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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致辞

2012年，面对新的需求和任务，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武汉分馆按照“一三五”规划要求，坚持面向三个一

线，以服务为本、用户至上为宗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敢当人梯，敢为人先，努力开拓，在情报研

究、学科化服务、院地合作等多个领域各项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一年来，武汉分馆情报研究建制性参与并支撑了我院材料和低阶煤等多个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服务于生物安全领

域、《世界能源材料发展指南》编制、高参数燃煤发电十三五战略研究、ISO/TC265的碳封存和捕获技术国际标准化的

工作等多项国家级战略研究咨询活动，继续坚持与相关领域管理部门、创新单元的刚性耦合与联动机制，完成了以《世

界材料科技发展报告》为代表的重要产品，着力研究开发情报研究方法和工具，支撑科技创新和科技决策的文献情报服

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学科化服务普遍服务进一步夯实、知识服务全面拓展，各项服务指标再创新高。针对研究所

“一三五”创新发展开展竞争力分析，围绕研究所学科发展提供学科领域态势分析，围绕研究所技术与成果转移转化需

求提供产业技术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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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满意度不断提升；信息系统

服务能力建设持续强化，以IIP为代表的用户平台进一步优化，有效支持知识服务和科研管理能力提升，打造安全可靠网

络信息平台，实现网络系统高效管理与运维；坚持全年365天开放阵地服务，资源建设、文献借阅、全文传递、馆际互

借、IC室服务和查新检索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服务品牌建设、核心产品打造及服务产品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继续完善面向高层领导的区域发展战略情报服务，深入服务政府、企业促进社会发展，出版专著《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材料报告》，完成《高新技术快报》、《激光产业技术分析报告》等咨询报告，取得显著成效，受到湖北省政府、武

汉市政府、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欢迎，武汉分馆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建设通过专家论证，成为中国科学院湖北产业技

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组织建设的公益性服务平台之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建立了严格的考核机制，实现人员合理流动的

淘汰机制，提升人才队伍质量，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党建活动，巩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荣获党建先进单位；创新文化建设深入人心，成效显著，顺利通过

2012年湖北省省级文明单位评审。

2013年，武汉分馆将进一步围绕分馆”一三五“规划，明确目标，加快改革，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努力建成一流

的战略情报研究和知识服务中心，努力达到三满意一认同。

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武汉分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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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馆简介

1.2 领导班子

1.3 组织机构

1.4 “一三五”规划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又名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 中国科学院武汉图书馆，以下

简称“武汉分馆”）又是湖北省科学图书馆，是中南地区最大的科技图书馆和技术力量雄厚的信息中心以及

中国科技网（CSTNet）武汉网络分中心，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科技查新咨询中心和湖北省查新咨询服务分中

心。武汉分馆坚持立足中南、面向全国、开放联合，重点服务于先进能源、新材料和先进制造、生物安全及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等学科领域和中科院中南地区研究所的科研创新。拓展了面向湖北“两型”社会建设和

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范围，利用优势文献信息资源和服务，建设了“湖北省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中心”。拓展

了面向高新技术园区和国家创新主体的信息服务，与中国光谷共建了“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文献信息中

心”，与湖北省产业与育成中心共建“产业技术分析中心”，并组织关键情报研究，支持湖北省科技规划的

制定和地方科技文献平台建设。

武汉分馆阅览楼和书库面积10000平方米，信息资源丰富，截至目

前，馆藏文献230余万册。其中，中文现刊10000多种，外文现刊9000多

种；外文数据库84个，中文数据库9个，自检数据库12个，专业门户网站

15个。武汉分馆坚持全年 365 天8:00-21:30 开门服务，全部馆藏面向社

会开放服务，形成“查、阅、借、藏”一体化模式。

服务战略决策一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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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年报及专著

为代表的情报产品体系，呈交的研究报告多次被中办国办刊物采用，并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为国家和中科

院的战略决策和科研创新提供了坚强情报支撑，发挥思想库作用。

服务科学研究一线。在做好借阅服务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实行学科馆员制度，深入研究所

开展如学科咨询、信息素养培训、学科情报分析等全方位服务。同时坚持以技术提升服务，研究和开发的以

“交互式集成信息服务平台”为代表的信息工具和平台在20多家研究所图书馆应用。

服务区域发展一线。武汉分馆是东湖开发区科技信息服务中心、光谷生物城信息中心(驻园服务)，秉承用

户导向、服务导向的发展理念，建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经济数据库、信息平台、情报产品和完

善的服务体系，为各级政府和产业发展提供了信息监测、产业分析、知识产权分析、科技查新、企业素养培

训等服务；承建了生物城信息网、生物城人才网，完成了生物技术产业相关报告，开展了普惠社会的文献信

息服务等，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用户充分认可和好评。 

武汉分馆以人为本，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努力营造“目标远大、管理规

范、甘当人梯、敢为人先、竞争向上、生动活泼、团结和谐、服务高效”的

图书馆文化，营造和谐奋进的精神氛围，努力做好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改革

创新持续发展，推动武汉分馆的全面发展，成为“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

知识服务中心。

1.1  分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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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三五”规划

 一个战略定位 

三个重大突破

五个重点培育发展方向

按照“服务为本，需求驱动，融入科研，支撑创新”的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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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10年内建成有机嵌入科研与决策过程的新型知识服务体系，建成国内领先的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中心，为科技创新提供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服务。

1. 重点突破支撑科技决策的战略性前瞻性情报研究能力,在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生物安全、标准与

知识产权分析等领域建立权威和普惠的战略情报服务体系。

2. 重 点 突 破 嵌 入 研 究 过 程 和 研 究 团 队 的 知 识 化 信 息 服 务 能 力 ， 实 现 研 究 所 一 线 文 献 情 报 服 务 的 全

面转型。

3. 重点突破支撑国家与区域发展的产业竞争情报研究能力，建立支持区域创新集群与产业发展的全谱段

需求的区域科技信息服务能力。

1. 科技与经济态势监测与集成分析的方法、工具与平台

2. 数字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发现工具与平台

3. 社会经济市场等综合信息资源体系建设

4. 形成武汉分馆特色的科学文化传播

5. 广泛开展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培训与信息素质教育

1.2  领导班子

1.3  组织结构图

馆          长：钟永恒（兼任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

党 委 书 记：陈    丹

副   馆   长：王卫兵

副   馆   长：刘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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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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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重点培育发展方向

按照“服务为本，需求驱动，融入科研，支撑创新”的宗旨，面向科技决策一线，面向科学研究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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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 点 突 破 嵌 入 研 究 过 程 和 研 究 团 队 的 知 识 化 信 息 服 务 能 力 ， 实 现 研 究 所 一 线 文 献 情 报 服 务 的 全

面转型。

3. 重点突破支撑国家与区域发展的产业竞争情报研究能力，建立支持区域创新集群与产业发展的全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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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与经济态势监测与集成分析的方法、工具与平台

2. 数字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发现工具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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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形成武汉分馆特色的科学文化传播

