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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务简讯 

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一行到粤科图调研交流

2020 年 3月 25日，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李蒲林、杨宁

宁一行到访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以下简称“粤科

图”）。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热情接待了李蒲林一行，广东省科学院科研管理部主

任董军参加了本次交流。

魏东原介绍了粤科图近年来在科技战略决策

咨询领域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效，提出了面向

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等不同对象开展科技决策

咨询的精准靶向服务模式。李蒲林介绍了广晟公

司的主要业务板块和优势领域，以及投资发展部

未来发展方向。双方在稀土、有色金属、高端电

子信息等产业决策咨询方面达成合作意向，粤科图将通过智库服务，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及创新发展。

粤创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交流。

（供稿：祝林） 

广东省科学院“面向 2035 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分布及来源分析

（现代工程技术领域）项目成果研讨会”在粤科图召开

2020年 5月 9日上午，广东省科学院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

战略研究所）组织召开了“面向 2035 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分布及来源分析（现代工程

技术领域）项目成果研讨会”。深圳大学陈湘生院士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共 30余人出席

会议，省科学院副院长刘敏、项目组组长粤科图魏东原馆（所）长参加会议，会议由省

科学院市场拓展部主任牟德海主持。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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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在致辞中对课题前期的研究成果表示肯定，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汲取各位专

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保证本领域研究报告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会上，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付艳

斌副教授作了“面向 2035年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分布及来源分析”现代工程技术领域工作汇报，与

会院士、专家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对现代工程技

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分布和来源分析等研究内容

进行了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该课题前期的研究工

作非常充分，凝练出了现代工程技术７个子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体现了广东省在现代

工程技术领域的迫切需求。专家组还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课题组

进一步完善研究内容提出了分工和计划。 

省科学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粤科图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供稿：祝林） 

粤科图荣获“2017-2019 年度广东省直机关文明单位”称号 

2020年 1月，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印发《关于创建 2017-2019 年度广东省直机关文明单位的通报》，授予 50 个单位

“2017-2019 年度广东省直机关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

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作为广东省科学院推选的唯一创建单位也名列其中。 

2017-2019年以来，粤科图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自觉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持之以恒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粤科图职工文明素质

和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在创建文明单位过程中，助力粤科图建设成为省科学院发展的

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科技服务支撑力量。 

粤科图将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再接再厉。 

（供稿：李欣欣）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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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承担的“广东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建设 2016-2018”项目

通过验收

2020年 1月 9日上午，广东省科技厅组织召开项目验收会，对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

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承担的“广东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建设（2016-2018）”

项目（简称“文献平台”）进行了集中会议验收。 

“广东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建设”项目

是省科技厅组织的“广东省科技图书文献中

心”中独立操作的一部分，粤科图作为文献

平台建设的主要成员单位之一，积极参与并

承担了该项目的前期规划、年度项目申报和

实施工作。文献平台项目于 2015 年申报、

2016 年获得省科技厅审批立项及省财政厅

拨款，属于科技基础条件建设领域专项经费资助的年度延续性项目。 

文献平台项目验收会由省科技厅委托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组织召开，项目

组主要成员及财务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项目负责人、粤科图资源建设部主任张海燕代

表项目组作了结题验收总结报告，魏东原馆（所）长解答了验收专家的咨询。经过验收

组的合议评审，该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 

通过组织实施文献平台项目，粤科图引进了一批印本文献及电子资源，形成了特色

馆藏，增加了平台文献资源的存量。同时，整合了平台文献资源，升级了文献服务系统，

完善了虚拟参考咨询与原文传递平台，进一步加强了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有效拓

展了总分馆服务体系，并与其他文献情报服务机构实现了跨平台、跨单位、跨系统的科

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有效地提升了文献资源的保障与可获取能力，为我省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很好的科技文献资源保障与支撑。 

（供稿：张海燕）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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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院、省科技厅高新处领导一行到粤科图调研交流

