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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粤科图承办 2019 年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人员培训会议 

为了探讨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全国省级科学

院如何更好地提升文献情报服务能力， 6月 26 日

至 27 日，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联合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广州举办 2019 年全国科学

院联盟文献情报人员培训会，面向全国省级科学院

文献情报人员开展专题培训，为地方科学院文献情

报人才队伍建设助力。 

本次培训由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

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简称粤科图）和中国图书

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区域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

联合（简称区域委）承办。来自北京、河北、黑龙

江、山东和广东等地科学院系统的文献情报、科技

管理人员 85 人参会。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

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刘细文

及区域委主任委员、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在会

上致欢迎词，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理事会

秘书长贾苹和粤科图副馆（所）长高屹主持会议。 

会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刘细文研究员，

刘筱敏研究馆员以及郭文姣、彭皓、王燕鹏、张超、

钱力等老师，分别围绕科技情报与决策咨询、人才

评估的方法及指标体系、科研机构创新能力评估、基于专利文献的技术态势分析方法和

实践案例、颠覆性技术的情报研究、产业分析方法、知识管理和服务平台等主题，深入

刘细文致词 

魏东原致词 

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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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出地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相关理论知识、研究方

法和实践案例。粤科图副研究员邓衢文也向与会

代表分享了专业图书馆服务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

典型案例。 本次培训主题从科技情报从业人员的

实际需求出发，知识覆盖全面、内容丰富实用，专

家报告深入前沿又理论联系实践，对与会人员的

工作有较强指导和启发作用，也得到各界学员的

肯定和欢迎。 

会议期间，粤科图第二党支部与前来参会的中

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咨询服务部部分党员代表，以

及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和广东省生物工程

研究所（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文献情报服务人

员，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

开展了“面向科研一线的学科情报服务”座谈交流。 

（供稿：王友转） 

中图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区域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 

2019 年业务研讨会在粤科图召开 

6 月 25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区域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域

委）2019年业务研讨会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召开，

来自广州、武汉和成都的 11 名区域委委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

会（简称专业分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刘细文，常务副秘书长赵

树宜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区域委主任委员、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主持。 

区域委成立于 2016 年，是专业分会根据中国图书馆学会有关章程规定组建的内设

机构之一，旨在促进和加强各地区、各单位之间的信息服务工作交流与合作。区域委秘

书处目前挂靠在粤科图，委员们来自全国 8 个省市 19 家科研、高校和企业文献情报单

位。 

现场合影 

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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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刘细文首先致词，他表示新时代新形势

下信息情报服务将面临新机遇新挑战，围绕国家区

域战略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开展信息情

报服务非常重要并将大有可为，建议委员们多关注

和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为提升区域创新能

力和竞争优势打下服务基础。接着赵树宜发言，她

介绍了专业分会的有关基本情况及其 2019 年已开展活动、下半年工作安排。随后，由

魏东原介绍区域委成立以来开展工作，以及粤科图参与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与广东省

科学院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开展相关调研和信息情报

服务等情况。 

参会的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方小洵和广东省医学学术交

流中心（广东省医学情报研究所）副主任贺莲，以及其他委员依次介绍了所在单位开展

区域信息服务的有关情况，并就信息情报服务如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纷纷发表自己

的见解。大家一致认为，应加强机构合作和对大湾

区创新型企业的考察调研，主动到企业实地了解一

线科研人员的信息情报服务需求。 

会议结束后，魏东原陪同参会代表参观了粤科

图装修后重新开放的二层读者服务区和在二层展

览区展出的广东省科学院科技创新成果展览。 

（供稿：彭仁耀） 

魏东原率队参加“第三届全国科技智库论坛”并做主题报告 

5月 28日，“第三届全国科技智库论坛”在成都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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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魏东原率队一行 4人参加，并应邀大会上做大

会报告演讲。 

本次论坛主题为“智谋创新·引领未来”。论坛由全国地方科技智库联盟主办、中

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和重庆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承办。来自全国 24个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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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 60 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和社会智库机构的 260 多位代表参加论坛，并围绕论坛

主题，就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战略与规划、科技智库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成

果和实践经验展开交流。论坛分大会报告和 3 个分论坛报告，5 位特邀报告专家、4 位

主题报告专家作了大会报告，36位智库研究工作者在分论坛作了交流报告。 

在大会报告环节，魏东原以“创新的粤港澳大湾区：机

遇与挑战”为题，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粤港澳大

湾区战略研究院概况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与挑战等

内容，深刻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的国家战略机

遇及文化差异等挑战。该报告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分论坛交流环节，以国家与地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实践、智库建设支撑科技决

策建议与科技战略规划、科技智库治理体系与服务能力建设等 3个主题分论坛，36位科

技智库研究学者分享了研究的学术成果。粤科图首席研究员王春明及褚英敏副教授分别

作题为“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发展态势分析”、“粤港澳大湾区高端人才引进评估分

