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内部刊物请勿转载

工科院工作通讯
2018年第 17期（总第 151 期）

武汉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综合办公室编印 2018 年 09 月 20 日

聚塔尖人才 谋创新发展

院领导赴西安拜会管晓宏院士并签署院士专家工作站合作协议书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29 日，院党委书记、院长程百炼亲自带队前往西安

交通大学拜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宏教授，诚挚邀请管院士来院建立院士专

家工作站，双方围绕信息安全领域的深度合作进行了交流，并签署了《院士

专家工作站合作协议书》。

交流座谈会上，副院长陈铭恩介绍了武汉市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情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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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在该领域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同时介绍了武汉市院士工作相关情

况及政策支持。程书记诚挚邀请管院士来院引领指导信息安全领域研究开发

工作，并强调，院士站的建立如能得到管院士的支持，势必大幅提升我院信

息安全研究开发水平，也将为武汉信息安全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管院士对程书记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武汉市信息产业发展及国

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建设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市工科院在信息安全领

域承担了国家级项目取得了较好成绩，市工科院与西安交大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具备合作的基础。管院士表示，非常乐意通过与工科院建立院士专家工作

站，参与到武汉市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中来。他希望，通过院士专家工作站这

个平台，促使双方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重点实验室建设、重大项目联合攻

关以及高端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开展实质性深度合作，为信息安全产业发展

作出新贡献。

西安交大管院士团队核心成员，市工科院副院长陈铭恩及相关人员、院

客聘专家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应时教授参加座谈。

双方就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的内容、机制、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管晓宏院士、程百炼院长分别在《院士专家工作站合作协议书》上签字。

(院组织人事处 供稿)

我院参加第 34 次全国科学院书记、院长联席会并作主题交流

9 月 11 日，全国省（市、自治区）科学院第 34次院长书记联席会暨“科

技入冀”科技成果线上展示交易平台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举行。会议由河北

省科学院承办，主题是“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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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18家地方科学院的院长书记和相关专家代表 200 余人出席活动。武汉市

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程百炼带队参加交流。

会上，18家地方科学院围绕创新体制机制、科研开发、成果转化和服务

区域发展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内容，就各自的特色经验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院综合办公室主任李黎代表我院作了题为“集聚新动能要素 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主题报告，介绍了我院近年来围绕“一体两翼”业务框架，集聚高端

产业领军人才、谋划重大产业创新项目、搭建高端成果转化平台等方面的经

验和做法，得到与会者的普遍共鸣。

全国省（市、自治区）科学院院长书记联席会议始于 1984 年，旨在促进

全国科学院之间交流，推动国内科学院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重点项目合作，

每年由一家地方科学院承办联席会议。（院综合办公室 供稿）

市工科院开展第五期“红色讲堂”活动

为进一步了解隐蔽斗争形势，增长国家安全知识，9 月 4 日下午，市工

科院在院科创空间会议室开展第五期“红色讲堂”活动，活动邀请国防教育

专家熊志军作题为《当前隐蔽斗争形势与主要敌情》专题报告，院三名领导

班子成员、院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及院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了

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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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志军专家以当前隐蔽斗争的总体形势、隐蔽战线的主要敌情、《国家

安全法》、《反间谍法》为切入点，通过大量真实案例，认真分析了我国当

前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熊专家指出，国家安全表面上风平浪静，私底

下却暗流涌动;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却很近。一份数据文件的丢失和泄露

都可能对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失，都可能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希望大家要认

清形势，随时保持警醒。市工科院作为科研事业单位更是要高度重视机关保

密工作，尤其要加强涉密文件、涉密计算机、涉密存储介质的管理，严格按

规定进行管理使用，加强防护，堵塞漏洞，严禁泄密事件发生。

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内涵丰富、案例分析透彻，既有宏观的理论解读，

又有微观的案例分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让大家深受教

育，深受启发。大家纷纷表示要强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安全和国防安全

等重要论述的理解，充分认清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进一

步增强战略意识、全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敲响维护国家安全

的警种，共同筑牢国家安全防线。（院党群工作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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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加“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

理事会 2018 年工作会议

9 月 14 日，由文献情报分会牵头

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

由河北省科学院承办的，全国科学院

联盟文献情报分会 2018 年工作会议

在河北石家庄举行。来自 19 个地方

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地区中心、研究所负责文献情报共享服务的专家和责任馆员、科研人员等近