2020 年 3 月 26 日，广东省科学院（简称“省科院”）副院长刘敏、周舟宇，广东

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处长张冬蕾，省科院市场拓展部主任牟德海、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

发展中心副主任罗广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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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魏东原热情接待了到访领导并组织座谈交流。 

在座谈会上，魏东原介绍了我省科技成果

转化存在的短板及建议，刘敏和周舟宇介绍了

省科院科技成果转化的举措，包括建立资产监

管平台、专业孵化器、线上科技成果交易平台、

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刘敏还介绍了省科院承

担的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面向 2035 年的关

键核心技术领域分布及来源分析”的研究进展

及阶段性成果。 

  张冬蕾认真听取了专家建议，对省科院在科技成果转化及技术预测决策咨询方面

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她希望省科院在科技战略决策咨询及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中发挥

引领作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供稿：祝林） 

“高校科研机构专利转化运用平台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2020年 1月 7日上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知识产权促进类项目现场

评审会，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承担的“高校科研机

构专利转化运用平台建设”项目参与了现场评审，评审会以专家评审现场答辩的方式进

行。 

会上，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代表课题组汇报了项目研究完成情况及取得的研究

成果，介绍了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主要绩效亮点，对科研机构专利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评审专家们充分肯定了项目组的相关工作。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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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以广东省科学院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手打造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交易平

台“南方双创汇”为依托，建立了广东省科学院专利转化运用网络平台，着力推动广东

省科学院院属科研机构的专利数据网络化和商业化，通过专业团队开展线下对接会，积

极推进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提供精准化专利转化服务，得到了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认可。

该项目的实施，推动了专利技术转化率的提升，助力了广东创新驱动发展及引领型知识

产权强省的建设。 

（供稿：褚英敏） 

心系公益，爱传千里—粤科图与黎咀镇共建科普教育基地

2020年 1月 17-18日，为助力国家精准扶贫，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

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与广东省医用耗材管

理学会赴龙川开展“心系公益，爱传千里”大型公益

活动。受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委托，党委书记黄

向丽、流通阅览部主任黄国强参加了本次爱心之行。 

本次活动，广东省医用耗材管理学会凝聚各方

力量，筹措棉被 100床、冬衣 100件、药械若干，少

儿学习用品、玩具等物品一批，现金 2万余元，捐赠

给当地贫困百姓。同时，为了提升当地人民的文化科

学素养，粤科图、广东省医用耗材管理学会与黎咀镇

共建科普教育基地，粤科图精选了 1000 多册科普图

书，给当地人民群众送上一份精神食粮。 

黄向丽表示，阅读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

养和科学水平，成立科普教育基地，目的是希望借助

科普基地这个平台，面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推广科普阅读，助力他们培养爱学习爱阅读的良好

习惯，激发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同时为职工和群

众提供一个阅读、交流、宣传和展示的第三空间，希

望今后各方共同努力，加快推进黎咀镇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供稿：黄国强） 

“心系公益、爱传千里”龙川行 

各方代表为科普教育基地揭牌 

粤科图捐赠的科普图书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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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院、省科技厅综合规划处领导一行到粤科图调研交流

2020年 4月 3日，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

刘敏，广东省科技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陈楚祥、

副处长韩亚欣，省科院科研管理部主任董军、

市场拓展部主任牟德海、发展规划与法律事

务部副主任高屹、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郑艳伟

等一行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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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粤科图馆

（所）长魏东原热情接待了到访领导并组织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刘敏介绍了省科院承担的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面向 2035 年的关键核

心技术领域分布及来源分析”（简称“2035项目”）的研究进展及阶段性成果，魏东原

介绍了粤科图近年来在智库服务、人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本次项目组织和

实施方面的经验。 

陈楚祥认真听取了报告，对省科院“2035项目”的工作组织及成果予以了充分肯定，

并对省科院及粤科图在智库服务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认可，他希望省科院能够与科技厅