5. 广泛开展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培训与信息素质教育

1.2  领导班子

1.3  组织结构图

馆          长：钟永恒（兼任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

党 委 书 记：陈    丹

副   馆   长：王卫兵

副   馆   长：刘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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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业务工作

06 2012 Annual report

2012年，武汉分馆情报研究建制性参与并支撑多项国家级战略研究咨询活动和中科院多个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权威核心情报研究产品研发获得突破，情报研究方法和工具开发取得较大进展。

2.1  情报服务

 2.1.1  能源领域情报服务

深度参与国家能源战略规划研究  

2012年，承担了多项来自科技部、国家能源局的

能源领域战略规划相关研究任务，直接嵌入国家层面领

域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包括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材

料发展指南》编制以及科技部“高参数燃煤发电十三五

战略研究”等工作。

重点服务院战略性先导专项

承担了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 “低阶煤清洁高效梯

级利用关键技术与示范” （A类）项目八子课题5。同

时针对煤炭专项在知识产权关键问题分析方面形成了长

期持续性支撑，今年完成的《煤基气化关键技术知识产

权态势分析报告》获得专项副总工程师的积极评价。为

筹划中的储能先导专项提供了《规模化电力储能技术分

析》，得到高技术局局领导的肯定。

持续支持专业局及能源科技创新基地战略研究

已经形成与高技术局和能源科技创新基地的刚性

联动情报服务机制，及时、高质量完成了下达的各项任

务，重点包括储能、太阳能、核能、氢能方向科技进

展、数据统计等，对能源基地的组织管理工作中起到了

支撑作用。
研究报告

路线图解析报告

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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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新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情报服务

完成《世界材料科技发展报告》核心竞争力项目，打造新材

料情报研究精品。报告的产出为后续产品的开发积累了宝贵经

验，也对其他领域的产品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服务院战略规划和决策，深度支撑材料先导专项。深度参与

先导专项前期申请、立项等情报服务工作，多次得到院高技术局

和材料化工处的赞许和表扬。

完成纳米和新材料科技报告两份，拓宽产品形式和方法，得

到了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领导的充分肯定。

参与《国家能源材料发展指南》编制，服务部委战略规划。

与中科院过程所、物数所等研究所建立技术咨询工作，取得

良好成效，获得对方的肯定和赞许，为与其他所的合作奠定基础

和做出良好的示范。

 与院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向企业、军工方向拓展。开辟了

新的用户市场和研究方向，积累了服务大型企业的经验。

2.1.3  生物安全领域情报服务

顺利完成了《生物安全年报2011》的研究工作。

参与《国外主要国立科研机构概况》的书稿出版工作。

继续参与中国至2050年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之

国家和公共安全领域发展路线图的研究工作。

完成人口与健康路线图中生物安全与传染病研究的调研报告

和2011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报告。

参加院规划战略局组织的“国家安全领域科技发展态势与面

向2020战略选择”和“人口与健康领域科技发展态势与面向

2020战略选择”以及未来十年国家安全科技发展趋势和建议研究

报告（生物安全篇）和未来十年人口与健康科技发展趋势和建议

研究报告（传染病篇）的任务。

研讨会现场

分析报告

成果

2.1.4  标准分析情报服务

持续深入开展方法分析，不断推进创新与实践，

形成核心服务支撑技术。承担国家基金项目和中科院优

秀人才择优支持项目。

策划多种情报产品，构建核心产品和服务，服务

成效不断展现。设计和完成了《标准信息检索和分析》

的初稿，完成12期《标准化信息快报》编发，《中国

科学报》采用率达到8.8%，受到包括国标院等众多领

导的关注。

多 次 参 加 由 发 改 委 、 国 标 院 主 持 的 对

ISO/TC265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战略研讨，有效服务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二 氧 化 碳 捕 获 和 封 存 技 术 委 员 会

（ISO/TC 265），服务层次不断提高。

 服务我院研究一线，有效推动武汉病毒所中法国

际合作项目的进展。

2.1.5  科学计量与评价服务

提出的新指标和新分析思路在先导专项知识产权

态势分析、学科领域专利技术深度分析等多份知识产权

分析报告中得到采用。

年度专利深度分析报告“CIGS薄膜太阳电池专利

分析”对专利分析方法进行了新的探讨，首次开展了基

于美国专利的技术转移分析。

对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评估工作的支撑力度不断提

高，与院评估中心的合作不断加深，在完成“中国科学

院2011年SCI & SSCI论文统计分析”、“高层次科学

家对科学的贡献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正在开展中科院

研究所评估专家质量控制研究工作。

积极参与完成新增能力项目、中国工程院电子信

息学部咨询课题“泛在信息化智能制造”、《国家能源

材料发展指南》编写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

研究成果

论文

专利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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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开展学科情报研究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项目和产品在支持研究所创新发展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完成学科情报服务产品30多项，跟踪

课题20多项。有效支持了研究所“一三五”国际评估，为科研用户了解学科领域态势、项目申请、组建科研

团队等科研活动提供支持；为科研技术与成果的产业化战略布局提供重要参考，人才背景深度分析为研究所

引进人才，建立高水平的科研团队提供参考。

2.2.3  用户信息环境建设

始创于武汉分馆的学科组个性化信息平台建设正朝着规模化发展，2012年新建学科组平台35个，成为宣

传学科组科研活动，集成特色信息资源和团队交流的重要的个性化信息环境；为全院建设学科组平台建设项

目提供培训和咨询，有效支持和带动全院学科群组平台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

2.2.4  积极推动研究所建立新型的服务模式

       动员研究所图书馆等相关部门积极参加国科图举办的各种服务能力培训；为研究所图书馆服务工作提供

咨询和服务；协同研究所申请国科图服务项目18项，支持研究所探索和实现服务创新；协同深入科研过程开

展知识服务提升所图服务能力，指导所图调整资源建设结构，推动所图向数字化、知识化服务转型，服务能

力不断提升。

2.2.1  通过培训与咨询为科研用户提供泛在的服务保障

围绕研究所“一三五”开展服务需求调研，积极策划嵌入研究所决策层面的服务；建立全方位的用户能

力提升机制，用户信息素质显著提升；融入用户环境为用户提供参考咨询服务，确保用户随时随地获得信息

帮助。2012年培训用户3899人次，服务科研用户4853人，解答用户问题5959个，服务指标再创新高。

武汉分馆学科馆员承担着武汉、广州、南京、苏州、长沙23个研究所和2个研究生教育基地的学科化服

务工作。2012年学科馆员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持续深入科研一线，创造性的开

展服务，以优质的服务赢得用户普遍赞誉。

2.2  学科化服务

武汉病毒所培训 广州地化所培训

2012年新搭建的部分学科组平台

研究所协同培训 特色分馆建设方案研讨会

有效支持研究所“一三五”评估

学科情报服务产品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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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加强信息系统能力建设，有效支持知识服务能力提升

