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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魏东原率队参加中图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 2019年学术年会 

9月 18日，“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 2019年

学术年会”在贵州铜仁召开，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

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简称“粤科图”）馆（所）

长魏东原、副馆（所）长高屹率队一行 5人参加会议。 

本次年会主题为“开放科学与机器智能环境下学术

信息服务范式变革”，来自全国各地图书情报领域的百余

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专家围绕年会主题，就专业图书

馆战略、模式、能力和服务重塑、智慧决策支持与战略咨

询服务、支持开放科研和机器智能的学术资源建设等专题

发表主旨报告并进行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交流。中国图书

进口（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张纪臣研究员、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刘细文研究员、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资源中心主任曾建勋研究馆员、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数据库

部主任张健勇研究员、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研究馆员等多位知名专家应邀作学术报

告。专家们的报告亮点频出、精彩纷呈，整个会场气氛热烈。 

魏东原在大会第一部分“变革环境下专业图书情报机构的战略、模式、能力和服务重塑”作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战略发展的思考”报告，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发展背

景，梳理大湾区建设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以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提升

为切入点，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未来大湾区科技创新战略的发展思考和相关建议。他

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专家们的强烈反响。 

会议期间，粤科图与会代表还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所院等

多家机构的专家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为未来粤科图决策咨询服务发展、智能情报平台搭

建等方向的业务拓展和合作建立多方渠道。 

（供稿：刘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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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原、黄向丽参加情报分会 2019年工作会议 

 9 月 25 日，全国科学院联盟文献情报分会（简

称情报分会）2019 年工作会议在河南郑州召开，来自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成都、武汉、兰

州等地文献情报（信息）中心和全国十多家地方科学院

的相关领导、专家和责任馆员、科研人员等 60余人参

加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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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魏东原、党委书记兼副馆（所）长黄向丽率队一行 3 人参会。 

本次会议主题是“提升科技决策情报支撑服务能

力”，议程主要包括特邀专题报告、文献情报分会工作

进展及案例分享和分组讨论。在专题报告会上，中科院

计算研究所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王元卓研究员，江苏省

社科联研究室主任、《智库理论与实践》编委刘西忠研

究员，应邀分别作“基于开放知识计算的科技大数据情

报分析”、“智库研究的特征与高质量智库报告撰写”

报告。两位专家关于科技情报分析和智库研究实践的分享报告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知

识大餐和思想盛宴，对于提升文献情报共享和科技决策支撑服务能力也有着现实的指导

意义。

在文献情报分会工作进展及案例分享会上，情报分会秘书长、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首席联盟官贾苹介绍了分会 2019 年开展文献情报共享服务的工作进展、重点工作及效

果和存在问题、未来发展，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彭皓馆员、河南省科学院发展规划研究

室副主任陈峡忠、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信息系统部主任钱力分别介绍了构树产业调研分

析案例、河南省科学院文献情报服务工作经验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发的“慧科研”

知识服务平台。

在分组讨论上，魏东原代表广东省科学院参加了分会理事会成员的交流，他介绍了

广东省科学院以粤科图为主要力量开展文献情报研究服务的工作进展和粤科图率先引

进应用“慧科研”知识服务平台的有关情况，黄向丽参加了分会成员单位文献情报人员

的交流和发言。

（供稿：彭仁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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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务简讯

粤科图举办广东省科学院职工书屋读书沙龙活动

为倡导全民阅读，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广东省

科学院“职工书屋”读书沙龙活动 10月 16日在广东省

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二楼

职工书屋举办。广东省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颜

国荣，党群工作部副主任、机关工会主席朱宁宁，粤科

图馆（所）长魏东原、党委书记黄向丽、副馆（所）长高屹，以及广东省科学院机关、

各研究所职工代表近 60人参与温馨共读。

此次读书活动主题为“踏上成功路，剑桥不是梦”，

主讲嘉宾肖乐群老师是《我不是虎妈，他不是学霸》一

书作者，《通向剑桥之路——十六位剑桥家长教育笔谈》

一书的主编。怎样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兴趣、如何培养有

梦想的孩子．．．．．．肖老师通过几个自己的真实小

故事来阐述她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她建议家长多读书，成为爱学习的父母，也建议父亲

多陪伴孩子。孩子的教育永远是家长们的热点和难题，孩子的感恩之心和情商的培养最

受关注。互动环节职工们提问踊跃、气氛热烈，大家表示参与此次读书活动受益匪浅。

肖乐群老师还为广东省科学院职工书屋捐赠了自著自编的两种图书共 6册。 

“职工书屋”建设，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保障广大职工的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基层

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号召开展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广东省科学院职工书屋的设立旨在引

导广大职工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满

足职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培育学习型职工队伍。

（供稿：吴耀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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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参加 2019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日活动 

10月 13日，以“礼赞新中国·智慧新生活”为主题的 2019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日主