保持长期的战略合作，在科技决策咨询及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中发挥创新驱动发展的省级

枢纽型高端平台作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供稿：余伟业） 

粤科图党委召开落实省委巡视组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根据广东省科学院党委巡视整改工作部署，2020年 4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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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召开落实省委第十二巡视组巡视整改专题

民主生活会。会议由馆（所）党委书记黄向丽主持，馆（所）长魏东原参加，馆（所）

党委委员列席，省科学院党委巡视整改督查工作组组长郑健达、组员林树广到会指导。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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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党委高度重视本次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严格按照院党委的部署要

求，对照落实省委第十二巡视组巡视整改反馈意见清单，逐项梳理查摆问题，认真落实

整改，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会上，黄向丽首先代表粤科图党委班子

汇报会前准备情况，然后黄向丽汇报班子对

照检查材料，围绕落实省委第十二巡视组巡

视反馈意见，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基层

党组织建设、选人用人、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与反腐败斗争等六个方面全面对照检查，

认真剖析问题根源，提出了努力方向和具体

整改措施。粤科图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成员之间开展了严肃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 

郑健达对粤科图党委领导班子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认为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准

备充分，根据巡视整改清单对照检查深刻，班子成员之间批评与自我批评到位、诚恳，

达到了院党委落实省委第十二巡视组巡视整改反馈意见的工作部署要求。最后，郑健达

对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后总结上报材料的要求进行了说明和指导。郑健达、林树广对

巡视整改在落实上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 

（供稿：李元华） 

粤科图召开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论述

2020 年 4 月 24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

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会议。馆（所）党委书记黄向丽主

持会议，馆（所）长魏东原、中层干部及纪委委员

等 20人参加。 

会上，大家观看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军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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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医学院等的视频。黄向丽辅导大家一起学习习总书记在这次视察中

发表的《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的讲话全文，从多个方面引导大家

加深理解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最后，黄向丽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坚决贯彻好“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全面落实防控工作措施，构筑联防联控、群防

群治的严密防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全力做好科技服务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

仗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服务。 

 （供稿：李欣欣） 

项目信息摘录 

中兴通讯发布业界首款 Wi-Fi 6 认证的光铜双模家庭网关 

2020年 2月 18日，中兴通讯发布业界首款完成 Wi-Fi 6认证并支持 EasyMesh的光

铜双模家庭网关 ZXHN H6606。该产品拥有 VDSL2 35b、GPON、千兆以太网多种模式接入

能力，满足多场景的千兆宽带接入，并支持 Wi-Fi 6 技术和 Mesh Wi-Fi 组网方案，为

家庭用户提供千兆宽带体验。 

据中兴介绍，在网络侧，中兴通讯光铜双模

家庭网关 H6606 支持 VDSL2 35b 接入技术，在延

用现网铜缆资源的情况下可提供 300M 宽带速率。

同时，通过 SFP Cage 插入 GPON 光模块可灵活切

换至千兆光网络，满足运营商光进铜退网改进程

中不同场景的宽带接入需求，实现千兆宽带全面

覆盖，助力运营商快速部署。此外，该产品硬件

设计采用了双核 ARM53 架构的自研芯片，主频可达 1.2GHz，强劲保障 GPON、GE 千兆宽

带接入性能。在用户侧，该产品支持更高吞吐量、更低时延、更多连接的 Wi-Fi 6技术，

支持 8个 Wi-Fi空间流，将助力运营商开展家庭智慧宽带新业务。 

（供稿：黄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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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台中波紫外线半导体激光器室温下振荡成功