提供优质IIP、XKE技术支持，面向研究所科研一线需求持续深化群组知识平台服务。2012年，信息系统

部以支持专员形式协同相关单元为研究所提供IIP和XKE平台构建、需求配置、技术培训、软件更新升级、服

务功能设计，以及建设流程规范等全面的技术支持服务，建设全面的技术支撑保障服务体系，支持各项目组

完成群组平台可持续能力建设。  

完成武汉分馆核心竞争力系统研发，协同完成科技与经济情报信息监测分析系统阶段性开发建设和武汉

分馆机构知识库建设。

深入武汉，广州，南京地区十多个研究所开展知识环境建设用户需求访谈,促进我院科研用户个人和群组

知识环境建设中知识化服务水平提升。

XKE持续优化完善——支持构建视频库CAS-IIP2.0应用效果

技术、经济、行业和社会检测系统示范效果分馆机构知识库

深入广州地区研究所调研 与南京地区研究所科研人员交流

2.3.2  打造安全可靠网络信息平台，实现网络系统高效管理与运维服务

      加强用户沟通和技术交流，不断提升团队技术水平。

巡视机房运行环境，做到7×24小时的有效监管，完成CNGI项目全部设备的购置和部署工作，实现 协议

全网畅通，有效保障重点时段网络和重点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全面保障“十八大”期间网络和重点信息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ARP系统正常稳定运行，网络信息平台服务安全可靠。武汉分中心在有效完成各项运维

和服务工作同时，积极配合总中心，协调各方，努力为用户争取正当利益和权益。2012年中国科技网武汉分

中心尽职尽责，成绩显著，在年终评比中荣获优秀分中心，是全院仅有的两个优秀之一。

强化网络安全管理，运维团队坚持专人制度化监控

ipv6

为国家平台、情报研究、学科化服务、区域服务等开展全面技术支持。完成STKOS科技知识组织体系共

享服务平台子课题阶段建设和开放查询和推理接口建设方案；扩展与优化战略集成平台二期定制化通报工

具；正式开通使用中国科学院一线文献情报服务水平监测平台；较好地承担了NSTL武汉东湖服务站的管理和

维护工作， NSTL武汉东湖服务站运行保障情况良好；开展标准信息管理和分析系统研发，有效支持了情报

标准信息的研究。

信息集成服务平台定制化通报工具 一线文献情报服务水平监测平台

标准信息管理和分析平台 NSTL东湖服务站平台

持续强化信息技术服务能力建设，积极完成承担的研发项目和技术服务工作，为用户提供高效的信息系

统支持服务。“科技网武汉分中心”运行良好，成绩显著，得到广大用户认可。

2.3  信息系统服务

12 2012 Annual report

Vmware技术交流会 科技网优秀分中心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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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文献资源建设

完成全馆一三五项目《技术、行业、经济和社会综合信息资源内容调研与遴选标准研究》和分馆核心竞

争力项目《技术、市场和经济资源建设》项目；

成功申请到院规划战略局数图二期项目《开放社会经济信息集成揭示与服务系统》;

除了加强纸本资源的保障外，遵循“需求、效率、特色、发展”的原则，根据分馆核心竞争力打造和服

务生物城区域特点，引进《同花顺数据库终端》、《米内网》、《WIND数据库经济终端》、《CNKI年鉴数

据库》和《CNKI统计年鉴挖掘版》等数据库，以满足特色领域资源保障建设。    

业务进展

Achievements
2012  Annual  report

2.4  文献信息服务

14 2012 Annual report

2.4.2  全文传递和馆际互借

 初步形成区域服务联合互补的格局。利用CSDL、NSTL服务平台和其服务网，为用户建立起以武汉分馆

为核心，利用区域资源快速满足用户文献需求并提供文献保障服务，形成初步的可操作的互助平台。2012年

全文传递和馆际互借数量、人员、满足率均较以前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

提高文献信息服务层次面对用户各种各样的需求，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开展定题服务、论文相似性

检测服务以及其他专题文献检索服务。

2.4.4  查新检索服务

       作为中南地区查新检索的知名品牌，2012年武汉分馆查新检索中心加大面向地方区域服务力度， 加大强

核心、大网络运行管理机制建设力度，各项业务工作较上年均有较大增长，数量与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全年

完成查新876项，收引检索达到2095次，得到了用户的广泛认可和肯定。

2.4.3  研究生信息服务

       坚持全年365天开放（8：00-21:30)，提供优质服务。2012年，顺利完成图书标色、图书倒架等工作，

重新调整阅览室布局，优化阅览室环境。全年研究生信息交流学习室接待到馆读者 18910  余人次，接待上

级读者 2488 人次，新开设研究生账户 45  个。继续联合总分馆共同组织开展特色服务，包括视频讲座(培训

14 次)、图书联合采集、有奖征文等。

2012年，武汉分馆文献信息服务继续坚持全年365天对外开放，紧密围绕国家、中科院、区域发展的需

求，在服务品牌建设、核心产品打造以及服务产品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资源建设、全文传递与馆

际互借、研究生信息服务和查新检索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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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2年文献传递服务统计

时间 接受数量（内/外） 发送数量（内/外） 备注

2005 588；586 586；116 综合数据

2006 794；779 728；168 CSDL和内数据

2007 1258；1409 1001；356 CSDL和内数据

2008 1529；1509 1203；263 CSDL和内数据

2009 1661；1653 1509；1502 CSDL和内数据

2010 2261；1503 2065；1206 CSDL和内数据

2011 2560；1106 2646；1303 CSDL和内数据

2012 3508；1326 4150；1416 CSDL和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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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继续完善面向高层领导的战略情报服务

      2012年分馆出版的《高新技术快报》，继续面向湖北省市各级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服务，并且与为东湖

开发区和相关企业出版了《激光产业技术分析报告》。还加强了与湖北省襄阳市、武汉市武昌区等政府管理

部门的联系，继续加强了与东湖开发区、生物产业基地、省科技厅、省发改委、湖南省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政

府管理部门的联系，与政府各相关部门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网络。

2.5.2 结合院地合作开展工作

       完成了《长江中上游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生态环境保护创新集群规划调研报告》项目的研究，结合转移

转化信息服务，与中科院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共同开展产业技术分析工作。完成七大新兴产业产业

分析报告的撰写,完成光电产业监测研究月报、新材料产业监测研究月报、光电产业监测研究周报和生物医药

产业监测研究周报四种快报产品。

2.5.3  深入服务政府、企业促进社会发展

       拓展对大中型企业的服务，承担武船重工“深海平台技术的研究热点和关键制造技术及建造难点分析报

告调研”和“国内外船用薄板焊接技术工艺发展调研报告”两个项目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入驻光谷

生物城，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并形成良性互动。在服务期间曾受到包括华大基因、中美华世通、海吉力等多

家生物企业的肯定和称赞。继续完成生物产业基地“生命科学与生物产业信息平台”的建设，完成生物孵化

人才网的建设。召开了生物信息数据共享座谈会，向用户介绍武汉分馆所开展的综合信息服务。产业技术分

析中心建设顺利通过专家论证，成为育成中心组织建设的公益性服务平台之一。坚持开展“NSLT走进光谷”

