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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粤科图成功承办第二届科技智库论坛 

5月 29-31日，由全国地方科技智库联盟（以下简

称联盟）主办，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

发展战略研究所）（以下简称粤科图）和重庆科技发展

战略研究院等承办的第二届科技智库论坛在粤科图举

行。来自中央和地方 31 家相关单位 100 余位专家学者

参加了论坛活动。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李定强和重庆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斌到会并致辞。 

全国地方科技智库联盟是由包括粤科图在内的 9

家地方科技智库于 2016 年底共同发起成立，旨在充分

发挥各地科技智库的研究优势，拓宽研究视野和渠道，

联合开展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战略问题研究。科技智库论坛是联盟创办的重要学术交流

活动，旨在增进成员单位间的联系与交流，共同提升智库研究与服务能力，为支撑地方

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第二届科技智库论坛主题为“新时代、新

智库、新动能”，主要议程包括主论坛和三个

分论坛。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研究馆员应

邀主持主论坛，并于闭幕式上做会议总结，首

席分析师王春明研究员主持了分论坛一。 

在主论坛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

主任张志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

研究院副书记刘清研究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

研究院副院长周大亚研究员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政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程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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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等 4 位智库专家应邀先后做 “科技强国的量化观察”、“高端科技智库的使命

与任务”、“关于科技人才研究的三个纬度”和“国际科技创新新动向”的主旨报告。 

张志强研究员的报告系统地介绍了评价科技强国的各个分析指标以及对未来发展

的预测，刘清研究员在报告中分享了建设国家高端智库过程中的经验及重点任务，周大

亚研究员则从资源、职业发展以及创新核心要素三方面对科技人才研究进行了解读，程

如烟研究员介绍了开展国际科技创新新动向研究的案例与成果。4 位专家的精彩讲演为

参会代表带来了一场知识、信息的盛宴。 

在各分论坛上，全国各地 12家智库机构 32位代表分

别围绕“科技智库支撑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科技智库

服务实体经济振兴”和“科技智库治理体系与服务能力

建设”主题进行了发言交流。粤科图刘敏副研究员、邓衢

文副研究员和祝林副研究馆员以“广东产业科技领军人

才开发路线图的原理与方法”、“技术路线图在产业转型

升级中的运用”和“双创战略下智库机构与大众传媒融

通创新的实践探索”为题在各分论坛做报告发言，并受到

参会代表的广泛关注。 

论坛活动期间，还召开了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增补河南省科学

院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贵州科学院、云南省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广州生产力促进中

心和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为联盟新成员，使得联盟成员单位总数达 17 家，并

商定第三届科技智库论坛将于 2018年 10月在江西南昌举行。 

 

 

 

 

 (供稿：彭仁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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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莉娅•佩雷兹•萨尔梅隆发表主题演讲 

魏东原参加在分会场发表演讲 

魏东原参与专家讨论 

粤科图参会代表合影 

魏东原率队参加 2017-2018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 
5 月 30 日～6 月 2 日，以“图书馆与社会：共

享 效能 法治”为主题的 2017-2018 年中国图书馆

年会（简称“年会”）在河北省廊坊市隆重召开，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

究所）馆（所）长魏东原、党委书记黄向丽等一行

6人参加了年会。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春燕、河北省

文化厅党组书记王离湘、国际图联主席歌莉娅 •佩雷

兹•萨尔梅隆、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

馆长）韩永进等出席开幕活动。韩永进作主论坛演

讲。全国图书馆同行、企业代表和特邀嘉宾共 4000

多人参加会议。 

本次年会包括开闭幕活动、工作论坛、学术活

动、展览会等主要内容，共设有“图书馆学教育和

全民信息素养”、“现代图书馆管理与事业发展”、

“图书馆技术应用与创新”“图书馆服务创新和实

践”、“图书馆和全民阅读”、“图书馆工作与社

会发展”等 6 大学术分会场，约 200 名专家学者重

点围绕 24项核心话题作主旨报告、交流发言、经验

分享等。通过相关活动，大会将进一步倡导全国各

级各类图书馆推动社会共享，提升服务效能，加强

法治建设，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文化生活需求，彰显图书馆作为社会发展引擎与助

推器的价值所在。 

魏东原应邀在“图书馆服务创新和实践”分会场做了题为“双创战略下专业图书馆

与大众传媒融通创新的实践探索”的报告，介绍了粤科图在创新实践方面的经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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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双创汇平台的建设模式、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沟通合作机制等，以及专业图书馆