百人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 2018 年文献情报共享服务进

展和科技决策情报服务的经验，围绕“科技智库、情报服务、区域发展”主

题，分会成员深入交流了在区域科技创新中发挥文献情报作用的探索与实践，

讨论了战略情报研究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宏观决策和产业发展思路和愿景。

会上，河北、黑龙江、甘肃、上海、陕西、广东等 6 家地方科学院就本

单位在新型智库、资源共享、助力创新、区域合作、情报挖掘、深度服务等

方面的进展及经验进行了主题发言。会议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

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

的专家分别围绕科技智库、情报服务对区域发展的服务和支撑的实践做了专

题学术报告。

科技智库、情报服务，是服务区域社会发展，服务政府决策的重要支撑。

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坚持不懈、卓有成效地实现了文献情报服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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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分会以新型科技智库理念为引领，显著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工作，为地

方科研院所和中科院、地方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搭建了重要交流平台。

我院科技管理处派员参加会议。（院科技管理处 供稿）

中国石油大学曹思远教授来院交流访问

2018 年 9 月 12 日下午，中国石油大学曹思远教授来院交流访问，并探

讨了双方在地球物理信号处理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院地球物理研究室主任

肖柏勋及全体成员、武汉云航工程地球物理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云航研究院）总经理梁丽萍、郭俊峰等参加了座谈。

肖柏勋教授对曹思远教授的来访表

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武汉市工程

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发展历程以及院地球

物理研究室的人才队伍和现阶段的科学

研究进展。梁丽萍总经理也简要介绍了

武汉云航研究院的发展情况、研究领域、

人才队伍和未来的研究计划，希望能后期与曹思远教授合作，进一度推动武

汉云航院地球物理信号处理技术方面的发展。

曹思远教授主要分三个方面介绍了其研究团队近期在地震信号高精度处

理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同时同频同相位地震信号分离技术，频率不同或

相位不同的地震信号通过时频分析手段可以实现多种信号的信号分离，提取

有效信号，但同时同频率同相位的信号分离技术属于国际难题，曹思远教授

该项技术也是最近研究成功，目前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二是石油地震信号中

多次波消除技术，在地震勘探中多次波是一种相干噪声，它的存在降低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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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资料的信噪比，长久以来多次波被地球物理学家和处理人员们关注，曹教

授展示了最新实际资料的处理结果，效果较好，目前该技术已经应用到多个

油田地震数据处理中；三是地震弱信号的提取方法技术，通过该技术处理后，

地震记录剖面中能看到更丰富的地层信息。这些研究成果在国内三大石油公

司、煤田和超前隧道预报中得到广泛应用。

会上，肖柏勋教授对曹思远教授的这些研究成果表示极大的兴趣，希望

将该技术运用在工程物探数据处理领域中。此外，肖柏勋教授也表示目前正

在跟郑州大学王复明院士洽谈在院里建立院士工作站事宜，也表达希望能聘

请曹思远教授成为院士工作站地震数据处理方面的特聘专家，开展深度合作。

附：曹思远教授简介

曹思远，男，江苏省启东市人，1962 年 2 月出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地球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82年中国矿业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94年 1

月石油大学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博士毕业，同年 4 月进入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博

士后流动站，96年 4月出站。2007 年在美国休斯敦大学做访问学者二年。现

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复杂油气藏勘探开发教育部工程中心副主任。中国

地球物理学会信号分析专业委员会委员，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杂志编委。主要

从事油气田勘探开发中的地球物理方法、信息与计算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在

地震资料高信噪比、高分辨率处理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在国内三大石油

公司得到广泛应用；近几年开展的强非均质介质的储层预测研究，也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基于地震资料的微断层识别方法也开始在煤矿生产中得到应用。

在学校还承担了储层地球物理、地震勘探原理及解释技术、地球物理勘探新

方法新技术、分形理论，小波理论及其应用、空间解析几何等学科的教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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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参加并负责国家重大专项课题及多项“973”“863”项目子课题的研究，

在各级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60多篇，负责承担了国家重大专项课

题、国家“863”、“973”项目和部级科研项目多项，获国家级科技奖励二

次，省部级科技奖励四次。发表论文五十多篇，国家发明专利二项。美国 SEG

会员，中国数学学会、石油学会，地球物理学会会员。

（院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研究室 供稿）

孵化器公司开展大学生项目申报辅导会

为帮助大学生企业更好地展现创业项目的核心价值和优势，提高大学生

申报项目以及了解申报方法和技巧，8 月 24 日，工科院孵化器特举行 2019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报辅导会，8家企业及项目负责人参加了辅导会。

