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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时代专业图书馆的服务与发展” 

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 

2006 年 12 月 16—19 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广东省科技图书馆联合主办，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等协办的“自主创新时代专业图书馆的服务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

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华南专业委员会（简称“华专委”）成立仪式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隆

重举行。  

12 月 17 日上午，学术研讨会于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拉开帷幕。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专

业图书馆分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张晓林教授，专业图书馆分会常务

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

杂志社社长周金龙研究馆员，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中

山大学资讯管理系谭祥金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

书馆兰州分馆原馆长孙成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

学院副院长李广建教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馆长黄

俊贵教授等全国知名的图书情报专家、广东省各大图书

情报机构领导与嘉宾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议代表出

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由周金龙副理事长主持，张晓林理事长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致贺词，

祝贺华专委成立，祝贺华南地区专业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亲自为华专委成员颁发聘书。中国

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常务理事、华专委主任委员、广东省科技图书馆馆长李宏荣代表广东

省科技图书馆和华专委嘉宾和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对分会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对协办单位和

支持单位的大力支持表示谢意。李宏荣馆长认为当今是竞争的时代，而竞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合作，

只有合作，才能创造和谐与共赢。华专委的成立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有利于团结和联络广东地区

专业图书馆和文献情报机构，研究探讨新环境下面临的共性问题，推动和实践资源的体系共享，

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从而推动专业图书馆的发展和进步

12

专题报道 

。  

月 17 日上午，张晓林教授应邀作“嵌入用户过

程的科技信息服务”主旨报告，介绍嵌入用户过程的文

献信息服务机制等内容，并对 e-first 的用户信息场景、

u-centered 的信息服务模式和嵌入用户过程的服务创新

实践等分别进行阐述。张晓林教授十分赞同这样的说法：

过去 5 年图书馆的变化超过了过去 100 年的变化，而今

后 5 年图书馆的变化将使过去 5 年的变化微不足道。他

认为，当技术发生大的转折时，在原来的道路上跑得越快，就会被甩得越远。因此强调，要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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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创新来抗击组织衰老；要从未来用户信息活动场景去拷问自己最根本的生存环境假定和运行状

态，才可能在变化中获得生存权和竞争力；要在世界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让自己和用户共

同前进。主旨报告进行了 1 小时 20 分钟，探讨的是业界最前沿、最热点的问题，凝聚了国家科

学图书馆在引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精华，给广大图书馆从业人

员以深刻启迪，引起了全体与会代表的极度关注。  

当天上午，会议还邀请三位来自高校的知名图书情报专家作了专题学术报告，分别是北京师

范大

主题的专题研讨，邀请省市情报研究系统、

科研

分会周金

指

导下

结道：本次会议是专业图书馆的一次盛会，虽然会期不长，但

各项

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广建教授、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曹树金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主任高波教授，为代表们带来了丰富的专业信息。  

当天下午举办了以“面向用户的信息情报服务”为

院所情报系统、公共图书馆系统和专业图书馆系统的专家代表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出发，介绍

其单位在信息情报服务中的探索与实践。在下午的企业论坛中，会议另安排本次研讨会的两家支

持单位——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广东大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表作了专题报告。  

12 月 18 日上午的会议内容为论文宣讲，获奖论文作者进行了大会论文交流，专业

龙副理事长、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原馆

长孙成权等嘉宾分别为获奖论文作者颁发证书。在

紧张的会议期间，主办方还安排代表们实地参观了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和位于广州大学城的中山大学东

校区图书馆，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的领导和

，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全体员工的积极努力下，

在各级图书馆和与会代表的共同关注与支持下，“自

主创新时代专业图书馆的服务与发展”学术研讨圆

周金龙副理事长在闭幕式上总

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安排紧张而有序，取得了圆满成功。他认为本次会议有如下特点：其一，与会人员具有地域

和行业的广泛性。百余名参会嘉宾和代表分别来自广东、北京、上海、安徽、甘肃、辽宁、新疆

等省、市、自治区，包含了专业图书馆系统、高校图书馆系统、公共图书馆系统及相关企业单位

等代表；其二，会议形式多样化。包含“华专委”成立预备会议及成立仪式、主旨报告、专家报

告、专题研讨、企业论坛、论文宣读及业务参观和文化参观等环节，会议日程安排紧凑，有条不

紊。其三，会议内容丰富，信息含量大，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为与会代表提供了业务和学术交流