与大众传媒如何通过协同合作，推动本土服务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报告得到与会代

表的强烈共鸣。 

在会议期间，粤科图与会代表一行先后参加了开幕式、部分学术会议和展览会活动，

重点听取了关于数字人文学、图书馆创新服务探索、图书馆资源建设、阅读推广等专题

学术报告，并就有关问题与演讲嘉宾进行互动交流。 

 (供稿：黄敏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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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务简讯 

粤科图举办第二届科技情报工作业务交流与培训活动 
为了探讨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环境下我省图书情报机构如何更好地转型并提升服

务能力， 6月 15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

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联合广东省科学技术情

报学会举办第二届科技情报工作业务交流与培训会

议。广东省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粤科图馆（所）

长魏东原在会上致欢迎词，粤科图信息情报部主任、

广东省科技情报学会信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高屹主

持会议。 

此次培训特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首席联盟官、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

理事会秘书长贾苹，以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用户服务与知识传播中心宋秀芳、张

超、杨雨寒等老师主讲。他们分别围绕学科态势分析方法及流程、ESI的指标解读及 ESI

数据在学科分析中的应用、人才引进评价体系及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产业技术情报数

据源的选取及报告框架搭建等主题，深入浅出地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

案例，同时还分享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近年来面向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服务的战

略发展布局及服务和产品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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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和广东省科学

技术情报学会信息咨询委员会参与协办本次活动。

来自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广东省科学院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所以及部分高校

的信息情报从业人员、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

约 80人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议题结合了我省科

技情报从业人员的实际需求，案例生动，信息量

大，对与会人员的工作有较强指导和启发作用，

也得到各位学员的肯定和欢迎。  

(供稿：高屹) 

粤科图上演《冰火奇遇记》科学实验秀 

 

5 月 19 日，2018 年广州科技创新活动周启幕，本次活动周以“创新发展、美好生

活”为主题，融合“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条主线。当天，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

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举办了一场奇妙的亲子科学实验秀《冰火奇遇记》，

近 30多个家庭参与本次活动，亲身体验科学的趣味与神奇，令孩子们直呼过瘾。 

把水倒进杯子竟然能秒变雪花？超级炫酷的火焰掌是怎样炼成的？往液氮里加热

水竟然能让人腾云驾雾？牛奶能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还能亲手来一次近距离的“火山

爆发”……接二连三的科学实验让小朋友们兴奋不已，家长也纷纷加入其中，共同感受

科学实验的乐趣。 

科学实验秀是粤科图最新开展的一项科普活动，融入了更多的体验性和互动性，旨

在通过探究生活中有趣的科学现象，用最直观的方式来学习枯燥的科学原理，用生动活

泼的科学实验来提升小朋友的观察和探索能力，让小朋友在轻松有趣的实验中体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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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奥秘，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 

 (供稿：曾观凤) 

科普故事荟之小昆虫、大智慧 
5月 27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亲子科普故事荟。 

故事荟的主题是“小昆虫、大智慧”，报名十分火热，一小时内即达报名限额。活

动中，粤科图科普老师从身边常见的昆虫——蜜蜂开始，以其生命过程、群体特点、生

态功能、智慧特征为例，讲述了昆虫的基本结构与生活习性，以及给予我们人类的启示。

活动穿插谜语、儿歌、手工制作等趣味环节，知识性与动手能力相结合，激发了孩子们

对科学的思考与探索。 

本次活动反响热烈，小朋友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家长们也反应良好，期待粤科

图举办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少儿精品科普活动。 

 

 

 

 

 

 

 

 

 

(供稿：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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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双创汇组织开展“走进科学院”中小企业现场培训活动 
6 月 8 日，由广东省科学院（以下简称“省院”）

组织、南方双创汇参与策划的 “走进科学院”中小企业

现场培训活动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

发展战略研究所）拉开了帷幕，共有来自广州、深圳、

中山、汕头等地市的 10余位企业家代表到访省院并参加

活动。 

活动中，企业家代表首先在粤科图观看了省院宣传

片，随后前往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智能制造研

究所现场参观访问，与一线科研人员和专家进行了富有

成效的对接交流。 

此次活动旨在依托科学院科研成果资源和人才技术

等综合科技优势，破解中小企业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

瓶颈，帮助企业打通与科学院创新要素对接渠道，提升

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 

省院对外合作部、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粤科图南方双创汇运营团队等相关人员

参加此次活动。 

 (供稿：刘敏) 