讲座重点讲解湖北省科技厅 2019 年度大学生科技创业专项计划项目，解

读大学生创业项目的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并以优质项目申报书为例，从项

目申报书的编写技术重点进行了把控，为大学生企业项目申报指明了方向。

会上，企业负责人就项目申报任务书的具体问题踊跃咨询。通过此次辅

导会大学生企业表示获益颇丰、受益匪浅，并表示积极准备即将申报的大学

生科技计划项目。（院孵化器公司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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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院孵化器走进美国高校召海外学子回乡创业

9 月 3 日-9 月 12 日，武汉市工科院孵化器有限公司走进美国高校，到哥

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利亚大学、天普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

大学、麻省理工、布朗大学等进行了参观、考察和学习，开展与中国海外学

子广泛交流与座谈，分享国内创业政策、成功案例等，为广大留学人员回乡

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舞台。

9 月 5 日上午，工科院孵化器一行走进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与中国留

学生广泛交流与分享。海外学子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思念和报效祖国

的初心，该校机器语音深度学习专业（AI）研究生李泰山、何吉越询问了国

内就业环境与政策并分享了留学生们去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对所学的专

业应用范围进行了详细介绍，他们表示希望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融合国内

技术和市场，加速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产业化找到更好的途径。期间海

外学子与工科院孵化器总经理赵敏互扫微信，留下联系方式并表示保持联络。

工科院孵化器走进宾夕法利亚大学

9 月 7 日上午，工科院孵化器一行来到美国天普大学，目前孵化器在孵

企业说说（武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邬晨阳先生用中英文介绍了武汉

地区的创业氛围、工科院孵化器的基本情况，以及孵化器的入驻条件、招纳

海归学子优惠政策等，与学子们分享了自己的创业故事，他鼓励青年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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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武汉市留学生生物科技专业肖雅、环境工程专业董博

士等就国内创业环境与优惠政策详细咨询，工科院孵化器总经理赵敏针对于

他们的提问一一解答并进行了创业指导。

工科院孵化器走进天普大学

工科院孵化器走进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

工科院孵化器走进麻省理工大学、布朗大学

9 月 8 日-9 月 13 日，工科院孵化器分别走进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布朗大学，在校访问期间与中国海外留学生开展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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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层次的国际人才与科技文化交流座谈，宣传了武汉市创业环境与政

策，激发更多海外学子向往归国创业的兴趣和意向。（院孵化器公司 供稿）

文明出行 快乐随行

院工会组织职工赴梁子湖秋游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为丰富职

工的文化生活，让职工在繁忙的工作

中得到放松，愉悦身心回归自然。9

月 18 日，院工会组织工会会员职工

到梁子湖进行了“迎军运 我宣传”

的生态文明一日行主题秋游活动。

9 月的梁子湖，湖山相接，水天相连，碧波荡漾，交相辉映，让人心旷

神怡。上午 9 时，大家抵达梁子湖龙湾，在合影留念后散开自由活动，有的

前往沙滩浴场晒晒太阳，有的在水上高尔夫大力挥杆，有的三三两两相约划

划船，有的在射箭场相互切磋比试……别有一番滋味。随后大家有序地组成

小组，在自助烧烤区午餐，你烤我吃，你吃我烤，个个都是“大厨”，烤的

都有模有样。

餐后，来自全院的 20余名青年志愿者在梁子湖龙湾景区开展捡拾垃圾、

文明劝导、宣传军运等志愿服务。志愿者们一边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边将路

面上游客丢弃的果皮、烟头、纸屑和草丛中的塑料袋（瓶）、食品包装袋一

一捡起放入垃圾袋；遇到游客有不文明及时进行劝导并热情宣讲《武汉军运

会东道主文明公约》，宣传文明出行、言谈和气、管好宠物、不抽烟不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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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等文明行为规范，号召游客积极参与和支持军运会的召开，共同塑造讲文

明、讲礼貌的良好形象，塑造文明的城市形象。

通过此次活动，丰富了广大职工的文化生活,让他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

以放松心情，也提高了团队协作意识，引导和激励大家展示阳光心态、体验

美好生活，更重要的是院青年志愿者们积极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积极

参与和支持军运会，共同塑造讲文明、讲礼貌的良好形象，为迎接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胜利举办，营造一个昂扬向上、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

（院党群工作部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