的活动，受到企业的欢迎。依托“东湖开发区信息中心”、“湖北省科学图书馆”，进一步加强了为武汉中

国光谷等高新科技园区的信息服务工作。与东湖开发区紧密合作，对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园区、新兴技术

研发集群等技术创新主体的支持力度，继续稳定为烽火科技、东风汽车、中航仪器、武汉迪源、光讯股份、

武汉立得、凯迪蓝天、武大吉奥等重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长期信息服务合作关系。

2.5  国家与区域发展信息服务
       武汉分馆紧紧围绕服务科研一线、决策一线和区域发展一线的“三个一线”，探索面向国家与区域发

展、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知识服务模式，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受到中科院、湖北省政

府、武汉市政府、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欢迎。

调研报告 快报产品

生命科学生物产业信息平台 生物信息数据共享座谈会

深海平台研究项目结题评审

生物城企业“专利检索和信息利用”培训现场

调研东风汽车公司图书馆

光谷生物城信息中心

产业技术中心平台论证会与武昌区水果湖街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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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组织科普活动，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文化

   2012年分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主要包括：世界读书日、惠民服务日、 湖北省科技

周、全民读书月、科普进社区 、自主设计主题展览、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系列巡展、与武昌区水果湖街

共建“读书之城”、开展图书漂流活动、共同举办科技文化讲座、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等，社会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

全国科普日、

2.6.2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再创佳绩

        2012年，《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九届编委会会议召开，加速了期刊的国际化交流，成功出版了长刊

20周年纪念专辑。在“中国国际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的评选中，《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凭借0.062的

国际他引影响因子和1.738的复合影响因子，入选“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正式迈进国际期刊门

槛。此外，《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在第三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被评为“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

+）”。这是该刊继2009和2011年进入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排行榜（2009－2010）、（2011-2012）

之后第三次被评为“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九届编委会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获奖证书《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钟永恒馆长科技周活动接受媒体采访 被武昌区政府授予“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湖北省科普教育基地 全民阅读先进单位获奖证书

2.6  科学文化传播与出版
 武汉分馆作为湖北省政府批准的湖北省科学图书馆，一直致力于成为“人民的大学”、“开放的大

学”，为广大市民提供一座科学知识的宝库，大力传播科学知识、普及科学文化。

自主设计主题展览 中外重大科技创新进展2011巡展

全国科普日展览中科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

惠民服务日活动现场 世界图书日之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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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岗位竞聘

3.2 引进人才

3.3 培养人才

3.4 研究生教育

3.5 学术交流活动

才与学术交流

       武汉分馆历来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引进人才坚持“选贤任能”的原则，选拔人才坚持“德才兼备”原

则，队伍建设坚持“结构合理”原则，队伍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脚踏实地做好队伍建设与人才发展

工作。  

3.1  岗位竞聘    

       2012年武汉分馆根据全馆部署开展新一轮岗位竞聘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科学设岗，

公开竞聘，逐步推进，使人员的结构更加合理、优化，同时进一步强化岗位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促

进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各项工作良性发展。

3.2  引进人才
      2012年，共引进优秀人才10名，其中1名博士研究生和9名优秀硕士研究生，为分馆的发展提供了可靠有

力的人力资源保证。

2012年新进馆职工

岗位竞聘 岗位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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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成效显著，培养质量大幅提高。2012年，5名研究生顺利毕业，其中一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

学金，实现全就业。此外，武汉分馆还积极拓展研究生培养的模式，先后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部属

重点高校之间就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达成共识并积极展开实践合作。

重视人才培养工作，推进继续教育工作和学习型组织构建。2012年，武汉分馆1 名青年业务骨干获得了

国科图群星计划资助，出国访问与学术交流4人次。鼓励职工内部交流，互相学习并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全年共参加学术会议200余人次，发表学术论文56篇，承担分馆核心竞争力项目9项。

3.4  研究生教育

毕业论文答辩 毕业留影

分馆核心竞争力项目

情报研究方法培训 部门内部研讨交流

出国学习交流

3.3  培养人才 3.5  学术交流活动
2012年，武汉分馆与国内、国际相关机构合作，策划和组织系列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分馆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1. 馆长钟永恒参加第78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2 第十八届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ACPSS)学术年会

3.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年会

4. 武汉市图书馆联盟启动仪式

5. 在宜昌开展学术讲座

6. 为武大信管院学生做“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主题报告

7. 新疆图书馆界同仁到分馆参观交流

2

3

4 5

6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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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十八届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ACPSS)学术年会

3.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年会

4. 武汉市图书馆联盟启动仪式

5. 在宜昌开展学术讲座

6. 为武大信管院学生做“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主题报告

7. 新疆图书馆界同仁到分馆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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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基层组织基础

按照基层组织建设年要求，配强配好党支部书记，保证支部工作有效开展；按照“五个基本”、“七个

体系”要求建设支部,实施开展党员素质教育、能力提升“双教育”计划，建好党员活动中心；按照各级党组

和上级团组织的统一要求，开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活动，确保取得实效。

2012  Annual  report

4.1  党群工作
4.1.1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化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按照党中央、中科院党组和武汉分院党组要求，积极组织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坚持中心组理论学习，

做好干部培训工作，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党的创新理论开拓视野，用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规范党建业务工作。

党建与创新文化

Party construction and culture of innovation

23 2012 年报

收看十八大报告直播 学习十八大精神工作部署会

十八大精神专题学习会 在省委党校学习十八大精神

支委会 党支部会议

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 方新书记“坚定理想信念”报告会

党建与创新文化

4.1 党群工作

4.2 科学管理

4.3 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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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群众工作

坚持民主生活会，充分发挥工会、职代会职能，充分尊重职工意愿，切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真正

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4.1.7  离退休工作

 以纪念离退休制度建立30周年为契机，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以落实待遇为抓手，健全规范服务制度，

巩固健全“两会两访”制度；坚持做到“六个必访”；长期建立联系帮困和结对帮扶制度；建立学习娱乐制

度，积极引导，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加强离退休支部建设，积极做好组织发展工作。规 范 离 退 休 津 补

贴，落实老同志活动等经费等。

2012年民主生活会 征询职工意见

25 2012 年报 26 2012 Annual report

4.1.3  党风廉政建设

深化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真做好武汉分馆届中审计工作，基本建成具

有分馆特色的惩防体系架构。 

4.1.4  组织富有特色的党建活动

2012年武汉分馆开展了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的主题实践活动。

4.1.5  做好创先争优活动的总结表彰工作

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涌现出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分馆第二党支部被评为武汉分院优秀党支

部，第一党支部和离退休党支部被评为武汉分馆优秀党支部；分馆4名同志被评为分院优秀共产党员、7名同

志被评为分馆优秀共产党员、1名同志被评为水果湖地区“两帮一带”优秀共产党员。

2012年纪监审工作部署会 通过惩防体系建设检查

参观刘邓大军指挥部 参观新四军革命纪念馆

表彰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 表彰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党建与创新文化