平台，是一次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业务管理部  张海燕 姜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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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 

华南专业委员会在我馆成立 

经过半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备，2006 年 12 月 17 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广东

省科技图书馆联合主办、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等协办的“自主创新时代专业图书馆的服务与

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广州胜利召开。会议期间，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华南专业委员会

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正式成立。  

为了促进区域专业图书情报事业的平衡发展以及区域内专业图书情报单位之间、专业图书情

报单位与其他相关单位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拓展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的纵向业务建设

范围，充分发挥其在专业图书馆发展与交流等方面的引导作用，经专业图书馆分会组织工作委员

会提议，决定以华南地区作为试点，成立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华南专业委员会（简称

“华专委”）。  

12 月 16 日晚，在广州浙江大厦召开了华专委成立及本次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议，分会常务副

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周金龙、华专委组织机构成员

及本次研讨会组委会成员到会。  

会议由专业分会周金龙副理事长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概况和

华专委成立的背景和意义，并宣布了《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华南专业委员会工作规

则》。华专委主任委员、广东省科技图书馆馆长李宏荣发言，他认为当今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而

竞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创造和谐与共赢。华专委的成立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有利于团结和联络广东地区专业图书馆和文献情报机构，研究探讨新环境下面临的共性问题，推

动和实践资源的体系共享，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从而推动专业图书馆的发展和进步。  

华专委副主任委员、深圳市科技图书馆副馆长赵洗尘认为华专委的成立很及时，使广大专业

图书情报从业人员找到了组织，感受到了强有力的后方支持。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

研究所副所长方小洵认为研讨会的主题鲜明、很有现实意

义，专业分会、科技情报学会可以在资源共享与利用上进一

步加强合作。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贺

莲称赞华专委的成立在同行之间搭建了合作交流的平台，今

后有了更加明确的努力方向，将积极配合、支持华专委的工

作。最后，华专委秘书、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业务管理部主任

姜晓虹宣读了华专委 2006-2007 年工作计划，与会代表围绕

工作规则和工作计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2 月 17 日上午，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前彩旗飘扬，华专委成立仪式暨“自主创新时代专业图

书馆的服务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此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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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仪式由周金龙副理事长主持，张晓林理事长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致贺

词，热烈祝贺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华南专业委员会的成立，祝贺华南地区专业图书馆

事业的蓬勃发展，伴随着激动人心的乐曲，张晓林理事长亲自为华专委成员颁发聘书并合影留念。  

华专委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在北京地区以外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是专业

图书馆分会纵向建设的第一个示范成果。华专委由广东省科技图书馆牵头并作为挂靠单位，联合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广东省医学情报研究所、广东

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中心和深圳市科技图书馆等专业图书情报机构以及中科院广州分院、广

东省科学院各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组成。 （业务管理部  张海燕 姜晓虹） 

“一本书，一个未来，一个梦”大型捐书献爱心活动 

仪式在我馆隆重举行 

12 月 22 日下午，“书香羊城——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之“一本书，一个未来，一个梦”捐

书献爱心活动仪式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作为“书香羊城”系列活动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得到各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李宏荣馆长、方

鸿亮书记、魏东原副馆长，广州市科协罗雨村调研员，空军 95035 部队政治处刘明禄主任，越秀

区教育局吴翠琴副局长，越秀区科协郝敬英主席，越秀区委文明办曾庆汉主任，花都区委宣传部

骆权灯副部长参加了仪式。  

本次捐书献爱心活动是由广东省科技图书馆联合广州市文明办、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广州

市越秀区教育局主办，空军 95035 部队、越秀区文明办、越秀区科学技术协会协办。活动自 2006

年 10 月开始，得到了各方的鼎力支持，6 万多青少年踊跃参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捐书数

量已经超过 15 万册。这些图书将分批送到花都、乐昌等贫困地区，用以充实该地区中小学图书

馆（室），并捐赠给一些贫困家庭学生。花都区率先受惠，花都区委宣传部骆权灯副部长在活动

现场接受了 5 万册赠书，越秀区贫困家庭学生代表也接受了赠书。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馆长李宏荣、越秀区教育局副局长吴翠琴分别在仪式上讲话。李馆长在讲

