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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暨潜江  

市区域信息化研讨会召开                              

 潜江市区域信息化项目成果                              

 重大项目成果                                   

 部分研究人员研究成果                                

 我中心多人获武汉大学第九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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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潜江市人民政府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委员会第

二次联席会议暨潜江市区域信息化研讨会 6 月 6 日上午 9 时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二

会议室隆重开幕。  

  此次会议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与潜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兼省国民经济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夏平先生，省

信息化推进处处长张唯佳先生、副处长王新玲女士，以及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先生

出席了会议，校社科部、校科技部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信息时代高校与政府合

作共同探讨信息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次会议。  

  世界正在逐步地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比物质与能源更重要的资源，信息技

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产业正

逐渐主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并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大



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信息化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区域综合实力、发达程度

和发展后劲的重要标志。  

  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中，潜江市以信息化为突破口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契机，这

种入时的观念、超前的意识、正确的思路，顺应了江总书记和党的“十五”规划的重

要指示，在湖北乃至华中地区，走在了前列。  

  上午，会议汇报了《潜江市区域信息化发展研究》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南

海市区域信息化现状考察与研究报告》和《潜江市区域信息化发展背景分析报告》两

份报告，下午，双方就这两份研究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外，会上双方还讨论了

下一阶段的进一步合作。  

  本次会议受到了省信息产业厅和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于潜江市来说，将是一次

被推荐为省信息化试点城市的良好机会，对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研究

中心来说，是产、学、研相结合的又一个成功范例。（本稿由潜江市区域信息化项目组

李玲提供）  

 

二、潜江市区域信息化项目成果  

1、明确的指导思想，丰硕的阶段成果  

指导思想：通过调研，全面了解潜江市工业、农业和社会发展，确定潜江未来发展的

选择。  

前期成果：课题组在 191 天（2001.11.26-2002.6.5）的日子里，先后对湖北省潜江市

和广东省南海市进行了实地调查。潜江调查 3 次，第一次时间为 2001 年 11 月 26 日

—30 日，第二次时间为 2001 年 12 月 17 日—21 日，第三次时间为 2002 年 4 月 17

日—19 日。南海调查 2 次，第一次时间为 2002 年 3 月 21 日—22 日，第二次时间为

2002 年 4 月 3 日—5 日。共派出 610 人次访问调研了两市 44 个单位、120 人次，参

阅各种文献 977 份，共计文字 1233 余万，其它载体 60.64M 字节；发出调查问卷 355

份，收回问卷 355 份；编写了约有 7 万的两份研究报告。  

（1）参加调查人员状况表  

总人次 教授 副教授 博士 博士生 硕士生  

潜江调研 570 51 101 68 16 334  

南海调研 40 8 12 8 \ 12  

（2）被调查人员状况表  



单位数 总人数 市级干部 局级干部 一般干部 其他人员  

潜江调研 35 80 5 18 40 17  

南海调研 9 30 1 3 10 16  

（3）被调查资料状况表  

文本型材料（份）(包括借阅) 其它形式资料（份）（包括电子版文档、PPT、AutoCAD

等文件） 报纸（份）（包括复印件） 调查问卷（份）  

潜江调研 229 36 674 355  

南海调研 35 3 \ （4）为研讨会提供了约有 7 万的两份研究报告  

报告名称               章 节 字数  

南海市区域信息化现状考察与研究报告 5 18 20783  

潜江市区域信息化发展背景分析报告 5 16 48000  

2、现代的项目管理，卓越的工作效率  

  项目组采用了强矩阵式组织管理模式，实行知识体系的管理。所谓强矩阵式组织

管理模式即项目组长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知识体系管理根据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PMI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编著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的思想，狠抓了 7 大管理，即项目整体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

目时间管理、项目费用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沟通管理等，

由于管理科学、充分发挥了项目组成员的积极性。调研中，做到了总结工作不过夜、

整理材料不过日，通过对潜江 35 个单位的调查和 80 多人的访谈，整理资料 200 余份，

阅读资料 100 万字。  

3、科学的研究方法，正确的评估结论  

  调研中，我们采用了三结合的方法，即现代技术与传统手段相结合，集体座谈与

个人访问相结合，实地考察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结论是：潜江市社会经济发展为信息化创造了条件，未来发展，是向大规模工业化方

式转移，还是迅速向城市化方式变迁，提供了可选择方案。  

（本稿由潜江市区域信息化项目组李玲提供）  

 

三、重大项目成果  

 

重大项目“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进展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获准后，我们于 2001 年 1１月正式启动了研究工

