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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我校举办第二十届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发展与策略学术研讨会 

8 月 22 日上午，由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办，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

台湾资讯管理学会协办的第二十届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发展与策略学术研讨会在学院 212 报

告厅开幕。来自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学科的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百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

会。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费成主持开幕式。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黄泰岩致欢迎辞。他对各位远道而来的参会者表示欢迎；对信息管

理学院和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近年来的发展建设成果以及在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做出的贡献

予以肯定；他希望本次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发展与策略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信息管理

学院院长方卿、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王刊良、台湾资讯管理学会理事长游张

松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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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期间，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前任理事长、清华大学陈国青教授作“中国（大

陆）信息系统领域的发展与展望”主题报告；台湾资讯管理学会理事长游张松教授带来了“从

科技创新到人文创新：IT 发展趋势与资管研究的新契机”主题报告；企业家代表、鼎捷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知识长修俊良总裁带来了“效益导向的信息管理”的报告。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分别围绕 6 个专题进行分组研讨，旨在探讨与交流在新兴技术环境

下如何面临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服务有机融合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据悉，“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发展与策略学术研讨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自 1994 年起已

先后在两岸四地的大学中轮流举办了 19 届，已成为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开展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第二十一届海峡两岸信息管理发展策略研讨会拟

于明年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 

 

【学术交流】第九届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国际会议在苏州举行 

为了使科技信息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创新，第九届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国际会议

(COINFO2014)于 2014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本届大会由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苏州市科技局、武汉大学和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共同主办，江苏省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苏州市千人计划专家联合会、中国记忆与数字保存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资源共享促进

中心、苏州市科技服务中心、《中国科技资源导刊》编辑部承办。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张新民研究员主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贺德方研究员，江苏

省科技厅蒋跃建副厅长以及苏州市政府焦亚飞副秘书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乔晓东研究员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陆伟教授主持了大会报告。来自中

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科技资源共享与服务创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

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科技信息资源作为国家战略性资源，已经影响和渗透

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成为科技创新的重 要支撑条件和推动力量。在大数据时代，需要我

们通过面向不同社会经济领域的特定需求，对海量的尚未整理和结构化的信息进行收集、加

工、整合、共享和利用，真正为创新主体起到信息支撑的作用；同时，推动解决新知识创新

和科技创新的课题，并通过创新来强化新型产业、新型市场的诞生和国际竞争力。本次会议

重点针对信息公开与开放共享、信息挖掘分析与服务创新、信息共享与创新创业服务、数字

资源长期保存等相关领域的热点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分享有关科技资源共享与 服务创新

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新工具、新机制。 

会议由大会主题报告和四个分论坛组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孙九林院

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贺德方研究员、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研究员、

西南交通大学孙林夫教授、苏州市科技服务中心主任赵玮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陆伟教授、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 Jeffrey Soar 教授、台湾御智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其政、富士通研究所社会创新实验室专家级高级研究员西野文人等应邀作了精彩的大会主题

报告。国内外 40 多位专家学者在分论坛上发言交流，与会代表共同分享了他们在科技信息

资源开放共享与服务创新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通过九年的努力，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国际会议(COINFO)已经成为科技信息资源共

享领域的一个高端国际学术交流平台，通过持续的关注、研讨和交流，加深社会各界对科技

信息资源共享理论和实践的理解。此次会议探讨的信息公开与开放、信息挖掘、信息共享和

资源保存等内容将进一步推动科技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的研究和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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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Michael Batty 教授来中心交流讲学 

10 月 30 日下午，受学院及中心邀请，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Michael Batty 教授来访，并于

学院 212 报告厅为师生们带来了题为《智慧城市与大数据》的讲座。讲座由陆伟教授主持。 

Batty 教授介绍了大数据运用在智慧城市研究中的若干实例，其中他重点介绍了智能卡

片在伦敦公共交通系统中的运用及其相关的数据分析。通过对智能卡片使用频次的搜集与分

析，Batty 教授及其团队模拟了伦敦地铁高峰分布情况，用以指导人们出行。接下来，Batty

教授又举例说明了数据可视化在大数据及智慧城市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讲座期间，Batty 教授深入浅出、生动幽默的讲解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并引发

了大家的热烈讨论，现场气氛热烈，Batty 教授针对大家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详细解答，师生

们受益匪浅。 

讲座前，Batty 教授还与学院院长方卿教授，党委书记曾一昕教授，副院长黄如花教授、

陆伟教授、周耀林教授进行会谈并就合作科研、学生互访等内容展开了讨论。 

 