南方双创汇参与广东省战略性新型产业专利导航培训服务 
6 月 12 日，由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主办，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与发展中心承办的

“2018 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导航工程团队专利信息应用培训班”在广州浙江

大厦开班。本次培训旨在促进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

利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团队专利信息应用能力，推动“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信

息资源开发利用计划”系列工程顺利实施。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王春明研究员代表广东省

科学院“南方双创汇”团队做了题为《产业技术创新服务案例分析》的课程培训，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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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战略新兴产业的各个层面推介双创服务，更好地服务于广东省的产业创新发展。 

粤科图南方双创汇运营团队及产业专利信息资源开发工程项目组等相关人员 100余

人参加了这次培训。 

 

  

 

 
(供稿：褚英敏) 

粤科图组织全体职工集中学习新《宪法》 
5月 23日下午，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组织集中

学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及新《宪法》的

具体内容。馆（所）长魏东原主持会议，全体在职职工参加。 

会上，党委书记黄向丽辅导大家学习《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以及修正后的新《宪

法》的第一、二、四章内容。她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

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制度安排。通过学习，她希望全体职工在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加强新《宪法》的学习和应用，做一个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好公民。  

 

 

 

 

(供稿：黄彬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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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第八届工会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5月 29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举行工会会员

大会。省科学院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与粤科图工会全体会员参加了本次大会。会议由党

委书记、副馆（所）长黄向丽主持。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第七届工会主席魏东原代表工会委员会向大会作

工作报告。报告认真总结了五年多来粤科图工会在组织建设过程中的具体举措和取得的

显著成绩，并对即将选举产生的第八届工会委员会提出了工作建议：在抓好工会自身建

设基础上，围绕中心工作，坚持以职工为本，落实职工合法权益。工作报告内容丰富，

特色鲜明，数据翔实，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报告。 

魏东原随后宣读了换届选举办法和候选人产生情况，并由会议通过选举工作总监票

人、监票人和计票人名单。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和等额选举办法进行选

举。经过投票，选举张旭煌、翁楚君、黄转青、欧阳志楠、庞莉 5位同志为第八届工会

委员会委员，翁楚君为第八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黄转青、李欣欣、梁竞为第八届

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6 月 1 日，第八届粤科图工会委员会、经费

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工

会主席和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新一届工会

委员会将在省院工会指导和粤科图党委的领导

下，认真履职、凝心聚力、团结进取，为开创粤

科图工会工作新局面贡献力量。 

  （供稿：李欣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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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摘录 
 

电池储能可能成为美国电网的支柱 
截至 2017 年底，美国电网的容量只有 700

兆瓦左右，但由于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加和电

池成本的下降，先进的电池储能（ABES）有望

实现飞跃式发展。标准普尔全球评级认为，美

国的储能市场从 2017 年到 2022 年将会增长 9

倍，一旦影响蓄电池的经济因素得到改善，电池储能可能成为美国电网的支柱。 

电池储能能够为可再生能源比例较高的州带来补充效应。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和马

萨诸塞州的碳减排举措可能会推动电池储能发展。加州已经拥有 4GW 的储能容量，分

布在 149 个项目（主要是小型项目）中，且加州的可再生能源安装率在不断上升，鼓励

使用天然气发电机实现电力调峰。而未来，电池储能可能取代天然气来完成调峰。 

ABES 的兴起将依赖于技术风险的降低。尽管电池成本下降，但行业仍担心其效率

问题。电池储能是可再生能源电网可靠性的保证，但目前储能功率损耗达到电网输入量

的 15%，降低了电池储能项目的获利能力。 

尽管存在效率问题，ABES 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结合仍是未来重要发展方向。美国电

力需求的年增长率在 0%到 0.5%之间，可再生能源固定成本下降，电池储能的发展可进

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通过实施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29 个州规定公用事业单

位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进一步促进了储能的发展。此外，有些州举措更大，例

如，加州、纽约州和俄勒冈州制定目标到 2030 年 50%的电力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产生。