析”交流报告。论坛现场学术气氛热烈，互动交流频繁。 

粤科图作为全国地方科技智库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及广东省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科

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参与建设单位，近年来积极开展科技智

库及决策咨询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智库产品，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决策需求。 

(供稿：褚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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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务简讯 

高屹率队参加科技情报系统资源保障工作交流会 

6 月 11 日，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举办的 2019 年科技情报系统资源保障工作

交流会在江西吉安井冈山召开，来自全国地方科技情报机构主管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共

100 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

馆（所）长高屹率队一行 3人参会，并在大会上做交流发言。 

本次会议旨在面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求，不

忘科技情报工作的初心。在大数据和计算型情报研究

等智库工作的发展新形势下，就如何推进相关文献数

据资源的保障，支持智库服务、数据服务和知识服务

等新型服务模式的发展展开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

地多家科研院所、高校信息情报机构和多个省市地方

科技情报单位的领导、专家及情报从业人员分别作了

大会报告和交流发言。 

高屹以“专业图书馆情报服务创新发展与能力

再造”为题，从专业图书馆的转型与服务功能的重新

定位切入，介绍了粤科图服务功能的演变历程以及资

源保障、人才队伍和“图情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情

况，并分享了粤科图近年来在情报服务探索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最后就专业图书馆立足

特色、跨界合作、可持续发展提出展望。 

粤科图近年来致力于开展智库服务和决策咨询研究，注重加强科技文献数据库及专

利、情报分析工具的保障作用，有效地支撑了新型知识服务中心和新型科技智库建设。 

（供稿：罗剑钊） 

会议现场 

高屹大会发言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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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科图王燕荣获广东省首届科普讲解大赛二等奖 

6 月 5-6 日，广东省首届科普讲解大赛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本次大赛主题为“科

技创新，科普惠民”，分为高校科研院所组、高新技术企业组、中小学组和其他组（科

技场馆、科普基地等）4 个组别，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 21 支代表队 124 位选手同台竞

技。粤科图副研究馆员王燕参加了比赛。 

本次大赛由广东省科技厅主办，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等 7个单位协办。经过两天激

烈的角逐，王燕最终取得二等奖的好成绩，并荣膺大赛最佳人气奖。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新滋、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劳帜红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发了证书和奖状。 

“科普大赛使我成长”，王燕通过多年不懈的坚持，成功完成了“自我超越”。今

年 5月，她与“广州十佳科普讲解员”杨帆合编出版的科普命题随机讲解指南书亦已跟

读者见面。 

（供稿：黄国强） 

科学与你“童”行—粤科图举办“第三届少儿科技嘉年华”活动 

6 月 1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举办第三届少

儿科技嘉年华，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有趣难忘、充满科技

感的儿童节。本次活动规模空前盛大，吸引了 300 多个家

庭，超过 600人参与。 

本次嘉年华围绕“科学性”、“知识性”、“趣味

性”、“互动性”，以游园会的形式进行，设有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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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体验区、科学实验区、机器人体验区、桌游体验区四

大区域。每个活动摊位都排起了长龙，场面非常火爆。AR

眼镜运用增强现实技术让参与者感受到虚拟世界实体化

的魅力；晦涩难懂的光学、重力、电路知识通过镭射迷宫、

重力迷宫、电路迷宫等游戏玩一玩就能轻松理解；极度烧

脑的桌游也吸引了不少玩家扔掉手机和电脑，体验称霸

全场的快感；拉力机器人、投篮机器人、巡线赛车、人机

对奕等各种炫酷的机器人纷纷展示自己的绝活，让孩子

们久久驻足、流连忘返，神奇礼炮等魔幻科学秀更是将活

动推向了高潮，引起全场的欢呼和尖叫……。 

科技嘉年华，构建了孩子们的科普乐园，让他们沉浸

在奇妙无穷的科学世界里，体验到科学的有趣和神奇，从

而极大地激发了青少年探索科学的欲望，从小培养孩子

们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供稿：曾观凤）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智雄率队到粤科图调研交流 

5 月 6 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智雄率队一行 8 人到广东省科技图

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开展专题业务调研与交流，粤科图馆（所）

长魏东原、副馆（所）长高屹热情接待了张智雄一行并组织座谈会与之交流。馆（所）

长助理彭庆昌、首席研究员张军和首席分析师王春明，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参加了

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魏东原对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提出调研

内容，包括有关粤科图近年在区域决策规划服务、高

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服务、科技文献资源与

信息平台建设、情报研究产品及科学传播品牌建设和

科技情报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业务情况进行了介绍和

解答。张智雄对粤科图开展的情报研究、智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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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服务和企业信息服务等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并提议双方基于协同建设

