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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道 

魏东原、高屹参加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 2018 年工作会议 

9 月 14 日，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简称“情报分会”）2018 年工作会议

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来自全国 19 个地方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

院成都、武汉、兰州、上海等地文献情报（信息）中心，以及相关单位负责文献情报共

享服务的领导、专家和责任馆员、科研人员等百余人出席了会议。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

李定强、对外合作部主任张文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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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所）长魏东原、副馆（所）长高屹一同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主题是“科技智库、情

报服务、区域发展”，主要议程包括

特邀专题报告和文献情报分会工作

交流。在上午专题报告会上，中科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刘

清研究员、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副主任吴新年研究员、中科院上海生

命科学信息中心江洪波研究馆员分

别作题为“发挥科技战略情报在科技

智库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产业

情报服务模式创新与服务实践”、“面

向产业的情报研究与实践”学术报告，

分享了开展科技战略情报、产业情报研究与服务的实践案例与经验，以及其对科技智库

建设、促进区域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下午分会工作交流环节，分会秘书长、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首席联盟官贾苹首先

介绍情报分会 2018年开展文献情报共享服务的进展、效果和经验，接着黑龙江、甘肃、

上海、陕西、广东、河北等 6家地方科学院就本单位在新型智库、资源共享、助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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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情报挖掘、深度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进展和经验体会进行交流发言。 魏东原

代表广东省科学院发言，他以粤科图为广东省韶关市的服务为例，介绍了专业图书馆面

向区域经济发展开展深度服务的探索与实践，受到与会人员的关注。 

情报分会是全国科学院联盟成立的第 7个分会，主要致力于实现中国科学院与各省

级科学院的文献情报服务共享，推动联盟成员机构实现文献情报共享，推进联盟成员机

构的业务交流与合作。情报分会自 2013 年底成立以来，已连续在各地举办多次年度工

作会议，其中 2016年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并由粤科图具体承办。 

（供稿：彭仁耀） 

粤科图参加 2018 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 

9 月 27 日，“2018 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科技情报系统

的百余位参会代表出席本次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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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魏东原带队一行 6人参加论坛。 

本次论坛分为特邀报告、

大会报告、专题论坛三个部

分。在特邀报告会上，中科

院武汉分院袁志明研究员、

武汉大学张琳教授、中科院

微电子研究所朱慧珑研究员、

武汉大学陆伟教授、中科院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张志强研

究员分别以“关于建设中国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的战略设想”、“科学计量学的新

发展与新应用”、“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战略与实践”、“科研大数据深度分析与利用”、

“科技强国评价的主要科技指标与特征——兼论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指标目标”为题作

专题学术报告。报告亮点纷呈，专家与听众互动频繁，整个会场气氛热烈。 

魏东原应邀在大会报告环节发言，他以“粤科图深度服务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

与探索”为主题做的报告，引起了代表们强烈的共鸣。此外，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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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刘细文、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智雄、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党委副书

记刘清以及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曲建升分别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 

在专题论坛会上，50 余位科技战略情报研究专家就国内外科技领域的战略情报研究

与决策咨询服务、情报研究理论方法研究、科学计量与知识计算方法与应用、情报研究

分析工具平台、科技智库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粤科图邓衢文副研究员以

“基础研究的内涵、意义与投入经验”为题做了交流。 

“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是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战略研究工作协调组主

办的开放学术论坛，旨在展示和交流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各单位、中科院研究所战略情

报研究咨询部门以及国内主要科技情报研究机构，在科技领域有关战略情报的理论方法

研究、分析工具应用、决策咨询服务以及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该论

坛自 2006 年起已经连续成功举办 12 届，其中 2017 年论坛在广州召开，并由粤科图承

办。 

（供稿：邓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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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务简讯 

粤科图参加中科院战略咨询院高端科技智库产品质量建设研讨会 

9 月 21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科

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以下简称“战

略咨询院”）在北京召开高端科技

智库快报、内刊工作表彰与质量建

设研讨会。来自中科院战略咨询院

以及中科院文献情报体系的领导、

专家和相关人员近 60人出席了本次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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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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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魏东原、副馆（所）长高屹应邀参会。 

近年来，粤科图信息情报团队积极参与战略咨询院高端智库快报内刊的编发工作，

主要承担了全球重点研发企业创新动态板块的监测和撰稿工作。魏东原在会上作了题为

《企业创新态势监测服务与发展对策》的交流发言，其他与会人员也纷纷就《快报》和

《内刊》的质量建设和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大家表示将精诚合作，用更优质的内容为国