 

【学术交流】董慧教授团队出席“2014 图书馆现代技术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11 月 4 日至 2014 年 11 月 7 日，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图书馆现

代技术学术研讨会——海量数据环境下图书馆资源发现之路。信息资源中心董慧教授、徐雷

博士出席了本届研讨会并做了题为“基于语义系统的中华史籍分析研究”的报告。 

本届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图书馆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广大从业人员，围绕数字图书馆

大数据、数字图书馆检索技术、数字图书馆服务整合、数字图书馆技术发展前瞻等方面的内

容，共同探讨数字资源揭示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并由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

科学数字图书馆、CALIS、NSTL 共同 OPEN TALK 数字图书馆发展，文津搜索、EDS、

SUMMON 和 PRIMO 坐而论道图书馆“资源发现”。 

会上，董慧教授做了中华史籍项目中语义技术的使用报告，阐述了其带领的研究团队多

年来关于本体及语义网的研究成果，概述了中华史籍分析系统的理论框架、技术路线及资源

建设相关架构等。徐雷博士报告了研究成果及其技术开发与应用情况，分析了研究成果中的

相关技术及其实现方法。两人的报告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高度评价，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常务副馆长李欣教授认为该研究成果“很不错，很棒，有深度，有难度，了不起”。 

 

【学科建设】2014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学科委员会年会暨第二十三届档案

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成功召开 

2014 年 11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学科委员会年会暨第二十三届档案学专业系主任

联席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11 月 6 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档案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

同探讨“档案学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这一内涵丰富又意义重大的话题。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

司副司长杜梅，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湖北省档案局局长熊承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档 

案学学科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昌山，武汉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彭斐章，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武汉大 学本科生院院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传夫，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卿等 6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云南大学党

委副书记张昌山主持本次大会。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首先发言，他代表武汉大学向与会的领导和专家表示欢迎，

并回顾了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的发展历史，希望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成果，加强档案专业的人

才培养，为社会输送更多有用之才。其后，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杜梅致辞，她从宏

观层面提出，档案事业现在处在变革发展的转型期，档案工作内容不断丰富，档案事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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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不断拓展，这些新的变化提高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对档案工作者的业务

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应对新形势、新环境带来的挑战，档案专业需要培养有视野、有

能力的创新性人才，但是档案学人才的培养不仅依靠大学，还需要依托社会和政府，最后，

杜司长希望与会的教育者、单位领导能商讨出合适的培养模式，为档案事业的持续发展培养

优秀的后备军。继而，湖北省档案局局长熊承家致辞，他首先肯定了此次会议对高校档案教

学工作的推动作用以及武汉大学在档案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并从建设档案强省乃至档案

强国的角度出发，指出档案人才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档案教学模式应当以创新为主

题。熊局长还表示，希望档案教学部门能和档案事业部门之间相互交流，共同探讨档案人才

建设的妙方良策，为档案系统培育更多适用性创新型人才。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

以专家学者的视角审视“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这一议题，高屋建瓴地指出人才培养模式的创

新应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应该“回头看”，即立足现状。冯教授以人民大学关于人才培养

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指出目前用人单位对档案学毕业生的工作能力不甚满意，这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档案学人才培养方案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应该“向前看”，即适应明天的需要。

冯教授认为，档案事业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上升期，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要求档案工作者具

备更宽阔的知识面和更深厚的专业技能。以西班牙国际档案年会为例，国外档案工作者正以

求新应变的姿态融入新的技术领域，如档案与文化创意；档案云存储、档案与社交网络等，

而这些新的技术和理念都是现有的档案培养方案中很少涉及的。冯教授希望教育界的各位同

仁能够从新动态中找出新思路，用创新的观念带领学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本次大会在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管理学系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下圆满结束，会

议的召开促进了档案学教育的发展，为全国档案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交流】我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来访并作专题讲座 

11 月 7 日上午，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学科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来

访，为学院及中心师生作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前沿纵览”的专题讲座。冯惠玲教授长期从事

档案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多项，撰

写和主持编写著作、教材 20 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许多思想观点被政府部门采用和实施，

是档案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 

冯教授分别从理论转变和战略转变两个方面介绍档案学前沿问题。她认为档案界对档案

的认识经历了从记忆观—资源观—权力观的转变，档案记忆观是指将档案作为一种历史记

忆，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档案迅速增加，档案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它逐渐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档案资源观应运而生。档案权力观是指档案工作者有