话和接受广州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采访时均指出，扶持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是广东省科技图书

馆举办本次大型捐书活动的初衷，呼吁城市青少年朋友一人捐一本书，圆农村孩子的阅读梦，希

望借此活动让农村儿童有书读、多读书、读好书，让

阅读伴随孩子们健康成长。  

吴翠琴副局长在讲话中强调，未成年人阅读是提

高全民素质的重要举措，越秀区教育局将在全区中小

学大力倡导阅读理念，打造“书香校园”品牌。 据统

计，中国目前约有 70 多万个各类型图书馆，其中中小

学图书馆就达 60 万个，但中小学图书馆长期处于严重

弱势状态，在校学生人均图书达标率偏低，购书经费

不足，馆藏数量不够、图书质量低等问题突出，而农村地区的问题更为严重，缺乏图书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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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图书达标率远远低于标准。在贫困地区，孩子买不起图书，拥有一本《安徒生童话》，已经

是孩子们心中的梦想，阅读对他们而言是奢侈的要求。相比之下，城市里每天都有许多旧图书被

当作废纸卖掉，尤其是大量的青少年读物，在城市家庭被束之高阁，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因此，

举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本次活动受到了广州电视台、广州日报、信息时报、大洋网等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广州电

视台在 12 月 23 日的午间新闻节目作了报导，大洋网也作了题为“‘书香羊城’大型捐书献爱心

活动初冬送暖”的报导。  

【又讯】12 月 23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李宏荣馆长、方鸿亮书记、魏东原副馆长等领导参

加了花都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暨首届花都书展启动仪

式，作为 “一本书，一个未来，一个梦”大型捐书献

爱心活动主办单位代表，向花都区人民捐赠图书 5 万

册。部分捐书将用于充实花都区的中小学图书馆（室）

和捐赠给一些贫困家庭学生。 

在仪式上，李宏荣馆长和花都区委宣传部韩双硕

副部长进行了捐书交接。李馆长表示，广东省科技图

书馆将一如既往地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扶持弱势群体，

为建设和谐广东作出努力。花都区委宣传部覃海深部长代表花都区人民向广东省科技图书馆等主

办单位表示感谢。（流通阅览部  黄国强） 

我馆召开两院总分馆体系年终总结、座谈、联谊会 

应各分馆负责人的要求，我馆于 12 月 21 日召开了两院总分馆体系年终总结、座谈、联谊会。

参加会议的有：两馆总分馆体系协调领导小组成员李宏荣馆长、方鸿亮书记、魏东原副馆长，两

院各服务分馆的负责人，总分馆体系自动化网络化

工作小组成员——韦艳芳、邓重斌、彭仁耀、陈锐、

易晓阳、彭庆昌等同志。  

与会代表主要针对总分馆体系运行两年以来，

在协调工作和自动化、网络化系统应用等方面需要

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会议还举行了简短的分馆授牌仪式，由李宏荣

馆长向今年初我馆与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共建的

服务分馆馆长李莎研究员授分馆牌匾。 （信息技术部  韦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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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开通使用的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社 

电子期刊全文增至 16 种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社（NRC Research Press，www.nrcresearchpress.cn）创建于 1916

年，八十多年来，一直是本国领先的研发机构。NRC下属 20 多个研究机构和国家计划，广泛跨

越多种学科，并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部门遍及加拿大的每个省份，对基层创新起着重要的激励作

用。  

从 2006 年 11 月起，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社 NRC Research Press 特别向中国科研用户

开放其新刊——《Applied Physiology,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从以前的 15 种免费刊物增加

到 16 种。 

NRC Research Press 16 种免费全

文期刊主题涵盖：农业科学、生物信

息学、生命科学、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技术、石油分子技术、纳米技术、分

子科学、光电子科学等。  

读者在我馆终端可直接点击以下

各个期刊链接浏览期刊全文，或进入

http://www.ingentaconnect.com/content

/nrc 选择期刊。所有资源均采用 IP 控制进入权限。 

这 16 种期刊分别是： 

《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Applied Physiology,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 

《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加拿大土工学杂志》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 

《加拿大植物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Botany 

《加拿大化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Chemistry  

《加拿大土木工程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加拿大地球科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加拿大渔业和水产科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Sciences  