家宏观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战略咨询院《快报》和《内刊》等高端科技智库产品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

肯定和批示，已经成为该院服务国家宏观决策和全国科技界的重要品牌。 

（供稿：高屹） 

粤科图赴中山参加火炬开发区双创周活动 

10 月 12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馆（所）

长高屹率队一行 10 人赴中山参加“中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与技术情报服务平

台”宣传推介会。该会议由中山市火炬开

发区主办、粤科图承办，中山市工业技术

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山工研院“）协办，

也是2018年全国双创活动周中山火炬开发

区系列活动之一，中山市科技企业及科技

服务业代表 70余人到会。 

会上，高屹首先表示，此次宣讲会旨

在推广粤科图与中山工研院联合开发的

“中山市战略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与技术情

报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促进粤科图的信息情报服务能更好地助力中山市

科技产业创新发展。随后，粤科图服务团队成员从平台的不同功能模块展开介绍，张乐

馆员重点介绍该平台的建设背景、平台框架、特色功能与服务机构，为中山科技企业及

各孵化器人员提供使用帮助；陆周贵馆员以科技查新为重点介绍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的信

息情报支撑服务；王友转馆员着眼于企业研发中的专利信息检索与利用，为研发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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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丰富权威的专利数据库使用渠道；朱妍馆员从学术资源一站式发现获取、微型图书

馆、手机移动信息展开介绍了面向科研一线的网络化信息服务。 

该平台作为中山市广东省科学院技术转移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参会人员对粤科图

服务团队成员的介绍反响热烈、积极互动，对其运作机制及搭建意义表示极大关注和一

致认可。 

（供稿：陆周贵） 

粤科图赴广东省生物工程研究所开展下所培训服务 

9月 19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馆（所）长

高屹带队一行 6人前往广东省生物工程研究所（简称“生工所”）开展主题为“助力科

学研究-科技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的信息素质培训活动，生工所领导和相关业务科研

人员共 100余人参加了这次培训。培训主要面向生工所的一线科研人员，旨在提高科研

人员在科研过程中对文献的检索、利用和分析能力。陆周贵馆员和王友转馆员分别从学

科领域科技信息资源和专利信息利用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 WOS平台的使用、文献检

索工具及技巧、各类信息源的获取途径以及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和专利检索平台的使用等；

朱妍馆员和张锐馆员则介绍了粤科图一键发现系统、原文传递系统的使用，以及科研机

构知识仓储平台建设的相关

知识。培训现场，双方就实际

应用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了热

烈讨论。 

培训主要面向生工所的

一线科研人员，旨在提高科研

人员在科研过程中对文献的

检索、利用和分析能力。陆周

贵馆员和王友转馆员分别从

学科领域科技信息资源和专

利信息利用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 WOS平台的使用、文献检索工具及技巧、各类信息

源的获取途径以及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和专利检索平台的使用等；朱妍馆员和张锐馆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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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粤科图一键发现系统、原文传递系统的使用，以及科研机构知识仓储平台建设的

相关知识。培训现场，双方就实际应用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生工所科

技信息研究室胡朝晖主任做总结发言，他表达了对粤科图老师传经送宝的感谢，表示以

后要开展更多的交流活动，促进知识共享，共同打造良好的科研创新氛围。 

生工所作为广东省科学院的重要科研单元，也是粤科图的紧密合作伙伴之一，双方

自 2016年起就已签订合作协议，面向该所领导及生物材料、药肥等四个核心研发团队，

开展信息专报定制推送服务，为其提供市场、研发动态及专利技术等信息。此次下所培

训进一步加强了粤科图和生工所兄弟单位的交流，为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供稿：陆周贵） 

“广东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研究”专家论证会召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优化完善广东省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规划布局，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9月 10日，广

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广东大厦组织召开了“广东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研究”课

题专家论证会。课题承担单位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

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及课题组成员参加

了会议。 

论证会上，粤科图首席研究员张军代表

课题组介绍了规划研究的背景与方法、国内

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现状与特点，重点

汇报了广东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长期规划

建议。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单位的专

家充分肯定了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并纷纷建

言献策，对研究报告的修改完善及今后广东

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思路和发展方向

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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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论证会的还有省发展和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

知识产权局、中科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等有关单位以及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发展