权利决定历史，所谓历史就是往档案盒装进档案的那一刻起，装进什么，什么就是历史。随

后，冯教授从数字战略、融入战略和合作战略三个方面介绍档案实践发展的前沿动态。数字

战略方面，冯教授主要介绍了国外档案工作者为应对数字档案管理的挑战而采取的一系列举

措；融入战略方面，冯教授认为融入是全方面的融入，从微观上看，档案工作可以融入机关

其他业务流程，从宏观上看，档案工作可以融合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合作战略是指和其他

社会组织、个人共同开发档案资源。冯教授在解释三个战略的内涵之后，以世界知名的档案

项目为例深入分析发达国家实现上述战略的具体措施。经过冯教授深入浅出的精彩阐述，同

学们对档案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前沿问题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 

讲座在与会老师与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冯教授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给大家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讲座带来了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动态，对未来的学习科研大有裨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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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李纲教授及博士生赴土耳其参加 IMCW2014 国际会议 

11 月 24-26 日，我中心教授李纲及其博士研究生叶光辉参加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办的

IMCW2014 国际会议，并做了题为《Research on Information Fusion for Multi-sensor Expert 

Features》的大会报告，报告从传感器工作过程出发，依次论述基于知识传感器、Web 传感

器和社会网络传感器的专家特征识别方法，并鉴于三种方法获取的专家特征向量存在冲突，

围绕资源均衡度设计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专家特征识别方法，并通过实证论述了方法的有效

性。 

IMCW 国际会议是国际信息管理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本次会议由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Hacettept University 和 The Goethe-Institut in Turkey 共同主办，大

会议题为“科研数据管理与知识发现”，参会代表共计 150 余人，来自科研院所、相关行业等

多机构领域，与会者围绕大会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地学术交流，有效实现了意见分享和思想

碰撞。 

 

【学术交流】我院及中心师生赴韩参加首届 iConference 亚太地区分会 

2014 年 12 月 4-6 日，马费成教授、方卿教授、张李义教授、周力虹副教授及博士研究

生张晋朝、庄晓喆、陈柏彤一行出席了在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召开的首届 iConference 亚太

地区分会。 

iConference 是国际信息科学界的年度学术盛宴，致力于通过跨学科交流不断丰富信息

科学的内涵，扩展信息科学的研究视野。该会议由 iSchools 联盟的成员轮流举办。而首届

iConference 亚太地区分会则是在该地区信息科学研究不断深化以及 iSchools 联盟面向全球

化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此外，本次会议的会期恰逢成均馆大学图书馆及情报学系成立 50

周年之际，使其更显意义非凡。共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国

的近 50 位人员与会。 

本次会议由数据科学研讨会（会前会）和正式会议两部分组成，主要探讨数据科学的研

究前沿以及数据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专家们相继献上了近 20 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内

容涉及数据管理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数据加工、分析、保存、共享等方

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其中包括部分国内信息科学界较少探讨的主题。专家们还分享了所在院

校推进数据管理人才培育工作的相关举措，这对于我院即将开展的数据科学教育工作颇具启

示意义。 

会议期间，周力虹副教授代表我院及中心作了名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t Wuhan University”的报告，重点介绍了我院及中心的发展历程、

业绩成就和未来规划等方面情况，并再次表达了申办 2017 年 iConference 会议的决心。马费

成教授、方卿教授、张李义教授积极参与开放讨论环节，踊跃发表观点，着重阐述了数据科

学与信息科学的关联及信息科学的演化趋势；并就 iSchool 联盟的未来发展路径、iConference

亚太地区分会的组织与宣传策略、亚太地区图书情报教育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等议题与亚太

地区 7 所 iSchools 成员院校的领导层进行了深入商讨。在博士论坛上，作为中国仅有的博士

生代表，我院及中心 3 位博士分别宣读了论文“User perceptions of e-quality and affinity with 

virtual communities：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specialists: Development of LIS education oriented to e-science service requirements”、“Core 

research area of scientometrics: A direct citation analysis”，得到多位在座专家的肯定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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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参加 iConference 亚太地区分会不仅充分彰显了我院及中心在亚太地区信息科学界

的学术声誉和知名度，展示了我院及中心博士生良好的学术素养与精神风貌，而且为我院及

中心与亚太地区其它 iSchools 成员加强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对于我院及中心人才

培养模式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与会各方商定，2015 年 iConference 亚太地区分会将由我院及中心承办。期待明年的

会议能吸纳更多的信息学界人士参与，过程更精彩，成果更丰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