的制造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切实开展相关领域的问题研究和出产精品成果。魏东原对此

表示赞同，将立即组织团队参与谋划与研究。 

座谈会前，魏东原、高屹陪同张智雄一行参观了

粤科图各业务部门和读者服务区域，重点参观了以崭

新面貌重新开放的二层读者服务区和正在二层展览

区展出的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展览。张智雄对粤科

图此次馆舍空间改造的理念和效果予以了肯定，并表

示希望将粤科图的经验借鉴到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正

在施工的改造装修工程中。 

（供稿：彭仁耀） 

粤科图中标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19 年课题研究服务资格 

 5 月 23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公布“2019 年课题研究服务资格采购

项目”公开招标中标结果，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获

得 2019年课题研究服务资格。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本次课题研究服务资格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为 273 万

元，粤科图在本次评审中综合得分 78分，排名第 13并成功中标。 

近年来，在广东委省政府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重组广东省科学院的决策部

署下，粤科图积极通过深入优化业务布局、凝练新目标新方向和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加快形成有效支撑广东省科学院科技创新决策与规划和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的

数字资源体系与知识服务能力，打造有影响力的系列信息情报服务产品和科学传播品牌。 

（供稿: 曾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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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调研组到粤科图调研交流 

6月 20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服务与综合事业部主任靳茜率调研组一

行 5人到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开展业务调研，粤科

图馆（所）长魏东原、副馆（所）长高屹热情接待了到访客人并组织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魏东原首先向 NSTL调研组介绍了粤科图

的基本情况及近年开展服务科技创新的举措和成效，接

着就其有关粤科图在文献资源建设、用户文献需求和文

献服务宣传推广等调研问题做一一解答，并对下一步需

要 NSTL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提出了希望。座谈中，靳茜还

询问了解了广东省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合作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的有关进展情

况。 

据悉，NSTL调研组此次广州之行主要是为全面了解

广州地区科研院所的文献资源保障情况，粤科图是其调

研行程中的重要一站。座谈会前，魏东原、高屹陪同 NSTL 调研组参观了粤科图各业务

部门和读者服务区域，重点介绍了重新开放的二层读者服务区和正在二层展览区展出的

广东省科学院科技创新成果展览。 

（供稿：彭仁耀） 

粤科图选手在省科学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演讲比赛中获得佳绩 

5 月 24 日，广东省科学院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演讲比赛，广东省科技

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党委组织 2名选手参赛。 

本次主题演讲比赛共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5名及优秀奖若干名，来

自广东省科学院院属 20 余家单位的 29名选手参与了竞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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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党委和馆（所）领导高

度重视本次比赛，党群工作部和基

层党支部大力支持配合，参赛选手

们进行了精心准备，表现出色。经

过激烈地角逐，范爽以“一座城市的小书房”荣获二等奖，欧阳志楠以“不忘初心把握

细节 牢记使命携手创新”荣获优秀奖。 

（供稿：李元华）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技术情报所党支部到粤科图调研交流 

6 月 27 日，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技术情报所（以下

简称“南电情报所”）党支部书记、技术情报所副所长涂

亮率调研组一行 18人到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

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开展党建和业务调研，粤科图馆

（所）长魏东原、党委书记黄向丽、副馆（所）长高屹热

情接待了到访客人并组织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魏东原首先向南电情报所调研组介绍了

粤科图的基本情况及近年开展服务科技创新的举措和成

效，并就其提出的有关粤科图在馆藏资源与服务平台建

设、前沿技术情报分析、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决策咨询

研究等问题作了解答。接着，涂亮介绍了南电情报所在

开展前沿技术情报分析、资源建设及战略决策咨询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粤科图第一党支部书记、粤创中心主任祝林介绍了第一党支部在党建与业务工作融

合方面的经验，包括党建与业务培训、深调研、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和对外交流学习等方

面相结合的情况，表示党建与业务工作相融合，发挥了党建工作服务全局的积极作用。 

随后，粤科图各党支部代表与南电情报所党支部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方面的学习体会和主题党日活动开展方面的经验进行了交流分享。座谈会前，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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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原陪同南电情报所调研组一行参观了粤科图，重点介绍了重新开放的二层读者服务区

和正在二层展览区展出的广东省科学院科技创新成果展览。 

（供稿:李元华） 

粤科图荣获广东省科学院第四届“科创杯”职工羽毛球赛亚军 

5 月 25 日，广东省科学院第四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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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所）长

魏东原率队共 10名队员参赛。 

本次比赛只设混合团体赛，项目分为第一男双、女

双、第二男双。来自院属单位共 21 支队分 4 个小组进

行循环赛，小组前两名出线，进入第二阶段交叉淘汰决

出名次。 

粤科图队员们在赛场上团结合作、顽强拼搏，小组

赛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出线，并在淘汰赛中一路晋级、杀进决赛，最后勇夺亚军，不负众