《加拿大森林研究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Forest Research  

《加拿大微生物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加拿大物理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Physics  

《加拿大生理学和药理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加拿大动物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Zoology  

《环境综述》Environmental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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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Genome  

《环境工程和环境科学杂志》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信息技术部  李杏） 

我馆被越秀区命名为“科普教育基地” 

最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发布越府[2006]56 号文“关于越秀区科普教育基地命名的决

定”，命名我馆等 5 个单位为越秀区科普教育基地。 （综合办公室  黄向丽） 

 

~~*~~*~~*~~*~~*~~*~~*~~*~~*~~*~~*~~*~~*~~*~~*~~*~~*~~*~~*~~*~~*~~*~~*~~ 

 

  

我馆档案工作顺利通过院档案评估 

11 月 29 日上午，在两院综合办公室杜少焜主任、郭震副主任的带领下，广东省科学院档案

评估小组一行 7 人来馆检查档案工作，我馆档案管理小组组长方鸿亮书记、副组长魏东原副馆长

和王雁调研员、综合办公室主任黄向丽等接待了检查小组。在检查座谈会上，黄向丽同志汇报了

我馆档案工作的具体情况。检查专家组对我馆综合档案室各类档案进行了认真详细的检查，并在

充分肯定我馆档案工作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近日，

院发文通报了档案检查评估结果，我馆被评为“合格”等次。 

由于新馆建设原因，我馆未能参加档案省级达标考核，因此馆领导对这次两院综合档案评估

理小组，并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由方鸿亮书

记担任组长，魏东原副馆长和王雁调研员任副组长，综合

办公室以及分别负责收集整理文书档案、声像档案、财务

档案、基建档案、设备档案、科研档案的人员共 9 人组成

档案管理小组，明确各自职责和任务，先后召开多次小组

会议，布置工作，检查督促，进行自检自查，还组织了全

体小组成员到地理所档案室参观学习。为了迎接本次检

查，档案小组成员做了大量工作，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

有些同志不单晚上加班加点，周六、日也在连续加班。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馆综合档案工作

顺利通过了本次院档案评估，为下一步申请综合档案省级达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馆务信息 

检查工作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档案管

（综合办公室  黄向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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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原馆长孙成权研究员 

与我馆员工座谈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馆在自主创新时代的服务与发展，我馆借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

分会“自主创新时代专业图书馆的服务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之机，于 12 月 21 日上午邀请中国科

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原馆长、博士生导师孙成权研究员到

我馆座谈、指导工作，魏东原副馆长，信息咨询部高屹主任、刘漪、

彭志平，业务管理部姜晓虹主任、彭仁耀和张海燕等参加了座谈、

交流。 

在座谈会上，孙成权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

馆自主创新、信息咨询、人员培养与利用、情报研究和情报成果的宣传报道等方面的情况，并对

我馆的业务发展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建议。与会人员就如何获取国外数据资料，为政府部门提

供决策参考，为汽车工业等广州市的支柱产业和珠江三角洲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个性化服

务，合理配置文献检索与情报研究人员，增强我馆的核心竞争力等问题虚心请教了孙成权研究员，

表示参加本次座谈会很有收获，孙馆长的建议对我馆开展业务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业务管理部  张海燕） 

国家科学图书馆钟永恒副馆长来馆考察 

12 月 7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钟永恒一行在两院科技处侯红明处长的陪同下到我馆考察

指导工作。 

钟永恒副馆长一行先后参观了检索大厅、科普宣传栏、读者自修室、报刊阅览室、新书选借

处，重新装修的青少年科普阅览室、Dialog 联合试验室、社会科学阅览室、自然科学阅览室、信

息咨询部和信息技术部等业务部室。方鸿亮书记、魏东原副馆长向钟永恒副馆长一行详细介绍了

我馆的业务情况及近几年所取得的成绩。（流通阅览部  黄国强） 

广东省科协检查组杨豪标巡视员到我馆指导工作 

为迎接越秀区申报全国科普示范城区创建工作，12 月 5 日下午，广东省科协检查组杨豪标巡

视员一行在越秀区科协领导郝敬英主席和李玮调研员的陪同下莅临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检查工作，

