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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省科技图书馆召开 2015 年度总结表彰暨 2016 年新春联欢会 

1 月 20 日下午，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以下

简称“粤科图”）2015 年度总结表彰暨 2016

年新春联欢会在一楼学术报告厅召开。会议由

副馆长黄向丽主持，馆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在

职职工及部分退休职工共 80余人参加。 

馆长魏东原在大会上作 2015年度工作总结

报告。他从机构发展、信息情报服务、科研项

目、资源建设、数字资源服务、科普阅读服务、

对外合作交流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汇报了图

书馆过去一年来所取得的成效和佳绩，分析了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分层次、分阶段地对 2016

年的工作进行了设想和部署。他提出，2016 年

为粤科图的“业务提升年”，全馆要加强基础

业务工作，重点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情

报服务，为广东省产业发展及企业自主创新提供竞争情报支持服务。 

随后，财务部主任武清萍、信息情报部主任高屹、流通阅览部主任黄国强分别代表

各自部门作工作交流汇报。粤科图近年在年度总结会上增加部门工作汇报环节，对增进

各部门之间的了解和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表彰环节，党委书记肖维良宣读表彰 2015年度馆“先进集体”、“优秀个人”、

“表扬个人”、“消防安全积极分子”及“工会积极分子”的决定。馆领导班子成员分

别为获表彰部门及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总结表彰大会结束后，信息情报部表演的一曲《祝福你》拉开了粤科图 2016 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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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欢会的序幕。整场联欢会在和谐欢乐的氛围中进行，节目均由员工自导自演，包括

诗朗诵、表演唱、手影舞、少年拳、舞蹈、独唱、合唱等多种形式。广大员工及家属欢

聚一堂，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联欢会最后在《难忘今宵》的歌声中徐徐落下帷幕。 

 (综合办公室 邓虹 供稿、摄影) 

 

 

 

 

 

 

 

 

 

 

 

 

 

 

“我与世界有个约会”开启新春第一营 

2 月 27-28 日，由省科技图书馆主办的“我与世界有个约会——中外音乐交流活动”

拉开帷幕。来自全球最大的学生组织 AIESEC(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中山大学分

会 25名中外志愿者，与来自广州市七所学校的 50多名同学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文化

交流活动，吸引数十名营外读者和家长围观参与。 

此次交流活动以音乐为主题、按体验营方式组织，音乐元素的创意渗透到活动的各

个环节。音乐体验营分 7 个团队，每个团队由一名国际志愿者和两名国内志愿者带领。

来自奥地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台湾等地的 7 个国际志愿者与中山大学志愿者一起，

引领着孩子一起参加精彩纷呈的活动。孩子们跟国际志愿者们用英语交流，和小伙伴们

排练表演，跟维也纳姐姐听音乐，学印度哥哥玩羊皮鼓、八音琴、木响板，在笑声与歌

声汇成的海洋，充实并快乐着。创意的破冰游戏、生动的文化分享、疯狂的定向越野、

欢乐的亲子游园以及精彩的汇报表演等把活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闭营前，为了表达

对志愿者们的感谢, 并鼓励其继续发扬志愿服务精神,粤科图副馆长黄向丽向中、外志

愿者颁发了证书和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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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音乐交流活动游戏设计充满童趣，活动寓学于玩，激发了孩子们的艺术创意和

音乐梦想，让孩子们在体验异国音乐文化的同时，收获友谊与快乐，感受艺术的魅力，

团队的力量和创造的神奇。     

（流通阅览部 吴耀楣 供稿；何淑贞、黄璇熙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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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务简讯 

魏东原、肖维良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调研 
1月 28日，粤科图馆长魏东原，党委书记兼副馆长肖维良一行到访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简称“院中心”），受到院中心主任黄向阳和副主任刘细文的热情接待，并

进行了座谈交流。 

由于历史渊源，粤科图与院中心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广泛的合作，2011 年底，

粤科图主管部门广东省科学院与院中心签订文献情报工作战略合作协议，更是将双方推

向全面合作。在座谈会上，魏东原重点介绍了广东省科学院 2015 年重组之后粤科图的

变化及新形势，希望双方在良好合作基础之上，探索未来发展的合作方向。黄向阳也介

绍了院中心近期的重大变革，同时表态愿意与粤科图继续加强合作，打造平台，共建共

享，深化服务。 

调研期间，魏东原一行参观院中心区域信息服务部，与贾萍主任、徐慧芳副主任等

人进行座谈交流，双方就粤科图作为院中心在全国科学院联盟中的 19 个成员馆之一，

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进行交流与对接，并确定责任馆员。粤科图信息情报部主任

高屹陪同调研。 

                                                 （信息情报部 高屹 供稿） 

 