Party construction and culture of innovation
2012  Annual  report

节日慰问 结对帮扶

诗歌朗诵比赛 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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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武汉分馆结合单位实际，重新修订部分规章制度，通过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推动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

平。通过制作简报和年报，不断完善电子馆务平台和信息网络平台，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馆务公开。严格科

研经费管理，强化内控制度建设，更新观念，不断创新，使财务管理向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安全工作：大力推进安全工作的制度建设，确保落实，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开展全馆的安全培训

工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做好重大节日安全保卫。

保密工作：加强保密宣传教育，组织多次保密宣传活动，举办2012年保密知识竞赛，完成保密知识问答的答

卷工作，签订保密工作承诺书，定期检查计算机存储设备，严格做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

普法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在领导干部、职工中进行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全面提高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

4.2  科学管理 武汉分馆一直高度重视创新文化建设，每年都结合实际、创新载体，开展各项喜闻乐见，群众性、参与

性、时代性强的文体活动，吸引广大职工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2012年，分馆组织职工举办羽毛球赛、乒

乓球赛，参加渡湖游泳比赛、广播操比赛，到安徽天堂寨、文博园和随州玉龙温泉旅游等，营造了良好的文

化氛围，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取得了良好成效，顺利通过省级文明单位评审。

- Click to add Text

- Click to add Text

- Click to add Text

- Click to add Text
年报 电子馆务网

2012年简报(12期) 保密知识竞赛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节前安全检查

长跑迎新春 羽毛球赛

获分院广播操比赛第三名 渡湖活动获女子第二名

无偿献血活动 离退休职工游览五千年文博园

天堂寨春游 参观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

4.3  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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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5.1 文献资源与服务统计

5.2 学科化服务统计

5.3 研究成果统计

5.4 专著与论文统计

5.5 获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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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Statistics

5.1  文献资源与服务统计
5.1.1  馆藏资源

5.1.2  文献阅览、外借及咨询等服务统计

5.1.3  查新、引证检索服务数量统计

统计项 中文（种/册） 西文（种/册） 日文（种/册） 俄文（种/册）

馆藏印本期刊/连续出版物累计数量 6519/709256 6633/641688 792/229626 724/139044

馆藏印本图书累计数量 120087/174213 104986/105217 7850/7850 32486/32520

项目 计量单位 数量

到馆阅览 人次 31510

人次 30629

册次 48438

到馆读者咨询 人次 10356

网上咨询（包含电子邮件、在线咨询） 人次 8635

电话咨询 人次 1988

资料复制 千页 8.54

文献外借

项目 计量单位 数量

科技查新 项 876

国内数据库收录检索 项 140

国内数据库引证检索 项 279

国外数据库收录检索 项 559

国外数据引证检索 项 1117

5.2  学科化服务统计
服务统计 数量

本地下所/外地下所次数 123/35

服务课题组（试验室或野外台站）数目 320

服务科研人员数目（累计） 4853

服务学生数目（累计） 3269

到所服务培训场次/人次 113/3574

检索查找的文献数/查新收引检索数 3727/32

专题信息提供/课题跟踪（份数） 114/20

发放培训及宣传材料（份数） 2014

为VIP服务的人数 185

（学科情报）咨询报告（份数） 20

电子邮件咨询（件） 1024

电话（固话，手机等）咨询/MSN、QQ或其他即时通讯方式（次数） 436/4482

实时咨询/延时咨询 660/158

电子邮件咨询（件） 512

电话（固话，手机等）咨询/MSN、QQ或其他即时通讯方式（次数） 218/2241

实时咨询/延时咨询 330/79

所级信息门户（个） 15

业务指导与咨询次数 941

本年度服务的用户数/本年度新增的用户数 2727/894

收到的表扬信、感谢信、表扬次数 2492

F.所图服务

G.服务效果

服务类型

A.下所次数

B．服务量

C.到所用户培训

D.其他学科化服务

E.咨询服务

一般咨询

学科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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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成果统计
序号 名称 类型 类别

1 2011年核能领域国际发展动态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 2011年燃气轮机国际发展动态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 2011年天然气领域国际发展动态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 能源领域若干重要研究问题发展态势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5 国家能源材料发展指南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6 美国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新动向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7 高参数洁净煤发电“十三五”战略情报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8 XX微小型制造技术研究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9 中英工作组报告译稿《未来储能: 储能技术与政策》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0 3D打印技术分析与建议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1 “德国制造”带给我们的启示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2 人口与健康路线图研究报告（传染病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3 国家安全路线图研究报告（生物安全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4 生物安全发展态势分析（国际合作局转外交部）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5 科技发展态势与面向2020的战略选择（传染病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6 科技发展态势与面向2020的战略选择（国家安全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7 未来十年国家安全科技发展趋势和建议研究报告（生物安全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8 未来十年人口与健康科技发展趋势和建议研究报告（传染病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9 高层次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0 核能制氢调研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1 国际核能技术路线图解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2 国际风能技术路线图解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3 国际太阳能技术路线图解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4 煤基气化关键技术知识产权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5 CIGS薄膜太阳电池专利分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6 发达国家地区重大科技任务组织管理模式专题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7 我国重大科技任务组织管理模式专题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8 碳捕集与封存（CCS）词典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9 CCS供应链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0 世界材料科技发展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1 影响经济社会重大体系战略性科技问题分析——以先进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为例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2 材料先导专项情报支撑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3 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新材料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4 先进制造和新材料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5 纳米科技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6 新材料科技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7 离子液体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8 核磁共振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态势调研分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9 中法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化工作进展报告（国家标准委、卫生部）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0 中外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体系形式对比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1 中国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体系建立与分析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2 美中空间竞争角逐超高音速航天器前沿技术（高技术局）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3 ISO/TC265法国会议汇报材料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4 CCS标准化工作北京会议汇报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5 先进能源科技动态监测快报（24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46 能源与科技参考（4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47 国际重要能源信息专报（2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48 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24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序号 名称 类型 类别

49 生物安全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24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50 标准化信息监测快报（12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51 精密测量物理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2 李小森专利竞争力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3 广东省节能减排目标及节能减排重点实施领域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4 天然气需求现状、前景预测和价格定价机制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5 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产出及影响力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6 湖泊科学研究国际发展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7 内陆水域鱼类增殖放流研究发展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8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机构竞争力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9 学科态势分析模板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0 基于德文特的深海探测技术及设备的专利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1 铷及铷盐市场调研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2 待引进百人论文分析：丁勇博士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3 待引进百人论文分析：吕世友博士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4 待引进百人论文分析：李思悦博士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5 待引进千人论文分析：李庆孝博士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6 知识服务产品需求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7 学科信息快报的编制流程与模板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8 研究所待引进人才论文分析流程与模板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9 生物医药产业调研发展报告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0 生物肥料专利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1 生物农药专利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2 我国白血病研究的发展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3 武汉病毒所信息需求调及资源建设方案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4 生物杀虫剂研究及产业发展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5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学科竞争力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6 紫金山天文台创新到所项目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7 艾滋病研究进展快报（9期） 快报或专报 学科服务