改革部门的负责同志。 

（供稿：邓衢文） 

粤科图参加艾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协会暨 

Summon 中国用户协会 2018 年会 

10月 17-20日，艾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

用户协会暨 Summon 中国用户协会 2018 年用

户年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本次年会由艾

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协会和 Summon 中

国用户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来

自大陆、台湾、澳门等地区 66个图书馆的领

导、专家、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公司代表共计

157人参加了此次年会。本届年会主题是“开

放·融合·创新”，重点关注新环境下，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系统的发展趋势和策略，以

期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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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所）

长助理彭庆昌一行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魏东原在会上代表艾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

协会暨 Summon中国用户协会 2019年用户年会承办馆作了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积极响

应，纷纷表示期待来年在羊城重聚，共同探讨数字图书馆领域的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粤科图于 2015 年引进艾利贝斯集团学术资源发现系统产品 Primo 后，采用系统集

成的方法，改进了系统服务流程，实现了流程驱动、情景敏感的一站式资源发现与获取

服务功能。艾利贝斯软件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将粤科图实施方案和经验在全国高

校图书馆用户中进行了推广，系统实施的经验得到了国内权威同行的认可。 

（供稿：韦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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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参加第十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先进技术展 

9月 12-15日，第十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先进技术展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李定强率队，与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

究所）南方双创汇团队成员参加了此次展会。 

本次展会由科技部、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主办，广西科技厅、中国—东盟技术

转移中心承办，以“中国科技引领广西走

进东盟”为主题，吸引来自中国和东盟国

家的共 173 家企业、机构带来 432 个参展

项目，旨在推动优秀科技成果在广西落地

并引领促进广西产业升级转型，推进科技

成果在东盟国家的转移转化并促进东盟国

家的创新发展，切实服务于 “一带一路一

带”倡议。 

粤科图携“广东省生物医药与大健康大数据平台”信息技术成果参展，平台通过自

动采集分析生物医药与大健康领域最新科技动态、发展重点及热点等科技情报信息，旨

在为科研机构创新决策和研究活动提供信息支撑，为广西乃至东盟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

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展板和宣传材料引起了参会代表的广泛关注。 

（供稿：褚英敏） 

粤科图参加广东省民营（中小）企业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对接会 

为促进广东省民营企业与科研机构产业对接，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10

月 31 日，由广东省科学院市场拓展部主任牟德海带队，与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

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南方双创汇团队前往一同赴潮州市参加了广东省民营（中

小）企业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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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活动前，粤科图南方双创汇团队前

往参观了潮州市统用卫厨等多家陶瓷卫浴

企业，对陶瓷卫浴在行业转型升级中的技

术、市场和资金等方面存在的困难进行了

深度实地调研。在对接会中，粤科图南方

双创汇团队向参会企业代表推介了南方双

创汇的成果转化平台和相关科技服务。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科学院、广东省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等单位主办，南方双创汇提供平台支持。潮州市卫生陶瓷行业企业积极响应，

共 5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活动，其中多名代表表达了对南方双创汇科技服务的需求。 

（供稿：欧阳志楠） 

粤科图调研广州市新材料企业 

10 月 23 日，受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简称“市科创委”）委托，广东省科技图

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联合广东省新材料研究所（以下简称“省新

材料所”）、广东省材料研究学会（以下简称“省材料学会”）开展了广州市新材料企

业调研活动。 

本次调研活动是粤科图与省

新材料所共同承担的 2018 年市科

创委软科学项目“广州市新材料产

业发展政策研究”研究的重要环节，

该项目旨在为广州市政府提供该

产业发展的决策咨询。粤科图粤创

中心课题组成员以及省新材料所、

省材料学会专家参加了调研活动,

分别走访了广州辰东新材料有限公

司和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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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过程中，调研人员与企业相关人员就新材料产业大环境、人才资源、政府资源

投入等多个方面展开了深入交流。通过交流，调研组掌握了广州市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的第一手资料，对开展相关项目研究打下了基础。 

（供稿：褚英敏） 

粤科图与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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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科学院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协同建设制造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的签约仪式在该中心举行。粤科图