会场活动在广州国际媒体港三楼珠江中心隆重举行。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

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科普服务团队参与了本次活动。

主会场活动分为启动仪式暨科学故事会、 科普大舞台、科普嘉年华三大部分。贯

穿科普日全天的“科普嘉年华”活动聚焦创新创

业、智慧生活、环境保护、前沿科技等热点，以展

览展示、现场体验、互动交流等形式，集中体现科

技成果在助力发展、改善民生上的发展和成就。

148个展位，各种炫酷的科技纷纷亮相，智能机械

人、红外线医学设备、古生物化石、航空模型、提

取 DNA、智趣体验等成为市民游客追棒的热门项

目。

在本次科普嘉年华互动体验活动中，粤科图

精心准备了免费送书、知识问答和桌游体验等活

动。送书活动环节， 500多本分子医疗、云计算、

新能源等五大科技前沿领域的科普图书一早就被

抢阅一空，浓浓的科普书香飘进了百姓家； “蜜

蜂有几只眼睛”、“流星划过是因为什么”、“千

古共存”……涵盖不同领域的有奖知识问答聚集了一场头脑风暴，市民们徜徉其中，争

相竞答；“签签入扣”等桌游益智体验活动更是吸引了大批青少年朋友驻足、久久不愿

离开……

除了参加科普日主会场活动外，从 9月份起，粤科图就积极响应全国科普日活动的

号召，在馆内开展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科普活动，空间天气科普展览、中国梦·科技梦

展览、编程 1小时、缤纷科学秀、科学爸爸科学妈妈等活动吸引了大批公众的参与。

（供稿：曾观凤） 

省科学院李定强副院长到展位指导工作 

智力体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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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初景利到访粤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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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魏东原的邀请，国家级图书情报权威期刊《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初景利

研究员到访粤科图，并与粤科图部分中层和业务骨干进行了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初景利介绍了《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在办刊、选题和举办学术研讨、论文写作投稿培训等方

面的有关情况。他肯定了粤科图近年来开展业务创新和

科技服务支撑等工作上取得的成绩，表示希望粤科图人

更加积极地撰写学术论文和活跃学术气氛，及时将情报

研究成果和智库服务实践总结展示出来。粤科图参加座

谈人员就如何提高期刊论文的投稿录用和论文内容的创新请教了初景利社长，他一一作

了耐心解答。

初景利社长、主编是利用参加《图书情报

工作》杂志社在广州举办“2019年图情前沿热

点学术研讨会暨论文写作与投稿研修班”的间

隙到访粤科图。座谈会前，初景利在魏东原、

粤科图副馆（所）长高屹的陪同下参观了重新

开放的二层读者服务区和正在二层展示区展出的广东省科学院科技创新成果展览。

（供稿：彭仁耀） 

魏东原在 2019年图情前沿热点学术研讨会上做主题报告 

10月 8-12日，由《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图情期刊联盟网主办的“2019年图情

前沿热点学术研讨会暨论文写作与投稿研修班”在广州图书馆举办，来自全国各级各类

图书情报人员 160多人参加研讨和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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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魏东原应邀在“图情前沿热点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

本次研讨会主题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前沿与热点”，魏东原的报告是“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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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粤港澳大湾区专利信息服务的探索”。他以粤科图近年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开展

的专利信息服务创新实践为例，介绍了粤科图打造专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构建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体系以及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展知识产权智库服务

和专利信息服务合作的有关情况。他的报告受到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

（供稿：彭仁耀） 

粤科图到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参观交流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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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

副馆长黄向丽率科普推广团队一行 6人到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参观交流，受到该校

副校长张燕文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

在张校长等人的陪同下，粤科图一行参观了城市燃气工程、汽车应用与维修、数控

加工、电控装置等实训基地以及无人机、智能驾驶等学生创客空间，开阔了视野，收获

良多。作为交通特色职教名校，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拥有优美的校园环境，配套完

善的教学设施，是全国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在座谈会上，双

方深入地交流了各自单位的基本情况、服务宗旨、发展规划等，探讨合作的切入点，就

整合资源、发挥人才特色，共同推进科普事业的发展达成了共识。双方表示今后要加强

沟通交流，推动深度合作。

此次参观交流活动达到了学习借鉴、拓宽思路、促进发展的目的，为开拓馆校合作

新模式探路，为今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供稿：曾观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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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原入选广东省省情专家库专家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发出通知，聘任 21 位来自全省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从事广东省区域性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现

状研究的专业人才为广东省省情专家库专家。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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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魏东原研究馆员成功入选。

据悉，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是负责全省地方志工作规划、编纂组织、理论

研究、地情调查研究和资源开发利用的专门机构。此次遴选省情专家库专家，旨在通过

组织具有丰富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经验的人士，为推动本省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

