平台建设等多个方向形成优势互补，通过战略合作形成更大的成效。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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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到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访问交流 

7月 14日下午，中航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王浩伟研究员一

行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访问交流。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江洪、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执行副主任叶茂等与来访客人在四楼会议室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王浩伟首先介绍了中航工业特种

飞行器研究所的基本情况、业务结构及发展状况。

王浩伟表示希望能借助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开展

产业技术服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研究实力，帮助

他们解决核心技术设计及其管理的瓶颈问题，以期为研究所的业务领域发展

提供更好的思路。江洪表示，产业技术分析作为武汉文献情报中心面向区域

服务的发展重点，近年来积极面向地方政府、研究所及企业需求开展了一系

列的研究工作，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收获了一些经验，深受用户好评，希

望通过合作，将其持续发挥到为中航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提供产业技术咨

询服务中，为中航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的业务领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参加 

“行业创新态势监测与情报快报产品编制技术”培训班 

7 月 19 日至 21 日，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

争情报分会、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行业创新态势监测与情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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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产品编制技术”培训班在内蒙古包头市成功举办，来自各地各行业的研究

院、研究所、企业等 28 名学员参加培训会，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主任张智雄参加培训会并作报告。  

张智雄作了题为《网络科技态势自动监测的思

路及平台介绍——构建集约化、结构化的创新态

势监测服务新模式》的报告。学员们对网络科技

信息自动监测服务云平台表示了极大地认可，监

测平台不仅能真正利用到情报工作中，也为创新态势监测和情报快报编制提

供了新思路，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善平台的意见和建议。  

培训结束后，张智雄对为期两天的培训进行总结，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和

监测服务云平台的宣传与推广，进一步提升图情机构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

提升情报研究、决策咨询服务能力，提高知识服务能力，并对各位学员的参

与表示感谢，希望日后多多交流学习。 

（信息系统部  供稿）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乔晓东 

到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作学术报告 

为进一步让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员工深刻理解大数据时代数据情境、科研

范式、用户需求所发展的一系列变革及其对科技情报工作的深层次影响，7

月 27 日上午，中心特邀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乔晓东作题为“情报工程的概念提出与实践”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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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智雄、党委书记陈丹、副主任江洪和中心业务骨干

等参加了此次报告会。会议由张智雄主持。 

乔晓东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实践研究经验与体会，

从情报工程是什么，情报工程能做什么，情报工程

实践，情报工程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以及万方数

据的思考五个方面，对工程化思维下的情报研究理

念、科研模式、具体实践研究进行了系统深刻的剖析和诠释，分析了基于情

报工程思想解决情报问题时,如何从大数据开始，有效分析利用小数据的思

路，并对万方数据如何在基于科技资源优势之下有效推动情报工程化体系建

设提出思考。报告会上，乔晓东还与现场的同事就情报工程相关问题进行了

互动交流。  

会后，张智雄作总结讲话。他表示，乔晓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现了大

数据时代科技情报新思路，为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在“十三五”期间工作的开

展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他强调，在当前的大数据背景下，我们要结合自

身优势将情报工程化的重要思路应用到大数据服务平台发展战略中，有效支

撑科研人员、科研机构、政府及企业的科研活动开展、科研管理的规范化、

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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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洪为武大信管学院学生做主题报告 

7 月 15 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学生一行 14 人来到中国

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开展暑期实习工作，中心副主任江洪研究员对学子

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为他们做了“面向科研、决策和区域发展一线

的知识服务”主题报告。  

江洪详细介绍了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近年来面向

科技决策一线、面向科学研究一线、面向国家和区

域发展一线所开展的战略情报研究、学科咨询服务、

产业技术分析、信息服务以及技术平台和数据库建

设等领域的特色知识服务工作。江洪表示，大数据时代信息获取模式方式发

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图书馆迫切需要进行功能的转型升级，如何发挥图书馆

的功能优势，不断创新知识服务发展模式，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近年

来，武汉文献情报中心通过不断创新知识服务模式，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

了一些经验，已经形成了特色的知识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了科技智库的作用，

为服务国家科技进步、我院科技创新和区域产业技术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信

息支撑。她希望各位同学能好好利用这次实习机会，在接下来一个月的实习

期间，加强学习和研究，开拓视野，提升自我，为今后的个人职业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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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各个业务部门。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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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所著科普图书《新材料》荣获 

2016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作品 

7月 5日，从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获悉，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冯瑞华、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鞠思婷等人编著的《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系列丛书——新

材料》荣获 2016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作品称号。  

《新材料》从科普化、故事化、生活化、新奇化等角度带领公众进入神

奇的材料世界，详细讲述了高性能化工材料、高速存储的信息材料、高效节

能的能源材料、绿色可降解的环境材料、保障人类健康的生物医用材料、科

技尖端的航天航海材料、自我感知的智能材料以及可仿生的新奇材料等新型

材料的性能、技术进展、创新应用和发展趋势。 

（业务处  供稿）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积极参加武汉分院 

庆祝党建 95 周年暨长征胜利 80周年文艺汇演 

7月 1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暨红军

长征胜利 80 周年文艺汇演在珞珈山剧场成功举行。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

报中心组织表演了大合唱《救亡进行曲》、《红梅赞》和舞蹈《美丽中国梦》

两个节目，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中心党委对此次文艺汇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部署，并亲自参与演出，

各部门、各支部积极配合，广大职工踊跃参与，组成了在职职工 54 人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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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团队伍和离退休职工 13人的舞蹈队伍。中心在

职职工演唱的大合唱《救亡进行曲》，是一首富有

战斗性的进行曲，歌曲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不分

工农学兵商，团结一致，奋起求存救亡的爱国热

情和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职工们的合唱节奏刚劲

有力，仿佛一个个坚忍不拔、无坚不摧的战士。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

体的唱段，曲调朴实，职工们的合唱婉转优美，

让人们遥想起曾经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从中汲

取力量开拓更为美好的明。离退休职工表演的舞

蹈《美丽中国梦》，跳出了中国人民追求中国梦

的热情与奔放，舞姿优美、歌声嘹亮，现场演绎气势宏大，赢得了全体观众

热烈的掌声和赞扬。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此次文

艺汇演充分展示了中心广大党员群众的精神风貌，激励了广大党员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中心事业发展。 

（综合办  供稿） 
 

 

 

 

◆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 中国科学院武汉科技查新与检索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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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谷生物城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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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