馆（所）长魏东原率队参加了本次签约

仪式。 

签约仪式上，魏东原和中科院武汉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智雄分别介绍了双

方单位的概况和协同建设制造业创新发

展中心的有关情况，并分别代表粤科图

和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签约。仪式

过后，粤科图一行在张智雄等的带领下

参观了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的部分区域，

并在过程中对合作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 

协同建设制造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将有助于充分利用和有效结合双方的资源、人

才、技术等优势，为提供更高水平的科技信息服务以及双方更好地服务地方乃至全国制

造业提供保障。 

（供稿：邓衢文） 

粤科图荣获省院第三届“科创杯”职工羽毛球赛团体赛亚军 

10 月 14 日，广东省科学院第三届“科创杯”职工羽毛球比赛在天河区桦标羽毛球

馆举行，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工会组织 13 人的队

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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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赛设团体赛和领

导干部组双打两个项目，来自

省科学院院属单位 20 个团体

和 16队领导组参加。馆（所）

长魏东原、党委书记黄向丽参

加了领导干部组的比赛。 

赛场上，队员们斗志昂扬，

时而跃起大力扣杀，时而跨步

向前，勇救网前球，用精湛娴熟的球技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出拼搏进取、 奋发

向上的体育精神风貌。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粤科图代表队脱颖而出，魏东原、彭仁耀

获得领导组第七名，团体获得亚军。 

（供稿：庞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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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信息摘录 

首辆碳纤维复合材料地铁车辆亮相柏林 

近日，在德国举行的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

上，中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碳纤

维地铁车辆“CETROVO”。据悉，该车是我国的全

新一代地铁，采用大量先进的新材料、新技术研制，

与传统地铁相比更轻、更节能，是我国地铁领域的

最新技术成果。 

新一代地铁车辆采用先进的碳纤维技术，成功突破碳纤维大型复杂件结构设计、制

造成型等关键技术，实现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车体、转向架构架、司机室等车辆主承载

结构上的全面应用。碳纤维使车辆实现大幅“瘦身”。与采用钢、铝合金等传统金属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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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比，新一代碳纤维地铁车辆的车体、司机室、设备舱分别减重 30%以上，转向架构

架减重 40%，整车减重 13%。据测算，新一代地铁车辆可综合节能 15%以上。 

（供稿：刘少芳） 

英国 ARM 推出全球首款自动驾驶级处理器 

自动驾驶需要高层级的处理能力，

目前实现 L5级（完全无人）自动驾驶的

原型车辆其数据处理中心 CPU 通常都存

在高能耗和成本高昂的问题，甚至于会

缺失某些最基本的安全功能。基于此，

英国半导体制造商 ARM 公司近日宣布推

出“安全就绪”（Arm Safety Ready）计划，并发布全球首款集成安全功能的自动驾驶

级处理器——专为汽车行业设计的全新产品 Arm Cortex－A76AE。该处理器是业界首款

搭载（Split－Lock）技术的高性能应用处理器。 

（供稿：陆周贵） 

华为将推出超高速充电技术 

华为公司近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一项锂电池的

发明专利。通过这项专利，华为能够有效加快电池充电速

度，并且应用到新手机上。据悉，华为这次的锂电池专利

主要针对锂电池的材质进行了改善，通过加入硅材料，新

型锂电池将比传统石墨电池更耐用。而其中的氮掺杂碳材

料可以在特殊环境下保持高导电特性，从而实现快速充电

目标。与市面上的高电压低电流（高通 QC3.0 快充）技术

不同，华为此次的快速充电技术延续了 Super Charge 的低电压高电流方案，既可快充，

又能保证充电效率。 

（供稿：刘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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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和诺德计划首次在全球推出联网胰岛素笔 

丹麦诺和诺德近日宣布，计划于 2019 年初开始在各主

要市场上市耐用型联网胰岛素注射笔 NovoPen®6 以及

NovoPen Echo® Plus。同时，为支持在未来将公司的联网注

射笔与更广泛的数字健康解决方案进行整合，诺和诺德与领

先的糖尿病技术公司德康（Dexcom）、Glooko和罗氏（Roche）

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这些公司与诺和诺德有着共同的改善糖尿病患者生活的愿景。 

这一合作项目旨为糖尿病患者及医疗专业人士提供可用的解决方案。基于与 IBM 

Watson Health®和 Glooko 的现有合作，诺和诺德计划将来自联网胰岛素注射笔装置的

胰岛素剂量数据与其合作伙伴的持续血糖监测（CGM）系统和血糖仪（BGM）等开放生态

系统以及糖尿病管理解决方案无缝结合。 

 （供稿：黄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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