届时，电池储能系统通过在电网间歇时利用多余能源，从而将发挥更大作用。 

（供稿：罗剑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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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携手 NTT DOCOMO 完成首个 39 GHZ 的 5G IAB 外场测试 
中国华为联合日本移动运营商 NTT 

DOCOMO成功完成 39 GHz的 5G毫米波接

入回传一体化（IAB）技术的外场测试，标

志着双方在 5G联合测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本次外场测试在横滨港未来 21 区进行，通

过 5G 主基站和 5G IAB 中继站完成 39 GHz

频段无线终端的移动接入。测试表明，通过接入 IAB 技术可以大幅提高毫米波覆盖范围

与容量。在本次测试中，5G 终端设备处于移动状态，通过 IAB 中继站接入主基站，吞

吐量超过 650 Mbps，端到端时延达到 1.6 毫秒。该测试证实，城市楼宇密集区以及光纤

铺设困难的孤岛或山区可在 IAB 技术的支持下享有 5G 高速低延时通信。 

（供稿：张乐） 

通过卫星控制的欧洲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完成首飞 
近日，通过卫星控制的欧洲中空长航时(MALE)无人机完成首飞。参与完成此次首

飞的项目团队包括 Telespazio 公司(莱昂纳多持股 67%，泰雷兹持股 33%)和比亚乔宇航

公司，使用的无人机测试平台为 P.1HH“双髻鲨”飞机。项目团队开发并整合了使无人

机得以在非隔离空域安全飞行的技术。此次飞行旨在评估实际条件下卫星技术在多种军

民两用场景下的效能，飞行结果符合“验

证卫星使得 RPAS 融入欧洲空域”

(DeSIRE)第 2 阶段，DeSIRE II 重点关注

欧洲航天局(ESA)和欧洲防务局(EDA)的

联合投资项目。Telespazio 公司为该项目

研发了一种双向卫星通讯网络，并已用于

实际飞行。 

（供稿：陆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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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德与 HOOKIPA 合作推进艾滋病和乙肝病毒创新疗法 
美国吉利德公司（Gilead）与奥地利 Hookipa Biotech 公司日前宣布达成科研合作协

议，旨在利用后者基于沙粒病毒载体的免疫技术来共同开发乙肝病毒（HBV）与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HIV）的新疗法。根据协议，吉列德将预付 1000 万美元，并承诺将资助可

能会超过 4 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作为回报，该公司将获得使用 Hookipa 公司基于沙粒

病毒载体的免疫技术的专有权。该交易将使 Hookipa 能够从两种主要传染病的技术潜力

中获益，同时保持其内部侧重于 TheraT 和 Vaxwave 的其他应用。Hookipa 最先进的资

产是处于临床阶段的一种基于 Vaxwave 的抗人类巨细胞病毒疫苗，VaxWave 是一种非

复制的淋巴细胞性脉络膜炎病毒（LCMV）技术，旨在进入和激活树突状细胞来对付传

染病，而 TheraT 则是一种能够复制的减毒沙粒病毒，该特性在引发安全隐患的同时，

也为取得更好的疗效打开了大门。随着临床前管线的推出，使用 TheraT 的癌症疫苗将

可能成为 Hookipa 最大的机遇。 

（供稿：徐玉霞） 

中国联通等企业完成国内首例 5G 网络                        

超远程智能驾驶实车演示 
在 2018 年上海世界移动大会，中国联通携手瑞典爱立信、中国驭势科技联合进行

了国内首个 5G 超远程智能驾驶实车演示，成功展示了智能调度、远程驾驶和自动驾驶

等业务应用。 

此次三方联合演示，中国联通负责整体解决方案、5G 网络建设以及长途传输，爱

立信提供 5G 通信设备，驭势科技提供智能驾驶车辆。外场演示的网络环境位于北京市

房山区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依托 5G 网络的超高传输速率和极低时延，实

现了车辆与云端之间远程监控数据传输。调度员在上海世界移动展馆基于全方位视频图

像进行云端操控，可实现对北京车辆的远程驾驶以及车队调度。两地之间跨越了 1300

公里的超长距离，属国内业界首例。基于 5G 网络的超远程监控和调度，可以应用于物

流、工厂、园区公共交通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供稿：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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