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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7年度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会议纪要 

2008 年 1 月 11 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7 年度重大项目“电子商务

中的商务信息跨平台检索与重组研究（项目批准号：07JJD870220）”和“数字环境下的图书

馆管理研究（项目批准号：07JJD870221）”开题报告会在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举行，

该两课题分别由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张李义教授和黄如花教授组织的研究团队承担。 

开题报告会由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昌平教授主持，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

究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文科基地建设办公室张发林主任以及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陈传夫教授先后作了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李琪

教授、中软国际武汉分公司涂晓帆信息总监、国家图书馆业务处处长汪东波研究馆员、国家

工程图书馆副主任曾建勋研究馆员、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主任肖希明教授、武

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燕今伟研究馆员等校内外专家及课题组成员共计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电

子商务中的商务信息跨平台检索与重组研究”课题组成员兼顾问、国家商务部信息化司王新

培司长因工作繁忙没有出席会议但对项目实施提出了具体建议。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代表基地致欢迎辞，并向两中标团队表示祝

贺。他指出出基地建设的目的旨在通过承担国家重大课题产生重大科研成果并使基地的持续



发展带动学院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共同发展，在肯定了两个项目都各具特

色代表了学科领域的核心和前沿课题的同时，也指出了在项目实际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

题，如经费利用和联合校内外专家学者开展研究的组织方式问题等，最后对项目提出了按时

结项、提升课题质量并争取课题结果评优、通过项目研究填补学科空白拓展研究领域等具体

要求。马费成教授还将教育部重大项目评审结果进行了通报，在中标项目研究中，强调了项

目的创新和面向社会的应用发展。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基地办张发林主任在讲话时对项目在申请过程中的精心准备提出

了表扬，对项目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要求课题组负责人和全体成员按照教育部关于项目的

规定进行研究并在成果发表时进行标注，要有突破和创新，同时也要对项目的难度进行充分

考虑。他代表学校社科部表态将力所能及地支持项目的开展，为基地项目尽力创造条件提供

方便。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陈传夫教授首先对两大课题申报成功表示祝贺，他代表学院

表示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大力支持项目研究活动的开展。陈院长同时列举了一系列电子

商务发展与数字信息方面的数据说明该两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提出要将课题研究与学

术组织、人才培养、团队创新等相结合，争取出一批具有高显示度的科研成果。 

随后，项目负责人张李义教授和黄如花教授分别对项目申请与研究计划，课题所要解决

的问题与应用前景，各个子课题的设计与关联，课题实施的人员结构与分工，项目的难点与

创新点，项目研究思路与研究进度计划等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对课题的难度以及根据评审

专家的意见对项目的研究内容调整做了解释。“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管理研究”课题组主要

成员肖希明教授同时指出，要充分利用国外现代管理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图书馆管理理论的创

新并强调了宏观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并力争在业务流程重组实践中进行运用。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胡昌平副主任对开题会议做了总结，他强调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研究要坚持 2 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满足国家社会发展需要，二是要有理

论与应用创新，要根据教育部专家评审意见凝炼课题研究的重点和方向，要坚持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善于利用各种已有研究成果并和外界相结合，要保证项目实施的阶段性、计划性，

要在成果检查、经费开支等各个方面保证项目实施的持续进行，要解决项目的研究特色，集

中力量进行电子商务跨平台信息检索和信息重组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进行有效利用和推广，

要重视项目研究的过程创新，保证研究成果的显示度。他还特别强调了项目研究的学术风气

问题，要求项目组全体成果要自律，坚持正确的学术研究方向，保证成果拥有自己的知识产

权。胡昌平教授就项目研究的开放性和面向社会发展的成果应用作了具体安排，他希望项目

推进中创新机制，形成项目创新研究和成果应用的社会化大平台，充分展示重大项目的风貌，

为本学科领域科学研究作出表率。 

开幕式后两课题组分别设立分会场继续进行深入研讨，第一分会场“数字环境下的图书

馆管理研究”由黄如花教授主持。会上，黄如花教授向课题组成员进一步分配了具体任务，

并建议参与该项目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首先从搜集国内外图书馆提出的图书馆管理战略出发