作。现将研究进展汇报如下：  

1． 进行了子课题分解分工。基本按照《项目概要》的计划执行。  

2．正在围绕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的重大法律问题开展研究。关于信息资源知

识产权制度安排一般原则、规则、目标等理论问题的论文已被《信息化建设》杂志采

用（陈传夫）。关于信息资源建设中的利益平衡问题的论文被《图书情报工作》刊登（陈

传夫）。邱均平教授指导的本课题的博士论文“网络时代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已经完成。

李纲副教授正在进行知识产权市场问题研究。李洪武完成“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公共政

策”研究（陈传夫指导）。黄先蓉副教授正在进行“信息资源知识产权集体管理制度”

的研究并指导完成〈〈版权代理制度研究〉〉（马小莉）硕士论文。沈仁干教授正在从事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国际问题的研究。陈传夫向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2002 年

新世纪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提交“络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应优先考虑的

几个利益问题”论文。  

３．将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初在北京召开小型学术研讨会。就网上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

度中若干开展讨论。  

４．下一步计划是继续按照原计划执行。  

（陈传夫教授供稿）  

 

四、部分研究人员研究成果  

陈传夫：  

2002 年 3 月，国家信息化与知识产权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8 月，The Balances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 Interests 

on Information in Digital A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Divides: 

International Currents in Information Inequalities  

2002 年 5 月，我国网上信息资源知识产权问题解决的原则 信息化建设  

2002 年 4 月，网上信息集团许可证制度探讨      情报学报  

2002 年 4 月，网上信息建设的知识产权问题解决方案 图书馆学研究  

2002 年 4 月，网上信息加密措施的知识产权管理 情报资料工作  

2002 年 2 月，后 TRIPS 时期国际版权制度研究      中国版权  

2002 年 2 月，社会信息化过程中若干利益冲突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 年 2 月，后 TRIPS 时期国际版权保护全球化趋势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年 2 月，信息资源获取的知识产权问题      图书情报知识  

2002 年 1 月，基于现存框架的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解决方案 中国数字图书馆知识产

权论坛文集，下册  

2002 年 1 月，欧盟一体化版权保护十年措施  电子知识产权  

 

马费成：  

1.马费成,龙秋 信息经济学（一）信息经济学的主要领域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2(1)  

2.马费成 ,龙秋  信息经济学（二）信息市场均衡与经济效率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2(20）  

3.马费成,龙秋 信息经济学 (三) 因特网发展的经济分析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2

（3）  

4.马费成，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 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 2002(3)  

 

黄先蓉：  

1 我国图书情报单位电子出版物收集的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1  

2 我国出版法制建设的研究进展，出版科学（出版科学年评第一卷），2002 年增刊，

2002．3  

3 数字时代我国编辑出版学教学变革的思考，载于中国编辑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选——

《新时期编辑活动特点探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4  

4 著作权保护图书馆的理论研究，获武汉市第九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2001

年 12 月．  

 

胡昌平 刘作仪：  

1 论企业资源计划实施中的信息系统变革，情报科学，2002（3）  

2 胡昌平编著，《管理学基础》，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 月  

 

陈光祚 夏立新等：  

1 我国网络图书现状分析和发展对策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2）  



2 论个人数字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3）  

 

李钢：  

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及其社会成本 情报学报 2002.2 No.1  

 

邱晓琳：  

我国信息政策、法规的国际兼容性研究 图书情报知识 2002.6  

 

篓策群：  

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图书情报知识 2002.1  

 

五、2002 年 6 月 10 日，武汉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名单公布，  

我中心多名专兼职研究人员获奖：  

一等奖：  

曹 之 中国古籍编撰史 著作 图书情报  

陈传夫 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 著作 图书情报  

马费成 信息经济学 著作 图书情报  

方 卿 图书营销学 著作 图书情报  

罗紫初 出版学原理 著作 图书情报  

王子舟 知识集合初论、知识集合再论 论文 图书情报  

李 纲 信息资源配置的理论问题探讨 论文 图书情报  

邱均平 信息资源网络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论文 图书情报  

胡昌平 科技与经济信息服务网络化组织模式 研究报告  

二等奖：  

程 虹 制度变迁的周期理论 著作 图书情报  

刘家真 电子文件管理导论 著作 图书情报  

吴永贵 中国新图书出版社业的文化贡献 著作 图书情报  

俞君立 关于《中图法》中邓小平理论的立类研究 论文 图书情报  

王新才 从古典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中国目录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 论文 图书情

报  



朱静雯 集成管理：出版集团制胜之道 论文 图书情报  

焦玉英 论企业核心竞争力及其环境、运行机制 论文 图书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