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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粤科图签署 OA2020 倡议意向书 
2月 7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简称粤科图）

正式签署了开放获取 2020计划（Open Access 2020 Initiative，简称 OA2020）倡议的

《关于大规模实现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意向书》（Expression of Interest in the 

Large-scale Implementation of Open Access to Scholarly Journals）。该计划旨

在通过推进学术期刊从订阅模式转为开放获取，解决科技界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与不平

衡不充分的知识发现与获取之间的矛盾。 

OA2020倡议由德国马普学会等机构于 2016年 3月发起。截止到 2018年 1月，共有

33个国家 101家机构正式签署了意向书，包括德国马普学会、莱布尼兹联合会，美国加

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旧金山分校，欧洲地球科学联盟、世界气象组织，德国、荷兰、西

班牙等国家科学基金，欧洲大学联盟以及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大学校长会议，以及英

国、芬兰、南非、日本、韩国等国图书馆联盟等。中国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科技大学也于去年签署了该意向书。 

据悉，粤科图是我国第一家正式签署 OA2020 意向书的公共科技图书馆，此举对同

类型的科研机构意义重大。近年来，粤科图在支持与推动开放获取运动方面做了积极探

索与实践，启动了“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机构知识仓储”建设，并在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的

资助下承担建设了“广东科研机构知识资产保存系统”、“广东昆虫学科知识仓储平

台”、“广东昆虫学科开放获取知识库平台”。 

魏东原馆（所）长表示，粤科图将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开放获取倡议，

加快推进科技成果的开放共享与传播应用，助推科技创新发展。 

（供稿：张海燕） 

 
 
 



 

2 
 

馆务简讯 

粤科图第五届党委、第二届纪委成立 
1 月 3 日上午，广东省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颜国荣、党群工作部主任肖维良到广东省

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宣布新一届党委和第二届纪委成立。

粤科图全馆在职党员、退休党员代表参加。 

颜国荣宣读了《中共广东省科学院委员会关于同意

中共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

究所)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粤科院[2018]2号），

粤科图第五届党委由黄向丽、魏东原、招富刚、张旭煌、

高屹 5 位同志组成，黄向丽任党委书记。第二届纪委由

黄向丽、易晓阳、李欣欣 3 位同志组成，黄向丽任纪委

书记。 

颜国荣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上届党委、纪委对粤科图快速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对

新一届党委、纪委的工作寄予厚望，要求党委继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发扬优良工作作

风，为粤科图的下一步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黄向丽感谢省院党委的信任和全体党员的支持，表示将认真履职，以实际行动做出

成绩，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 

（供稿:李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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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组织中学生开展科学探索之旅活动 
1 月 10 日，来自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的 50 名学生及家长参加了由粤科图组

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冒着凛冽的寒风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之旅。 

活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学探秘，在粤科图的组织下，同学们参观了广东

省地震局科普馆，该展馆包括网络互动区、试震互动区、多媒体互动区等，充分运用现

代化的展示手段，将知识性、趣味性和参与性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地震局科普专家的

讲解下，同学们更深刻地了解到相关的地震知识，掌握了应急逃生技能。随后，同学们

还参观了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真菌标本馆。沈亚恒教授耐心地教大家如何识别微生物的

种类，如何采集相关照片，并指导同学们进行洋葱表皮细胞制片及观察实验，勉励孩子

们从小培养兴趣，好好学习，为将来的研究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活动的第二部分，是科学兴趣课程。同学们参加了粤科图的特色活动“编程一小时”，

课程寓教于乐，生动有趣，枯燥的编程融入到简单有趣的游戏中，让同学们在游戏和欢

笑中学习基础编程技能，大大地激发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 

本次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探索未知世界，收获了很多课堂上学

不到的知识。整个活动精彩纷呈，得到了学生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供稿：曾观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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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科学技术协会余其同一行到粤科图调研 
 1月 8日，茂名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茂名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余其同一行到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调研，粤科图馆（所）长魏东

原，党委书记、副馆（所）长黄向丽，以及流通部相关人员参与座谈。 

魏东原首先对余其同一行的来访表示诚挚的欢迎，并向其详细介绍粤科图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服务、企业信息情报服务、战略情报研究服务、大众科普文化传播等方面的

举措与成效，余其同对粤科图智库建设、大众科普传播等特色服务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双方就茂名市“落实党十九大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型科普人才工作宣传展

板项目进行探讨并达成合作意向。魏东原表示，粤科图今后将利用自身特色服务与人才

优势继续加强与茂名市科协的交流与合作。 

（供稿：黄国强） 

魏东原率队赴东莞图书馆调研交流 
2月 12日，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党委书记、副馆（所）长黄向丽一行 5人赴

东莞图书馆调研交流，受到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副馆长冯玲的热情接待，双方进行

了交流座谈。 

座谈会上，李东来着眼于即将开展的科研服务模式及内容，希望能找到与粤科图相

关服务的契合点。魏东原在会上分享了粤科图近年来在科技智库、信息情报及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体会，并积极响应东莞图书馆的需求，共同推动

东莞科技信息资源及智库服务建设，服务

区域科技创新。双方就相关议题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 

随后，粤科图一行参观了东莞图书馆

以及松山湖图书馆。 

粤科图综合办公室及粤创中心相关

人员参与了本次交流活动。 

（供稿：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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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摘录 
 