进行研究，同时再次强调了学术规范问题。肖希明教授再次肯定了该项目的研究对于图书馆

学学科建设并使其在图书馆管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建议以后多开展小范

围的专家咨询会以学习专家们的宝贵意见，并提出不能局限于框架本身研究问题，最后指出

本课题的难点在于技术运用于管理问题希望能得到多方建议。其它课题组专家及成员也积极

就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表示将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努力完成自身任务并通

过团队合作力争突破课题难点，达到项目要求，不辱使命。 

第二分会场“电子商务中的商务信息跨平台检索与重组研究”由张李义教授主持。课题

组负责人、子课题负责人以及课题组全体成员对项目分工、研究方法、研究计划等进行了详

细讨论，对部分内容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了调整，重新审定了各个子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研

究路线，并决定建立 Wiki 平台进行学术交流，保证课题组成员之间的沟通，课题组负责人

对各个子课题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分工，要求各个子课题负责人在 1 月 20 日之前提交调整后

的研究计划，并在 1 月 25 日左右再次召开课题组会议对课题的研究进行进一步分工。 

 

◆第九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为促进海峡两岸图书馆学资讯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台湾图书资讯学教育学会与内地图书

馆学信息学教育界和图书馆界自 1993 年起先后举办过八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

会”，在两岸图书资讯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图书馆学资讯学界的

交流与合作，台湾图书资讯学教育学会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

心将于 2008年 7月 3-6日在武汉大学举办“第九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 

一、会议主题：数字时代图书信息学之变革与发展 

宗旨：从馆员的角度探讨图书馆实务变革方向；从教师的角度探讨图书馆学教育变革

方向 

分主题： 

（一）实务变革 

1. 数字时代的读者与服务创新 

2. 数字出版、典藏、取用与电子资源管理 

3. 图书馆与新一代网路之竞与合 

（二）教育变革 

1. 核心能力与核心课程 

2. 数位学习与合作教学 

3. 在职培训与终身教育 

4．研究生教育与高级人才培养体系 

    二、会议日程： 

    会议于 2008年 7月 3日至 7月 6日举行，具体安排： 

    7月 3日  报到 

7 月 4日   上午：开幕式、资深教授论坛、大会报告 

           下午：大会报告、论文发表 

           晚宴 



           晚上：海峡两岸研究生论坛 

7 月 5日   上午：论文发表、分会场研讨 

下午：综合性座谈、闭幕式 

           晚上：游览武汉夜景 

7 月 6日   大陆代表离会，台湾代表赴庐山旅游 

三、会议论文 

1. 与会专家学者（含研究生）应尽可能提交学术论文，以便会上报告和交流。 

2. 字数要求：不低于 3000字。 

3. 格式要求：学术论文应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格式编排，正文一律用五号宋体字，

1.5倍行距，附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文后附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工作

单位、职称职务、研究成果简介、通信地址、联系方式等。 

4. 版本要求：分别提交电子版文稿和纸印文稿各一份，其中电子版文稿可通过电子

邮件直接寄送。 

5. 截稿日期：2006 年 5月 20日 

四、联系方式 

大陆地区：查荔  肖希明 

武汉市珞珈山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邮编：430072） 

联系电话：027-68754541    传真:  027-68754541   027-68752135 

电子信箱：irc@whu.edu.cn（查荔）   whdxxxm@yahoo.com.cn （肖希明） 

 

 

 

 

第九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 

中国武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陈传夫院长  

中国台湾 图书资讯学教育学会  陈雪华理事长 

2008 年 1 月 17 日 

 

 

 

◆天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贤金教授一行来我中心调研座谈 

近日，天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贤金教授、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连种副研究

员、天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齐二石教授等一行 6 人来我校调研，了解我校管理学科建设及研

究生教育情况。 

3 月 20 日上午，考察团一行来到信息管理学院和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进行实地考察并进

行座谈与交流。参加座谈会的有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院党委书记董有明、副

院长李纲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丁煌教授及学院相关系领导。 

mailto:irc@whu.edu.cn
mailto:whdxxxm@yahoo.com.cn


马费成教授和丁煌教授首先向客人介绍了武汉大学管理学科的设置、各专业在各个学院

的分布情况及各个学院管理学科的特色。李纲教授应对方要求，重点介绍了我校及我院在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改革、研究生学制改革、导师队伍建设、学