 

 

 

 

 

粤科图领导班子节前开展慰问活动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省科技图书馆领导班子及时开展慰问工作，馆长魏东原、

党委书记肖维良、副馆长黄向丽全程参与慰问。 

1 月 21 日，粤科图召开座谈会集体慰问 20 多位退休职工，详细解答了老同志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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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1月 26日，全体馆领导上门到老领导、生病职工及困难职工家中

走访慰问。 

在慰问活动中，馆领导与大家亲切交谈，感谢他们为单位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的贡献，

同时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生活情况，并给他们送去了浓浓的新年祝福。受慰问者对领

导班子的关心和问候表示由衷感谢。 

 
（综合办公室 李欣欣 供稿；张旭煌、李欣欣 摄影） 

省科技图书馆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1 月 13 日，粤科图召开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民主生活会。会议由馆党委书记肖

维良主持，馆长魏东原、副馆长黄向丽出席会议，馆党委其他委员列席会议。广东省科

学院党委委员郭俊及党群工作部相关负责人到会指导。 

肖维良通报了本次民主生活会的前期准备、去年民主生活会的整改落实以及今年民

主生活会征求到的职工意见等情况，并代表馆领导班子总结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产生

问题的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和今后的努力方向。班子成员结合自身实际，围绕“严以修

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作了深刻的对照检查，敞

开心扉开展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会议严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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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气氛融洽。 

郭俊对民主生活会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达到了开好民主生活会的要求和规定，

党委书记发挥了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其他班子成员作了很好的发言，党委委员也提出针

对性的意见。班子成员真诚地放开思想、

认识到位、直面问题、深查原因、探索整

改。郭俊指出，粤科图近年来发展态势良

好，馆领导处事公正，单位管理规范。今

后图书馆要认准方向，做好服务，特别是

为广东省产业发展及企业自主创新提供

好的服务，凝练特色优势，为科技创新和

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做出贡献。 

 (综合办公室 张旭煌 供稿) 

^^^^^^^^^^^^^^^^^^^^^^^^^^^^^^^^^^^^^^^^^^^^^^^^^^^^^^^^^^^^^^^^^^^^^^^^^^^^^^^^^^^^^ 

 
 

项目信息摘录 
 

Illumina 在摩根大通保健大会上推出测序新产品 
近日，Illumina 公司在摩根大通保健大会（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

上宣布推出一系列测序新产品，包括一款靶向测序系统 MiniSeq、另一款仍在开发阶段

的半导体测序仪，以及新的基因分型芯片 Infinium XT。 

据悉，靶向测序系统 MiniSeq 基于 Illumina 现有的测序技术，能开展各种 DNA 和

RNA 靶向应用，从单基因测序到通路测序。此外，该系统的尺寸比之前推出的 MiSeq 仪

器减少 44%，并融合了 NextSeq 的双通道技术，以及 MiSeq 相似的流动槽和上样机制。

Illumina表示，MiniSeq是桌面式测序产品系列的一个重要补充，是分子病理学家、肿

瘤学家理想的 NGS工作流程解决方案。 

Illumina 目前仍在开发的半导体测试仪是根据一项名为“萤火虫计划（Project 

Firefly）”的项目。该半导体测序系统由文库制备模块、测序模块组成。据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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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运行将产生 1.2Gb的数据，文库制备模块使用数字微流体技术，可同时处理 8个样

品。测序模块则与之分开，采用了单通道的边合成边测序（SBS）技术，并通过图案化

流动槽技术来形成纳米孔，实现了 DNA的簇生成。该新系统的原始错误率低于 1%，数据

质量与 HiSeq X测序系统相当。对于该款半导体测序仪的研究，Illumina表示将与应用

程序的第三方合作，有望在 2017年下半年实现商业化。 

Infinium XT 则是一款拥有 96 个样品通道的 BeadChip 芯片，每年可对 100 万个样

品进行基因分型，每个样品的检测多达 5万个标记。BeadChip特别适用于农业基因组学

研究，以及人类生物样本库和个性化医疗的应用。BeadChip 芯片计划将在 2016 年第三

季度开始发售。 

（来源：本馆情报研究项目成果，信息情报部 黄怡淳 供稿） 

 

