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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与兰州分馆、成都分馆交流“十二五”发展规划 

2011年 7月 4-8日，由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中层以上干部组成的交

流访问团，在武汉分馆钟永恒馆长、陈丹书记的率领下先后奔赴兰州与成都，

与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和成都分馆重点就实施“创新 2020”和“十二五”

规划重点任务等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兰州分馆孙坦馆长、王彦东书记，

成都分馆方曙馆长、曾文华书记等领导和各分馆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等参

加了研讨交流活动。 

为了使此次活动达到预期的效果，武汉分馆在出发前就做了精心的准备：

分馆领导多次组织访问团成员召开会议，讨论交流内容、交流形式及相关资

料准备。此次与兰州分馆、成都分馆的交流活动主要分成两个阶段：集中研

讨阶段和对口业务单元交流阶段。 

集中研讨阶段，武汉分馆业务处江洪处长分别向兰州分馆和成都分馆的

领导和同事在简要介绍武汉分馆的历史、组织结构、服务布局的基础上，重

点介绍了“十二五”期间武汉分馆的战略定位、重点服务领域、重点任务的

设计部署等。兰州分馆王彦东书记、成都分馆方曙馆长分别在简要回顾兰州

分馆和成都分馆发展历程及“十一五”创新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着重就“十

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定位、重点任务部署、采取的主要措施和面临主要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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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进行了介绍；双方领导和业务骨干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各业务单元的对口交流阶段，分为情报研究组、学科服务组、信息服务

组、信息系统组、业务与综合馆务组分别组织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对分馆

各单元在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比如部门业务管理、项目任务组织、团队成员

激励和团队建设等开展了细致的交流讨论。期间，针对兰州分馆新的业务布

局调整情况，武汉分馆与兰州分馆领导班子成员专门就业务布局、体制机制

改革、重点任务推进、分馆之间的业务交流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勾通讨

论。 

访问团回到武汉后，分馆领导要求全体访问组成员认真总结经验，并向

全馆职工介绍了此次交流的情况和心得。钟馆长指出：此次出访与兄弟馆在

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对武汉分馆的工作有非

常重要的启示。各个业务部门要围绕打造分馆“十二五”发展目标和核心竞

争力，借鉴兄弟馆的先进经验和创新设想，完善部门发展蓝图，为分馆“十

二五”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 

2011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和“创新 2020”的开局之年，这次研讨

交流探讨了对实施“创新 2020”和“十二五”规划重点任务的理解认识，促

进了国科图武汉分馆与兰州分馆、成都分馆的交流与互相学习，打开了工作

思路，拓展了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为协同推进“十二五”规划和“创新 2020”

的实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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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船重工信息服务项目通过阶段性评审 

2011 年 7 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武汉

分院科技合作处李伟处长与国家科学图

书馆武汉分馆业务处江洪处长一行来到

武船重工，参加“武船重工数字化科技图

书馆系统”项目的阶段审评会议。 

评审会上，武船重工科技部的向主任就“数字化科技图书馆系统”项目

的前期调研情况、立项依据、用户需求、设计方案和系统组织架构，向评审

专家汇报了。武船重工数字图书馆系统项目是国科图武汉分馆与武船重工合

作的项目之一，依托中科院武汉文献中心的技术开发能力为武船的企业信息

化系统建设提供支持。 

会上专家们认真听取项目的每个细节，肯定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国科

图武汉分馆的技术力量表示赞赏，同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

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沟通，推动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武船重工是中科院院地合作的重点合作大型国有企业之一。武汉分院尤

其重视推动以大企业为龙头的院地合作，而国科图武汉分馆也根据我院的部

署进一步加强了与武船重工的合作力度，服务企业发展。 

（业务处 供稿） 

 



 

 

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国国家家科科学学图图书书馆馆武武汉汉分分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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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技    图图    书书    馆馆  简简报报  

2011 年 第 7 期 总第 208 期                            主  办：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综合办公室   主编：江洪  编辑：邓逗逗 