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智力优势。

（供稿：彭仁耀） 

粤科图党委联合共建结对单位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活动

9月 10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党委联合省科

学院市场拓展部党支部、广东省新材料研究所党委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党日活动。三家结对共建单位共 8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中，全体党员首先参观位于粤科图

二楼的省科学院科技成果展厅；接着由馆（所）长

魏东原带领省科学院市场拓展部、广东省新材料

所的党员同志们参观了粤科图二层读者服务区，

并观看粤科图宣传介绍短片；最后全体党员前往

粤科图二楼战略分析室，由省科学院市场拓展部

主任、党支部书记牟德海给大家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专题党

课。会议由粤科图党委书记黄向丽主持，广东省新材料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健致辞。黄健

表示通过结对共建，推动先进理念、优势资源互联互通，以融合创新助推三家单位共同

发展，今后我们结对共建单位要多组织交流沟通，优势互补，以党建引领聚合力，结对

共建促进发展。

返回目录



《科图动态》2019年第 5期（总第 72期） 

8 

牟德海带领全体党员重温了古田会议那段光辉历史，学习弘扬古田会议的重要精神

和意义，感受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奉献精神和宽广胸怀。黄向丽勉

励大家学习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自身

修养，积极提升自身本领，努力工作，为促进研究所的创新发展和省科学院创建国内一

流研究机构贡献自己的力量。

（供稿：李元华） 

  项目信息摘录

FDA批准导致儿童小血管发炎罕见疾病的首个疗法 

9 月 27 日，美国 FDA 批准利妥昔单抗（Rituxan，

rituximab）注射液与糖皮质激素（类固醇激素）联合治疗 2

岁及 2岁以上儿童肉芽肿性血管炎（GPA，以前称为韦格纳肉

芽肿病）和显微多血管炎（MPA）。这是首个被批准用于治疗

儿童这些罕见血管炎疾病的疗法，在这种疾病中，由于患者

的小血管发炎而减少了可以通过的血液量，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并损坏器官，尤其是

肺和肾。此外，还会对鼻窦和皮肤产生影响。Rituxan用于小儿 GPA和 MPA的申请获得

了优先审查资格，并获得了孤儿药称号，以满足这些罕见和严重疾病未满足的医疗需求。 

Rituxan用于小儿 GPA和 MPA的安全性，在类型、性质和严重性方面，与 Rituxan

治疗包括 GPA和 MPA在内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成年患者的已知安全性是一致的。在一项国

际多中心、开放标签、单组、非对照研究儿科临床试验中，共招募了 25名年龄 6～17岁

患有活动性 GPA和 MPA的患者，这些患者接受了利妥昔单抗治疗，而且在开始治疗前均

接受了甲泼尼龙治疗。18 个月后，25 例患者均已缓解。其他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信息

支持 Rituxan 在 2～5 岁的 GPA/MPA 患者中使用。Rituxan 最常见的儿科研究中最常见

的副作用是感染、输液相关反应和恶心，以及低球蛋白血症（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降低），

而在儿科研究中最常见副作用是感染、输液相关反应和恶心。 

（供稿：黄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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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三家公司设计首款采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3D打印的天桥 

荷兰 Royal HaskoningDHV、CEAD 和帝斯曼

（DSM）三家公司近日宣布，使用复合材料设计了

首个轻质 3D 打印纤维增强复合材料（FRP）人行

天桥原型。它由玻璃填充的热塑性 PET（Arnite®）

和连续玻璃纤维组成，这些纤维在 3D打印过程中

添加。这种独特的组合提供高强度、极端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Royal HaskoningDHV

表示，“与钢桥相比，FRP桥梁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低的生命周期成本。使用这种

新型复合热塑性材料，我们将迎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桥梁功能的发展。

通过在设计中加入传感器，可以预测和优化维护，确保安全并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它

还可以结合新的功能，例如监控重要的环境因素，并通过桥梁状况的动态实时报告改进

维护和检查的决策过程。”此次合作，Royal HaskoningDHV担任桥梁设计师，CEAD开

发了最大的复合 3D打印机，DSM提供了创新的复合材料。DSM和 CEAD还共同开展预测

建模，以优化材料和印刷工艺。 

（供稿：黄怡淳）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联合华为实现全球首个 5G超级上行网络覆盖 

近日，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联合华为公司宣布率先实现全

球首个应用“超级上行”解决方案技术的 5G网络覆盖，并于

今日在同济大学成功完成性能验证，为中国电信打造 5G高速

上行的领先网络迈出了商用性实践的第一大步。

“超级上行”解决方案实现了 TDD/FDD频谱协同，高频/

低频互补，时域/频域聚合，进一步提升网络的上行能力，降低时延，为垂直行业应用提

供更好的发展空间。“超级上行”让中国电信在行业领域应用的竞争中如虎添翼。

测试结果表明，“超级上行”不仅在良好无线环境下提高 20%-100%的上行速率，且

将小区边缘上行速率体验提升至 4倍。

（供稿：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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