 

 

 

 

 

 

 

 

 

大数据、物联网等 25 项颠覆性技术塑造作物保护行业的未来 
近日，Smithers Viscient 公司发布了一份新报告——《作物保护行业未来十年的

颠覆性技术预测》。这份报告介绍和评估了各种颠覆性技术，并评出了将影响作物保护

行业未来十年（至 2025 年）的前 25 项技术。这 25 项颠覆性技术包括：农业无人机、

大数据、无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M2M 通讯、农业机器人、精准喷雾、表层滴灌技术

和垂直农业等。 

报告指出，未来 10-25年，粮食产量将主要来自于现有的农业用地。因此，农业耕

作正日益走向精密，并提供巨大的生产力。精准农业（PA）将在水、肥料、农药、燃料、

劳动等方面使用最优化的投入，且只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进行应用，以有效地提高作物

产量。PA 为农业带来了先进的工程技术、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IT 和通信技术，充分

利用了大数据和物联网（IOT）等新兴技术，目标是通过新的农场管理软件工具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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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持解决方案的开发，优化生产力、盈利能力和农业活动的可持续性。预计 PA 市场

到 2025年将达到 290亿美元。 

未来的种植业农场将被设计用于数据生成和数据采集，并完全与农业机械连接，成

为一个集成系统，而后播种、耕耘、收获、施肥以及施药将基于系统生成的数据进行。

这种颠覆性的改变将把农业整合进入数字化时代。 

（来源：本馆情报研究项目成果，信息情报部 刘少芳 供稿） 

 

 

 

 

 

 

Wilbur-Ellis 推出提高土壤营养的 NUTRIO 微生物产品组合 
近日，美国 Wilbur-Ellis公司宣布开发出最新的 NUTRIO微生物产品组合，用于增

加土壤营养，帮助提高植物健康和潜在产量。据悉，微生物数量占土壤活体物数量的 80%，

对土壤结构和植物生长周期的维持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经过多个植物生长周期

后，土壤营养的流失现象会愈发常见。而 Wilbur-Ellis公司研发出的 NUTRIO产品可更

好地聚焦土壤营养和满足种植者的需求。此次推出的产品包括： 

NUTRIO BIOSOAK：该液态土壤改良剂含腐殖酸和土壤润湿剂。 

NUTRIO UNLOCK：该液态土壤改良剂含多种土壤有益细菌，这些细菌来自富氧过程

中选定的纯微生物菌株，以保证最强的生存能力。 

NUTRIO HIGH GEAR：该环保型液态生物土壤改良剂含 7 种土壤有益细菌和腐殖酸，

可促进土壤和植物健康，提高养分吸收。 

NUTRIO POWERSHIFT：一种独特的高含量正磷酸盐液态肥，含 7 种土壤有益细菌，

有助于增加产量、增强植物活力、提高植物的抗逆性。 

（来源：本馆情报研究项目成果，信息情报部 刘少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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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公众论坛 

钟正生：2016 年人民币汇率展望 
新年伊始，全球投资者就密切关注中国以及变幻莫测的人民币汇率。1月 23日，财

新智库董事总经理钟正生做客“南都公众论坛”，与现场听众畅谈 2016 年人民币汇率

展望。 

钟正生表示，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合关系，

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与美元联系非常密切。2015 年 11 月 30 日，人民币纳入 SDR （特

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需要发生一些“微调”。钟正生认

为，只要一篮子货币汇率稳定就行，美元是升还是贬问题不那么大了。市场会逐渐适应

从一篮子汇率而非双边汇率的视角来看待人民币的前景。 

那么，今年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此钟正生认为，到 2016年底，

人民币在岸汇率不会跌破“7”。首先，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对中国出口的短期

提振效应非常有限；其次，一些主要新兴市场货币越来越多地盯住人民币，使得人民币

汇率贬值对中国出口的边际影响大幅下降；此外，人民币大幅贬值还可能引发新兴市场

竞争性贬值，资本大举逃离新兴经济体，“谁最终受益不知道，也许大家都受损”。因

此，人民币汇率不会大幅贬值。 

钟正生还预计，2016年人民币汇率会震荡贬值，或呈先贬后稳的态势。他预计，春

节前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较快，3 月美联储加息前会趋于稳定。进入下半年，美国大

选等国际政治事件频繁，人民币于暑假期间开始稳定的可能性较大。  

（业务管理部 吴俏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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