我馆方鸿亮书记、魏东原副馆长陪同检查组参观了我馆检索大厅、科普宣传栏、读者自修室、报

刊阅览室、新书选借处、青少年科普阅览室等业务区域，并详细介绍了我馆的基本情况及在科普

参观指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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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 近几年，在馆领导的重视下，我馆的科普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先后被

命名为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越秀区科普教育基地、黄花岗地区科普教育基地。  

（流通阅览部  黄国强） 

越秀区教育局德体卫艺科与我馆流通阅览部座谈 

12 月 4 日，应我馆流通阅览部邀请，越秀区教育局德体卫艺科林家乐科长等一行 5 人来我馆

参观访问，流通阅览部主任黄国强、副主任李向谊接待了客人。 

来宾参观了二、三层楼的各个阅览室，重点了解了我馆的服务功能，并与流通阅览部的部分

同志进行了座谈。双方互通信息，就资源整合和交流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热

烈的探讨。交流中大家一致认为，双方在今后有很广阔的合作前景，在青

少年科普教育、科研与教育相结合、培养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等方面大

有可为，并就越秀区科技老师到我馆开展教育研讨工作达成了初步意向。 

近年来，我馆在科普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加强了与科协、教育局、学校和社区等单位

的合作，成功地与这些单位联合举办了“青少年环保作品比赛”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流通阅览部 李向谊） 

~~*~~*~~*~~*~~*~~*~~*~~*~~*~~*~~*~~*~~*~~*~~*~~*~~*~~*~~*~~*~~*~~*~~*~~ 

 

 
 

方鸿亮书记节前慰问退休老领导 

12 月 28 日上午，馆党委书记方鸿亮、综合办公室主任黄向丽带着刚取到的体检结果，先后

到我馆原副馆长曾凡三和薛世光的家中，向他们表示新年的问候，希望他们保重身体。两位老前

辈对此深表感谢。（综合办公室  黄向丽）  

全馆党团员参加过刊调整义务劳动 

12 月 27 日下午，在党委书记方鸿亮、副馆长魏东原的带领下，全馆党员、团员青年共 25

人，对近 7000 册的中文过刊进行调整搬迁。  

搬迁前，信息咨询部对搬迁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并做了充

分的准备工作。总协调方鸿亮书记、魏东原副馆长身体力行，

与全体参加人员齐心协力、各尽其责、积极劳动。在欢快、活

跃的劳动气氛中，搬迁工作紧张而高效地进行着，即使时值冬

季，负责上架下架的男同志们也已汗流浃背。 经过近三个小时

组织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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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勤劳动，大家把五楼约 7000 册的社科类中文过刊基本搬至八楼书库，腾空了 20 个书刊架，

顺利地完成了搬迁任务。 

这次集体劳动为我馆五楼的馆藏腾出了充裕的空间，对馆藏布局做出了合理的调整，进一步

方便了广大读者对文献资源的查找利用，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义务劳动，也是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的组织活动。（综合办公室  邓虹 黄向丽） 

我馆参加两院员工运动会闭幕式 

暨大众广播体操比赛 

12 月 18 日，由两院工委主办的两院第十九届员工运动会闭幕式暨大众广播体操比赛在环境

优美的华南植物园隆重举行，院属 18 个单位组队参加了比赛。 

我馆代表队在大众广播体操比赛中，以

新颖独特的出场形式、整齐标准的动作和良

好的精神面貌赢得了在场观众的广泛好评。 

     在历时两年的第十九届员工运动会中，

我馆参加了全部各项赛事，参赛选手努力拼

博，在象棋、保龄球、乒乓球等项目上取得

良好成绩。同时，我馆在领导的支持和工会的组织下积极开展日常健身活动，员工对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的意识日益增强，参与率高。两年来，馆开展的羽毛球、乒乓球、保龄球、棋牌、爬山等

活动得到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工会  张旭煌） 

我馆积极参加“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12 月上旬，我馆响应广东省民政厅及两院关于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捐赠活动的号召，动

员和组织广大员工踊跃捐款、捐衣物，为贫困和受灾地区的群众献爱心，共收到捐款 1625 元。

值得一提的是，我馆 90 岁高龄离休干部蒋又勤同志闻讯，慷慨捐赠了 500 元人民币。 

（综合办公室  黄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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