武汉分馆送服务到企业——NSTL 走进光谷人福药业 

2011年 7月 21日，国科图武汉

分馆组织分馆服务人员、NSTL 东湖

服务站服务人员、分馆业务处同志等

前往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开

展服务培训活动，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中高层领导及研发一线业务骨

干等近二十人参加会议，并表达了对信息服务的强烈需求。 

此次活动是 NSTL 东湖服务站走进光谷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武汉分馆服

务企业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分馆的服务人员向企业领导介绍了网络环境下武

汉分馆和 NSTL 东湖服务站的服务模式和服务内容，同时了解了武汉人福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信息需求。由于企业用户对资源和服务的需求内容、提供

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与科研院所都有很大的区别，分馆需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模

式，更好地为区域发展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 

武汉分馆一直致力于服务区域科技发展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随着信息

环境的变化和图书馆服务范式的转变，已经在“十二五”规划中把服务区域

发展和高新技术企业科研作为创新服务的重要领域之一。 

（业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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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馆第一、第二支部党员畅谈胡锦涛总书记“建党 90 周年

讲话”学习体会 

7月 14日下午，武汉分馆第一、第二党支部分别举行全体党员会议，认

真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交流了学习体会，并开展了热烈的探讨。 

  

第一党支部学习现场                                第二党支部学习现场 

党员同志们围绕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中科院创新 2020 发展

目标，深入学习讨论。大家在学习中认识到我党 90 年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

伟大成就，学习和领会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加

深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加深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目标任务的认识，加深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的认识。大家开怀畅谈新思路、新方法，

立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日常服务

与研究工作中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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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一党支部的学习中青年党员叶茂、支部书记江洪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

学习体会，而每位党员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探讨了如何结合实际工作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些老党员结合自己身边发生的变化，阐述了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大家纷纷表示以学习讲话精神为契机，在创先争

优活动中再创佳绩。 

第二党支部书记刘毅和青年党员代表陈伟、邱天、梁慧刚畅谈了自己个

人的学习体会，决心在认真领会胡总书记讲话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

思想认识，并结合十二五规划谈了今后工作的思考。支部其他党员也结合当

前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钟永恒馆长在学习讨论中，结合近期院有关基地的发展和分馆赴兰州、

成都分馆考察学习情况，就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指

出：分馆的发展目前进入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

战，我院以及研究所在十二五期间将会有很大的发展，也会对文献情报、信

息服务领域提出更新的更多的要求，而十一五的发展也为我们打下了很坚实

的发展基础，武汉分馆在十二五发展中必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突破重重困

难，更好发挥骨干引领作用，取得新的发展。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必须

把握核心、掌握精髓，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作为促进分馆发展的思想动力。要按照我院“一三五”的要求，进

一步凝练目标，明晰发展定位，明确重大突破和重点培育方向，有针对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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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具有突破性、带动性和示范性的重大改革举措。牢牢把握科研创新的需

求、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组织优势力量致力于核心竞争力的打

造，实现重大突破。 

分馆党委书记陈丹在总结发言中，特别勉励青年党员同志们认真贯彻总

书记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充分发挥青年党

员的作用，以革命前辈为榜样，“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 

（第一、第二党支部 供稿） 

 

武汉分馆举行 2009 级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答辩会 

2011 年 7 月 15 日下午，按照国科图研究生培养计划要求，武汉分馆举

行了 2009 级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答辩会。刘佳、肖宇峰和柯丹倩等 3 名研

究生分别汇报了各自的课程学业、科研工作和毕业论文完成情况。钟永恒研

究员等 5位评审专家对他们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建设

性的意见和建议，为研究生们下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业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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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87198187】【情报研究部027-87199180】【信息技术部027-87199182】【业务处027-87198533】 

【查新中心 027-87197719】【学科化服务组 027-87197630】【《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027-87198181】【综合办公室 027-87199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