78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2期） 快报或专报 学科服务

79 广州地化所课题组集成平台 数据库 学科服务

80 973项目组集成数据库 数据库 学科服务

81 激光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2 微生物发酵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4 生物能源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5 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6 稠油热力开采水平井下热动态光纤监测设备研发专利和标准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7 深海平台技术的研究热点和关键制造技术及建造难点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8 国内外船用薄板焊接技术工艺发展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9 新材料产业监测研究月报（12期） 快报或专报 产业技术分析

90 光电产业监测研究月报（12期） 快报或专报 产业技术分析

91 生物医药产业监测研究周报（38期） 快报或专报 产业技术分析

92 光电产业监测研究周报（38期） 快报或专报 产业技术分析

93 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报告 出版专著 产业技术分析

94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出版专著 产业技术分析

95 光谷生物城人才网 信息系统平台 产业技术分析

96 产业情报监测服务平台 信息系统平台 产业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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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成果统计
序号 名称 类型 类别

1 2011年核能领域国际发展动态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 2011年燃气轮机国际发展动态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 2011年天然气领域国际发展动态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 能源领域若干重要研究问题发展态势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5 国家能源材料发展指南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6 美国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新动向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7 高参数洁净煤发电“十三五”战略情报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8 XX微小型制造技术研究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9 中英工作组报告译稿《未来储能: 储能技术与政策》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0 3D打印技术分析与建议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1 “德国制造”带给我们的启示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2 人口与健康路线图研究报告（传染病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3 国家安全路线图研究报告（生物安全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4 生物安全发展态势分析（国际合作局转外交部）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5 科技发展态势与面向2020的战略选择（传染病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6 科技发展态势与面向2020的战略选择（国家安全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7 未来十年国家安全科技发展趋势和建议研究报告（生物安全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8 未来十年人口与健康科技发展趋势和建议研究报告（传染病篇）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19 高层次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0 核能制氢调研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1 国际核能技术路线图解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2 国际风能技术路线图解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3 国际太阳能技术路线图解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4 煤基气化关键技术知识产权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5 CIGS薄膜太阳电池专利分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6 发达国家地区重大科技任务组织管理模式专题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7 我国重大科技任务组织管理模式专题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8 碳捕集与封存（CCS）词典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29 CCS供应链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0 世界材料科技发展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1 影响经济社会重大体系战略性科技问题分析——以先进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为例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2 材料先导专项情报支撑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3 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新材料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4 先进制造和新材料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5 纳米科技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6 新材料科技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7 离子液体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8 核磁共振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态势调研分析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39 中法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化工作进展报告（国家标准委、卫生部）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0 中外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体系形式对比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1 中国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体系建立与分析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2 美中空间竞争角逐超高音速航天器前沿技术（高技术局）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3 ISO/TC265法国会议汇报材料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4 CCS标准化工作北京会议汇报 研究报告 情报研究

45 先进能源科技动态监测快报（24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46 能源与科技参考（4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47 国际重要能源信息专报（2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48 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24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序号 名称 类型 类别

49 生物安全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24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50 标准化信息监测快报（12期） 快报或专报 情报研究

51 精密测量物理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2 李小森专利竞争力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3 广东省节能减排目标及节能减排重点实施领域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4 天然气需求现状、前景预测和价格定价机制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5 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产出及影响力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6 湖泊科学研究国际发展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7 内陆水域鱼类增殖放流研究发展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8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机构竞争力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59 学科态势分析模板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0 基于德文特的深海探测技术及设备的专利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1 铷及铷盐市场调研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2 待引进百人论文分析：丁勇博士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3 待引进百人论文分析：吕世友博士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4 待引进百人论文分析：李思悦博士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5 待引进千人论文分析：李庆孝博士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6 知识服务产品需求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7 学科信息快报的编制流程与模板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8 研究所待引进人才论文分析流程与模板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69 生物医药产业调研发展报告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0 生物肥料专利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1 生物农药专利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2 我国白血病研究的发展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3 武汉病毒所信息需求调及资源建设方案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4 生物杀虫剂研究及产业发展态势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5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学科竞争力分析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6 紫金山天文台创新到所项目 研究报告 学科服务

77 艾滋病研究进展快报（9期） 快报或专报 学科服务

78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2期） 快报或专报 学科服务

79 广州地化所课题组集成平台 数据库 学科服务

80 973项目组集成数据库 数据库 学科服务

81 激光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2 微生物发酵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4 生物能源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5 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6 稠油热力开采水平井下热动态光纤监测设备研发专利和标准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7 深海平台技术的研究热点和关键制造技术及建造难点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8 国内外船用薄板焊接技术工艺发展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产业技术分析

89 新材料产业监测研究月报（12期） 快报或专报 产业技术分析

90 光电产业监测研究月报（12期） 快报或专报 产业技术分析

91 生物医药产业监测研究周报（38期） 快报或专报 产业技术分析

92 光电产业监测研究周报（38期） 快报或专报 产业技术分析

93 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报告 出版专著 产业技术分析

94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出版专著 产业技术分析

95 光谷生物城人才网 信息系统平台 产业技术分析

96 产业情报监测服务平台 信息系统平台 产业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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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专著与论文统计

序号 类型 名称 来源 作者

1 专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报告 科学出版社 钟永恒（主编）

2 期刊论文 核磁共振波谱在分析化学领域应用的新进展 《化学学报》 王桂芳,马廷灿,刘买利

3 期刊论文 专业领域知识环境中数据摄取工具设计与实现 《图书情报工作》 汤怡洁、杨锐、刘毅等

4 期刊论文 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比较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 李印结

5 期刊论文 学科馆员-用户关系紧密度及其对学科化服务优化的启示 《图书情报工作》 张吉、吴跃伟、黄德四

6 期刊论文 基于科研用户需求的学科化服务模式与保障机制 《图书情报工作》 吴跃伟、张吉、李印结等

7 期刊论文 专利质量评价指标及其在专利计量中的应用 《图书情报工作》 马廷灿、李桂菊、 姜山等

8 期刊论文
国外最新图书馆战略规划体例研究——基于51份战略规划

文本的分析

《图书情报工作》
江洪、於维樱

9 期刊论文 面向科研机构的学科化服务流程设计与实现 《图书情报工作网刊》 吴跃伟

10 期刊论文 主从模式研究所群组集成知识平台设计与实现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刘毅、王峰、 周子健

11 期刊论文 Web环境中的本体构建系统研究综析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杨锐、汤怡洁、刘毅

12 期刊论文 面向关键用户的查新检索深化服务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 李珑,汪华方