在 2018 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开

幕主题演讲上，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

科再奇（Brian Krzanich）阐释了从自

动驾驶、人工智能到虚拟现实以及其它

形式的沉浸式媒体体验，展示出数据正

如何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并驱动着下

一波伟大的

英特尔与宝马等公司合作在CES上展示系列创新技术 

技术创新。 

（1）在自动驾驶方面，发布了英特尔一百辆自动驾驶测试车队中的首辆汽车；并

透露宝马、日产和大众汽车正合作将基于Mobileye的地图设计投入实际部署；宣布与上

汽集团和四维图新合作，将众包地图制作引入中国；上汽集团将基于Mobileye技术在中

国开发 3、4、5级自动驾驶汽车。此外，还展示了一个全电子化的、可垂直起降的直升

机——Volocopter，专门针对客运领域。Volocopter所采用的英特尔®FlightControl技

术，基于Intel Falcon™ 8+无人机所具备的智能，可用于检测、勘查和测绘等，展示了

数据与自动技术的交汇。 

（2）在人工智能方面，英特尔正与法拉利北美公司合作，采用英特尔的人工智能

技术，利用采集自赛道的数据为车迷和车手创造更好的体验。此外，介绍了英特尔在神

经拟态计算领域富有潜力的研究成果，这种新型计算架构模拟了大脑观察、学习和理解

的方式。英特尔的神经拟态研究原型芯片（研发代号为“Loihi”）现已全面运作，将

在今年分享给研究合作伙伴。 

（3）在沉浸式媒体方面，介绍了新成立的 Intel Studios，并宣布派拉蒙影业作为

第一家大型好莱坞电影公司，将携手英特尔探索这项技术，引领下一代视觉叙事艺术的

发展。 

（供稿：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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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帝人参加了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第 47 届日本国际电子制造设备暨微

电子工业展 NEPCON JAPAN（47th INTERNEPCON JAPAN）”，并展出了采用超细聚酯纳米

纤维 Nanofront®制得的高性能过滤膜，该过滤膜主要用于电子制造过程。该公司展出的

产品主要包括：具有高过滤率、高流量、长寿命性能而又低成本的 NanoFront®液体过滤

器；具有高效粉尘捕集率、高透气性的 NanoFront®过滤袋；具有高精度孔径和厚度精度

的 Miraim®高功能薄膜；具有吸湿量高、吸湿速度快的 Bellsunny®片状干燥材料；以及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耐用性清洁室手套等。 

（供稿：徐玉霞 刘少芳） 

帝人展出超细聚酯纳米纤维制得的高性能过滤膜 

施耐德电气和 GreenBiz Research 调查了来自 236 家大公司（收入超过 1 亿美元）

的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专业人士，以了解企业如何迎接脱碳、分解和数字化能源的未来。

受访企业来自 11个行业领域，包括消费品、能源/公用事业、金融、工业、医疗和技术

等。调研结果显示： 

施耐德电气发布新能源调查报告 

 81%的公司已经采取措施或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进行能源效率升级；75%的受访者

已经开始节约用水。 

 51%的公司已经完成或正在计划推行可再生能源项目。 

 只有 30%的公司已经实施或正在积极计划使用储能、微电网或热电联产等新能源

技术。 

 只有 23%的公司已经制定或将要制定能源需求响应计划。 

调研结果表明，大多数企业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整合和推进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计

划。85%的受访者表示，公司将在未来三年内采取行动，以保持其碳减排计划与行业领

导者相当的竞争力。但是，这些公司启动或开发的项目严重偏向于能源、水和废物保护。

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很少有代表机构正在实施更先进的计划和技术来管理能源和排放。

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实施的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计划在相关团队和部门之间并没有得

到很好的协调，特别是消费品和工业企业。另外，同样数量的受访者表示，缺乏合作是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计划不能顺利推进的主要挑战。 

（供稿：王友转） 



 

7 
 

意大利 Greenrail公司近日利用废弃轮胎的橡胶和回收塑料制作成铁轨枕木。该枕

木可搭载太阳能光伏板或动能系统，在火车行经时产生电能，预计每公里可产生 150kwh

的电力。据了解，新开发的枕木外壳包覆一层弹性层，可有效减轻因重压而导致的轨道

磨损，使整体维护成本减少 2-2.5倍，同时减少枕木的替换次数，预计每公里的铁轨枕

木可节省 35公吨的废弃材料。此外，Greenrail还在枕木内安装了监测系统 Greenrail 

Linkbox，可以将实时诊断数据发送给相关方，以确保铁路网络的安全。除了可搭载太

阳能，让铁路产业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外，该公司还可根据不同国家和公司的要求，为

正在建造或翻新的铁路制定定制化的产品。Greenrail 希望可以通过该产品改变如今相

对封闭的铁路基础建设产业。 

（供稿：王友转） 

GREENRAIL开发出太阳能板铁轨枕木为电网与火车站供电 

近日， Thrush Aircraft公司宣布与无人机和系统制造商 Drone America公司联手

开发出世界上第一架无人驾驶空中加油机。据悉，该新型飞机将整合 Thrush Aircraft

公司的大型机身结构和机载传输系统专业技术以及 Drone America 公司的“Ariel”两

栖平台，从而使飞机能够自主运送大约 800加仑的水或阻燃剂。同时该新型飞机具备长

时间的战术侦察飞行能力，使

THRUSH与DRONE合作开发全球首个自主空中加油机 

消防员、地面操作员和公共安全协调员能够实时了解火灾

的传播情况，包括速度、强度和方向。除了履行加油机的职责之外，无人飞行器能比其

他消防飞机飞得更高，配备了红外摄像机、传感器和综合通信设备，特别适合系统地绘

制火灾传播的强度、速度和传播方向。 

（供稿：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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