望地为粤科图争得了荣誉。 

（供稿：庞莉） 

 项目信息摘录 

 

日本着手全球首个煤气化燃料电池循环发电项目验证 

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与大崎 CoolGen公司（由日本中国电力

株式会社和 J-Power株式会社联合成立）合作，开始二氧化碳分离回收型煤气化联合循

环发电（IGCC）设备与燃料电池组合使用的二氧化碳分离回收型煤气化燃料电池联合循

环发电（IGFC）项目三期验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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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FC 验证项目由吹氧 IGCC 验证（一期）、二氧化

碳分离回收型吹氧 IGCC 验证（二期）和二氧化碳分离回

收型 IGFC验证（三期）这三个阶段构成，主要利用日本

的大崎发电站内建设的 17 万 kW 规模的试验设备，验证

系统的性能、运行性、可靠性和经济效益。 

预定 2019年度完成的二期项目建成了二氧化碳分离回收型吹氧 IGCC 验证设备。此

次开始推进三期项目将使用的验证设备的设计工作，着手实施在二氧化碳分离回收型吹

氧 IGCC设备中追加燃料电池的二氧化碳分离回收型 IGFC验证项目。计划在二期项目建

设的二氧化碳分离回收型吹氧 IGCC 验证设备中组合使用燃料电池，验证煤气化气体在

燃料电池中的适用性，以实现最佳的二氧化碳分离回收型 IGFC 系统。应用于 500MW 级

的商业设备时，目标是在二氧化碳回收率为 90％的条件下设法实现 47％左右的送电端

效率（HHV）。 

煤炭存在的课题是，与其他化石燃料相比，燃烧时单位发热量的二氧化碳（CO2）排

放量较多，在环保方面受到很多限制，煤炭火力发电需要进一步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

目标是结合终极的高效率煤炭火力发电技术——煤气化燃料电池联合循环发电（IGFC）

和二氧化碳分离回收技术，实现创新型低碳煤炭火力发电。 

（供稿：罗剑钊） 

日本推出世界上最快的子弹列车 

近日，日本铁路公司 JR East开始测试世界上最快的子弹列车，最快能够以 400公

里/小时的速度行驶，该列车被称为 ALFA-X。 

据悉，ALFA-X 计划于 2030 年投入使用，届时将以 360 公里/

小时的速度运行，这将比中国的复兴号快 10公里/小时。该列车最

明显的特征是它 22米的光滑鼻子，该设计用于应对列车进入隧道

时的巨大风阻。ALFA-X 标志着新干线进入崭新的增长阶段，将于周五开始在青森市和仙

台市之间进行试运行，为期三年。 

（供稿：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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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ka'i Technologies 推出全球首个氢动力空中交通系统 

美国空中交通设计和制造公司 Alaka'i Technologies 近日推

出全球首个氢燃料电池供电空中交通解决方案 Skai。Skai具有时

尚整洁的设计、极其简单和安全的电动垂直起飞和降落运载工具，

以及完全依靠氢燃料电池运行的系统，将成为全球最安全、最干

净、功能最全的空中交通解决方案之一。Skai 的核心团队成员由国家认可的航天专家、

工程师和资深飞行员组成。 

Skai的氢燃料电池可重复使用率达 95%，可回收利用率达 99%，排放物可靠、安全、

环保，仅由热量和水组成。这是传统燃料和电池资源的明显替代品。目前，Alaka'i 

Technologies 已携手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推出测试计划。待认证之后，Skai 将在个人

移动出行、高效的应急响应、经济的货运集散以及利用氢燃料电池作为高度可靠的零排

放能源方面创造新的可能性。 

（供稿：王友转） 

凯杰即将推出乳腺癌的 PIK3CA 生物标志物伴随诊断试剂盒 

德国凯杰（QIAGEN）近日宣布，在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后将立即推出其

therascreen® PIK3CARGQ PCR 试剂盒（thecreencreen PIK3CA 

Kit）。该试剂盒作为一种伴随诊断，有助于鉴定符合 PIQRAY

（alpelisib）治疗条件的乳腺癌患者，而 PIQRAY 是诺华公司开

发和销售的一种新批准的治疗方法。该试剂盒由凯杰与诺华公

司合作开发，其与 PIQRAY 一并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 

该试剂盒是第一个获得 FDA 上市前批准的伴随诊断试剂，用于检测 PIK3CA 基因中

活化突变的任何癌症适应症。其也是第一个 FDA 批准的用血浆标本作为液体活检指导乳

腺癌治疗决策的试剂，能检测到 11 个 PIK3CA突变，这些突变存在 40%的激素受体阳性

（HR）的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 

（供稿：黄尤江 徐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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