13 期刊论文 基于中国专利的锂电池发展趋势分析 《情报杂志》 赵晏强

14 期刊论文 中国钢铁行业CO2排放现状及点源分布特征 《钢铁研究学报》 赵晏强

15 期刊论文 太阳热化学循环反应分解CO2的研究进展与技术分析 《科技导报》 陈伟、张军

16 期刊论文 纳米结构钢制造工艺与产业化现状研究 《材料导报—纳米和新材料专辑》 冯瑞华

17 期刊论文 世界电子纸技术专利计量学研究 《材料导报》 冯瑞华

18 期刊论文 我国稀土永磁材料发展战略和建议 《科技管理研究》 冯瑞华、姜山、马廷灿等

19 期刊论文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路线图解析与启示 《科技管理研究》 李桂菊、张军、李小春等

20 期刊论文 稀土相关专利分析 《稀土》 万勇、马廷灿、冯瑞华

21 期刊论文 微纳制造技术文献计量分析 《制造技术与机床》 万勇、马廷灿、潘懿

22 期刊论文 部分国家_地区支持推动MEMS发展的举措 《现代制造工程》 万勇、潘懿、黄健

23 期刊论文 部分国家和地区微纳制造技术政策措施概览 《科技管理研究》 万勇、潘懿、黄健

24 期刊论文 19FNMR技术在蛋白质领域中的应用 《波谱学杂志》 王桂芳

25 期刊论文 基于标准的欧洲主要国家太阳能产业技术计量分析 《科技管理研究》 魏凤、张军、潘懿等

26 期刊论文 标准市场机制效应与呈现特点研究 《商业研究》 魏凤、钟永恒

27 期刊论文 城市竞争力的理论基础及其特点初探 《经济问题探索》 江洪、刘志刚、叶茂等

28 期刊论文
国外最新图书馆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战略研究——一种基

于战略规划文本的分析
《图书馆建设》 江洪、於维樱

29 期刊论文 科研图书馆资源建设、文献服务发展新模式 《情报科学》 马燕京

30 期刊论文
图书馆现实-虚拟混合的IC服务模式—以中国科学院国家

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为例
《现代情报》 陈兰芳、李印结

31 期刊论文 辉钼半导体材料研究进展分析 《新材料产业》 冯瑞华

32 期刊论文 纳米科技在中国的监管:挑战和效率 《新材料产业》 梁慧刚

33 期刊论文 欧盟纳米监管制度浅析 《新材料产业》 梁慧刚

34 期刊论文 印度纳米科技风险管制探讨 《新材料产业》 梁慧刚

35 期刊论文 2010年欧盟体外诊断试剂市场概况 《新材料产业》 梁慧刚

36 期刊论文 从H5N1论文之争看科学伦理和监管 《科学文化评论》 梁慧刚

37 期刊论文 石墨烯专利技术国际研发态势分析. 《科学观察》 马廷灿、万勇、冯瑞华

38 期刊论文 新能源汽车中的新材料 《高技术产业化》 万勇、张军、潘懿

39 期刊论文 浅谈云电视的实现与瓶颈 《科技创业月刊》 章日晖

40 会议论文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Study about Chinese

Urban Competitiveness
 ICSUE2012 江洪

41 会议论文 学科馆员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模式初探 2012学科馆员年会会议论文 赵晏强

42 会议论文 学科馆员的能力培养与服务提升 2013学科馆员年会会议论文 吕新华

43 会议论文 基于学科化服务的研究所竞争力分析方法浅析 2013学科馆员年会会议论文 邱天

44 会议论文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产业技术分析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2012湖北省图书馆年会 钟永恒、刘佳、王辉

45 会议论文 战略新兴产业专利专题数据库的现状及发展建议  2012中国图书馆年会 钟永恒、刘佳

46 会议论文 基于产业应用的标准信息发展态势计算研究 《情报学报》30年论文集 魏凤、钟永恒、黄建

47 会议论文 我国城市竞争力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2012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江洪、刘志刚、魏凤

48 会议论文 中科院国科馆武汉分馆推进“全民阅读”的实践与思考 2012年武汉分院政研会优秀论文奖 江洪

5.5  获奖统计

5.5.1  2012年国家科学图书馆考核优秀 

5.5.2  2012年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考核优秀

5.5.3  党建工作相关奖励

5.5.4  其他相关奖励

序号 获奖名称 颁奖单位

1 中科院武汉分院2010-2012年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吴跃伟、刘毅、江洪、鲁久盛） 中科院武汉分院

2 中科院武汉分院2010-2012年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第二党支部） 中科院武汉分院

3
国科图武汉分馆2010-2012年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周晓芳、熊奇永、李珑、魏凤、

李桂菊、刘志刚、邱天）
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4 国科图武汉分馆2010-2012年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第一党支部、离退休党支部） 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5 水果湖地区“‘两帮一带’优秀共产党员”（钟晓丽） 水果湖街

序号 获奖名称 颁奖单位

1 2011-2012年湖北省文明单位 湖北省委、省政府

2 湖北省直机关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湖北省直机关工委

3 2012年湖北省科技周先进集体 湖北省科技厅

4 湖北省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

5 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2012年度考核优秀 中国科技网

6 2011年武汉科技统计先进单位 武汉市科技局

7 2011年中科院综合统计先进单位 中科院计财局

8 2012年水果湖街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水果湖街

9 2012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中科院武汉分院

10 2011年保密先进集体 中科院武汉分院

11 武汉分院“五四党团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 中科院武汉分院

12 2012信息宣传工作先进个人（裴攀） 中科院武汉分院

13 2012年度ARP系统优秀个人（刘毅） 中科院武汉分院

14 2013年度ARP系统优秀个人（陈妮娜） 中科院武汉分院

15 2012年度ARP系统优秀用户（金俊华）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16 2012年水果湖街计划生育先进个人（钟晓丽） 水果湖街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部门或个人

1 优秀部门 学科咨询服务部

2 优秀团队 省党建先进单位、省精神文明单位创建团队

院地合作工作

群组集成知识平台IIP技术开发与服务

4 优秀个人 李  珑、王  辉、冯瑞华、赵晏强、汤怡洁、曹  晨、金俊华、姜  山、陈妮娜、李大钧、邓  兵

优秀单项3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部门或个人

1 优秀团队 文献传递服务团队

2 优秀团队 标准情报研究团队

3 优秀团队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4 优秀个人 刘志刚、李桂菊、刘佳、王峰、刘莹、张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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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专著与论文统计

序号 类型 名称 来源 作者

1 专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报告 科学出版社 钟永恒（主编）

2 期刊论文 核磁共振波谱在分析化学领域应用的新进展 《化学学报》 王桂芳,马廷灿,刘买利

3 期刊论文 专业领域知识环境中数据摄取工具设计与实现 《图书情报工作》 汤怡洁、杨锐、刘毅等

4 期刊论文 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比较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 李印结

5 期刊论文 学科馆员-用户关系紧密度及其对学科化服务优化的启示 《图书情报工作》 张吉、吴跃伟、黄德四

6 期刊论文 基于科研用户需求的学科化服务模式与保障机制 《图书情报工作》 吴跃伟、张吉、李印结等

7 期刊论文 专利质量评价指标及其在专利计量中的应用 《图书情报工作》 马廷灿、李桂菊、 姜山等

8 期刊论文
国外最新图书馆战略规划体例研究——基于51份战略规划

文本的分析

《图书情报工作》
江洪、於维樱

9 期刊论文 面向科研机构的学科化服务流程设计与实现 《图书情报工作网刊》 吴跃伟

10 期刊论文 主从模式研究所群组集成知识平台设计与实现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刘毅、王峰、 周子健