科建设、优秀人才计划、教职工激励机制、工程硕士培养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杨书记和齐院长介绍了天津大学管理学科的基本情况，对我校学科建设工作和研究生培

养机制创新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双方在学科建设及研究生培养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合作，

建立两校管理学科研究生推免合作关系，实行优势互补。 

 

 

◆马费成教授出席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教育部联合主编的《信息化与信

息社会》系列教材编委会 

2008 年 4 月 11 日，由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教育部联合主编的《信息化与信息

社会》系列教材编委会在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召开。会议由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主持，各专业编委后会负责人介绍了教材编写工作进展情况，

今年拟出版的 8 本重点教材的作者分别介绍了各自编写的教材的思路、编写大纲、主要特色

和适用范围，最后与会专家对教材的大纲和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 

   《信息化与信息社会》系列教材包括普通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电子商务

专业和信息安全 3 组专业教材，分别由这 3 个专业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持、

编写，邀请该领域的知名学者担任主编。我中心马费成教授承担《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的

编写。今年即将编写出版的 8 本重点教材是《信息化概论》（主编：周宏仁）、《电子政务》

（主编：张朋柱）、《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主编：马费成）《商务智能原理与方法》（主编：

陈国青）、《电子商务导论》（主编：李琪）、《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主编：魏修建）、《信息安

全导论》（主编：沈昌祥）、《信息安全测评与风险评估》（主编：向宏）。 

 

 

◆第六届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为了加强信息资源管理及信息化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促进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信息服

务的健康发展，提高信息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推动整个社会信息服务效率的提高，武汉

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将主办第六届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将围绕

教育部批准立项的第六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来进行，其主题为：1．网络

环境下数字化信息服务研究；2．信息资源配置理论与模型研究。热忱欢迎本领域及相关领

域的专家、学者，广大理论研究人员，以及实际工作者撰文与会交流。现将征文内容及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征文内容： 

主题一：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信息服务研究 

1．数字化信息服务组织研究；2．数字化信息用户需求分析；3．数字信息服务技术发

展研究；4．数字信息服务产业与市场运行研究；5．基于网络的数字信息资源集成研究；6．数

字化信息服务评价研究；7．与该主题有关的其他问题研究。 

主题二：信息资源配置理论与模型研究 

1．信息资源配置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2．信息资源配置机制研究；3．信息资源配置

模型研究；4．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及其评价研究；5．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策略研究；6．信息

资源共享障碍及效率研究；7．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配置与管理研究；8．与该主题有关的



其他问题研究。 

二、征文要求与注意事项： 

1．论文须主题突出并未公开发表过，字数为 5000～10000 字，含 300 字以内的中、英

文摘要。 

2．论文按如下顺序排列：标题、作者、单位及邮编、摘要、关键词（其后列出以上各

项对应的英文）、正文（小标题以数字编节，如 1.1，1.1.1……）和参考文献。具体格式可参

考《图书情报知识》论文。文尾请附作者详细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和 E-mail 地址。 

3．须同时提供印刷文本和 WORD 格式电子文本。印刷文本请寄：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

究中心查荔收（邮编 430072），并在文稿左上角标注“主题一征文”或“主题二征文”；电

子文本请发送至电子邮箱：irc@whu.edu.cn。联系电话及传真：027－68754541。 

4．征文截止日期：2008 年 9 月 30 日。录用通知将在 2008 年 10 月 20 日前寄出。 

5．本次会议录用的论文将在会前正式出版论文集。 

三、会议时间与地点： 

时间为 2008 年 12 月初，地点在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国际合作研究院”揭牌 

6 月 4 日 ， “ 武 汉 大 学 图 书 情 报 学 国 际 合 作 研 究 院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cadem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以

下简称国际合作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信息管理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吴

慰慈先生，我校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彭斐章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评审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长黄长著教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梁战平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

学院院长赵国俊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图书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

员、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教授，教育部图书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

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第二召集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等专家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教授出