11 期刊论文 Web环境中的本体构建系统研究综析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杨锐、汤怡洁、刘毅

12 期刊论文 面向关键用户的查新检索深化服务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 李珑,汪华方

13 期刊论文 基于中国专利的锂电池发展趋势分析 《情报杂志》 赵晏强

14 期刊论文 中国钢铁行业CO2排放现状及点源分布特征 《钢铁研究学报》 赵晏强

15 期刊论文 太阳热化学循环反应分解CO2的研究进展与技术分析 《科技导报》 陈伟、张军

16 期刊论文 纳米结构钢制造工艺与产业化现状研究 《材料导报—纳米和新材料专辑》 冯瑞华

17 期刊论文 世界电子纸技术专利计量学研究 《材料导报》 冯瑞华

18 期刊论文 我国稀土永磁材料发展战略和建议 《科技管理研究》 冯瑞华、姜山、马廷灿等

19 期刊论文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路线图解析与启示 《科技管理研究》 李桂菊、张军、李小春等

20 期刊论文 稀土相关专利分析 《稀土》 万勇、马廷灿、冯瑞华

21 期刊论文 微纳制造技术文献计量分析 《制造技术与机床》 万勇、马廷灿、潘懿

22 期刊论文 部分国家_地区支持推动MEMS发展的举措 《现代制造工程》 万勇、潘懿、黄健

23 期刊论文 部分国家和地区微纳制造技术政策措施概览 《科技管理研究》 万勇、潘懿、黄健

24 期刊论文 19FNMR技术在蛋白质领域中的应用 《波谱学杂志》 王桂芳

25 期刊论文 基于标准的欧洲主要国家太阳能产业技术计量分析 《科技管理研究》 魏凤、张军、潘懿等

26 期刊论文 标准市场机制效应与呈现特点研究 《商业研究》 魏凤、钟永恒

27 期刊论文 城市竞争力的理论基础及其特点初探 《经济问题探索》 江洪、刘志刚、叶茂等

28 期刊论文
国外最新图书馆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战略研究——一种基

于战略规划文本的分析
《图书馆建设》 江洪、於维樱

29 期刊论文 科研图书馆资源建设、文献服务发展新模式 《情报科学》 马燕京

30 期刊论文
图书馆现实-虚拟混合的IC服务模式—以中国科学院国家

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为例
《现代情报》 陈兰芳、李印结

31 期刊论文 辉钼半导体材料研究进展分析 《新材料产业》 冯瑞华

32 期刊论文 纳米科技在中国的监管:挑战和效率 《新材料产业》 梁慧刚

33 期刊论文 欧盟纳米监管制度浅析 《新材料产业》 梁慧刚

34 期刊论文 印度纳米科技风险管制探讨 《新材料产业》 梁慧刚

35 期刊论文 2010年欧盟体外诊断试剂市场概况 《新材料产业》 梁慧刚

36 期刊论文 从H5N1论文之争看科学伦理和监管 《科学文化评论》 梁慧刚

37 期刊论文 石墨烯专利技术国际研发态势分析. 《科学观察》 马廷灿、万勇、冯瑞华

38 期刊论文 新能源汽车中的新材料 《高技术产业化》 万勇、张军、潘懿

39 期刊论文 浅谈云电视的实现与瓶颈 《科技创业月刊》 章日晖

40 会议论文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Study about Chinese

Urban Competitiveness
 ICSUE2012 江洪

41 会议论文 学科馆员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模式初探 2012学科馆员年会会议论文 赵晏强

42 会议论文 学科馆员的能力培养与服务提升 2013学科馆员年会会议论文 吕新华

43 会议论文 基于学科化服务的研究所竞争力分析方法浅析 2013学科馆员年会会议论文 邱天

44 会议论文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产业技术分析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2012湖北省图书馆年会 钟永恒、刘佳、王辉

45 会议论文 战略新兴产业专利专题数据库的现状及发展建议  2012中国图书馆年会 钟永恒、刘佳

46 会议论文 基于产业应用的标准信息发展态势计算研究 《情报学报》30年论文集 魏凤、钟永恒、黄建

47 会议论文 我国城市竞争力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2012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江洪、刘志刚、魏凤

48 会议论文 中科院国科馆武汉分馆推进“全民阅读”的实践与思考 2012年武汉分院政研会优秀论文奖 江洪

5.5  获奖统计

5.5.1  2012年国家科学图书馆考核优秀 

5.5.2  2012年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考核优秀

5.5.3  党建工作相关奖励

5.5.4  其他相关奖励

序号 获奖名称 颁奖单位

1 中科院武汉分院2010-2012年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吴跃伟、刘毅、江洪、鲁久盛） 中科院武汉分院

2 中科院武汉分院2010-2012年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第二党支部） 中科院武汉分院

3
国科图武汉分馆2010-2012年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周晓芳、熊奇永、李珑、魏凤、

李桂菊、刘志刚、邱天）
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4 国科图武汉分馆2010-2012年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第一党支部、离退休党支部） 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5 水果湖地区“‘两帮一带’优秀共产党员”（钟晓丽） 水果湖街

序号 获奖名称 颁奖单位

1 2011-2012年湖北省文明单位 湖北省委、省政府

2 湖北省直机关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湖北省直机关工委

3 2012年湖北省科技周先进集体 湖北省科技厅

4 湖北省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

5 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2012年度考核优秀 中国科技网

6 2011年武汉科技统计先进单位 武汉市科技局

7 2011年中科院综合统计先进单位 中科院计财局

8 2012年水果湖街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水果湖街

9 2012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中科院武汉分院

10 2011年保密先进集体 中科院武汉分院

11 武汉分院“五四党团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 中科院武汉分院

12 2012信息宣传工作先进个人（裴攀） 中科院武汉分院

13 2012年度ARP系统优秀个人（刘毅） 中科院武汉分院

14 2013年度ARP系统优秀个人（陈妮娜） 中科院武汉分院

15 2012年度ARP系统优秀用户（金俊华）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16 2012年水果湖街计划生育先进个人（钟晓丽） 水果湖街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部门或个人

1 优秀部门 学科咨询服务部

2 优秀团队 省党建先进单位、省精神文明单位创建团队

院地合作工作

群组集成知识平台IIP技术开发与服务

4 优秀个人 李  珑、王  辉、冯瑞华、赵晏强、汤怡洁、曹  晨、金俊华、姜  山、陈妮娜、李大钧、邓  兵

优秀单项3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部门或个人

1 优秀团队 文献传递服务团队

2 优秀团队 标准情报研究团队

3 优秀团队 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4 优秀个人 刘志刚、李桂菊、刘佳、王峰、刘莹、张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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