席仪式并致辞，与美国 Syracuse 大学信息研究学院院长 Dr.Liz Liddy 教授共同为图书情报学

国际合作研究院揭牌。仪式由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董有明主持。  

      黄进副校长在致辞中说，国际合作研究院的成立，是信息管理学院走向国际、学科发展

国际化的重要举措。武汉大学在其 115 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合作与交流一直是其教学、科

研、人才培养的特色。图书情报学科一直是武汉大学的特色学科，也是国家重点学科。信息

管理学院是国家首批“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和“211工程”项目建设单位。2007

年，武汉大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被批准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图书情

报学科在学校具有重要地位，学校对该学科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国际合作研究

院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必将带动信息管理学院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

上迈出更大的一步，必将进一步促进图书情报学科国际间的合作研究与交流。对武汉大学来

讲，国际合作研究院这种国际化的合作研究与交流方式，也将是学校众多学科发展中一种有

益的创造性的探索。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陈传夫教授介绍了国际合作研究院的筹备过程与工作计划。他说，为



了推动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交流，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倡导，经与伊利诺依大学图书馆

信息学研究生院及锡拉丘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有关信息学院院长协商，成立“武汉大学

图书情报学国际合作研究院”。国际合作研究院的主要职能是对“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一级学科的前沿课题进行合作研究，为图书情报学领域的专家和领军人才提供交流平台，举

办一级学科论坛和国际会议，编辑、出版国际出版物，共同培养人才，促进研究员、合作机

构之间在研究生人才培养方面的国际合作、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图书情报国际合作研究院

的成立，也是信息管理学院推进重点学科建设国际化的尝试。  

      美国 Syracuse 大学信息研究学院院长 Dr. Liz Liddy 教授代表合作机构致辞。她

说， Syracuse 大学信息研究学院非常高兴成为合作研究院的成员，乐意与其他成员一起为

改进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的方便获取作出自己的努力。她期待与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及国际合作研究院的同仁为了一致的目标共同努力。  

     揭牌仪式后，黄进副校长向国际合作研究院聘任的 Jian Qin 博士颁发了聘

书。 Dr. Liz Liddy 院长作了题为“iSchool and  What is iSchool”的学术报告。  

      国际合作研究院将设立咨询委员会（advisory board），咨询委员会由知名图书馆与信息

学院院长和其他专家组成。目前海外咨询委员有：美国 Syracuse 大学信息研究学院、美国

伊利诺依大学香宾分校图书馆信息学研究生院、美国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美国密西根大学

信息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档案与信息研究学院及美国威斯康星-密尔

沃基大学信息研究学院的院长组成。国际合作研究院将以积极“面对变化与探索未来”的精

神，汇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的学术、教育与职业领导者，面向新型泛在信息环境，

对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面临的需求、技术、管理与政策等进行国际合作探索。  

      国际合作研究院将新的信息环境下，以图书情报理论与技术的创新作为未来的研究重

点。定期举办“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论坛，筹备出版《图书情报

趋势》学术刊物，与国际上的研究生培养学院建立伙伴关系。 

 

◆信息管理学院和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举办“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论

坛 

日前，“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论坛开幕式在我校信息管理学

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论坛由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图书情报国际合作研究院联

合承办。我校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彭斐章，全国教学名师、我校马费成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杨

美华教授等知名学者出席论坛并作专题发言。信息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董有明主持了论坛开

幕式。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陈传夫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的主旨在于“面对变化与探索未

来”，目标是汇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的学术、教育与职业领导者，针对图书馆、

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面临的需求、技术、管理与政策等理论进行探讨与交流，将论坛办成一

个高水准、高层次、前沿性的平台，共同推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发展。  

      开幕式举行后，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黄慕萱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

究所杨美华教授、台湾大学工程学研究所主任陈达仁教授分别以“图书资讯教育的未

来”、 “未来图书馆员的核心能力”和“创新与智慧财产权”为题为我校师生作报告。  

    论坛拟设置“海峡两岸论坛”、“国际论坛”、“职业论坛”三个模块，并将在今年的 6 月至

12 月举办多个专场，相关论文将收录于我校《图书情报趋势》刊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