2020 年 2 月 19 日，日本名城大学赤崎勇教授团队与三重大学、旭化成株式会社合

作，通过在世界第一台中波长紫外线半导体激光器中注入电流，成功实现了室温下的脉

冲振荡。 

激光是一种控制了波长和相位的终极光源，而其产生装备——半导体激光器具有小

型、高效率、耗电低等优异性能，大大促进了激光在社会上的应用，但波长更短、能量

更大的紫外线激光应用需求越发强烈。紫外线被分为长波长紫外线（380～320nm）、中

波长紫外线（320～280nm）、短波长紫外线（280nm 以下）三类。早前，名城大学等的

长波长紫外线半导体激光器、旭化成有限公司等的短波长紫外线半导体激光器的振荡已

被报道，而此次成果证实了半导体激光器能够输出所有波长范围的紫外线激光。 

中波长紫外线半导体激光器无法实现的原因是无法获得该范围内的高质量晶体，赤

崎勇教授使用了一种氮化物半导体，以蓝宝石基板作为衬底，在三重大学 Hideto Miyake

教授开发的高质量氮化铝（AlN）模板上开发出高质量的氮化铝镓（AlGaN），实现了与

绝缘体相同材料的高电流密度操作，并且实现了未探索区域中的半导体激光器。紫外线

激光器有望用于医学、生物科学、化学、工业应用等许多领域，而中波紫外线对生物体

具有重大影响，预计可在 DNA测序、皮肤治疗等领域实现新的应用。 

（供稿：徐玉霞、黄怡淳） 

英特尔展示业界首个一体封装光学以太网交换机

2020 年 3 月 5 日，美国英特尔成功将其 1.6 

Tbps的硅光引擎与 12.8 Tbps的可编程以太网交换

机进行集成。该一体封装解决方案整合了英特尔及

其 Barefoot Networks 部门的基础技术构造模块，

以用作以太网交换机上的集成光学器件。 

如今的数据中心交换机依赖于安装在交换机

面板上的可插拔光学器件，这些光学器件使用电气走线连接到交换机串行器/反串行器

（SerDes）端口。但随着数据中心交换机带宽的不断增加，将 SerDes 连接到可插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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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器件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并需要消耗更多功率。使用一体封装的光学器件，可将光学

端口置于在同一封装内的交换机附近，从而可降低功耗并继续保持交换机带宽的扩展能

力。 

（供稿：张乐） 

日本开发出新型薄膜 果蔬最长可保鲜 6 个月 

日本三井化学开发出了可长期保持果蔬鲜度的包装

用薄膜，商用产品将于 2020年 5月上市。该薄膜具有通

过特定气体的功能，可将果蔬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到

外部，并将外部空气中的氧气吸收到内部。据悉葡萄等

果蔬最长可保鲜 6 个月，这种薄膜有望用于出口的高档

水果等产品。 

该薄膜名为“AdFresh”，属于聚烯烃通用薄膜的一种。三井化学在薄膜的厚度和

叠加层数等方面下功夫，调整了二氧化碳和氧气的透过量。 

果蔬在收获后也会继续呼吸，消耗果实内部的养分。AdFresh 通过薄膜来交换二氧

化碳和氧气，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内部的氧气量，从而防止腐烂。传统的包装用薄膜一般

不适合长期保存果蔬。 

（供稿：黄怡淳） 

华大基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产品获美国 FDA 紧急使用授权 

 2020 年 3 月 27 日，华大基因宣布其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紧急使用授权（EUA），成为国内率先获得

该授权的企业。这是继该检测产品根据美国《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在公共危机下的诊断检测政策指南》

规定可面向美国临床市场进行商业销售之后，获得的正式进入美国临床市场销售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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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已累计生产该试剂盒超过 700 万人份，并在全国完成近 58 万人份的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该试剂盒被广泛应用于武汉和湖北抗疫“保卫战”以及全国复工复产筛

查工作。目前，试剂盒订单已覆盖 70 个国家和地区，并陆续运抵日本、文莱、泰国、

阿联酋、埃及、秘鲁等地。 

（供稿：黄转青） 

芬欧汇川推出 100%可再生资源制成的木质生物复合材料 

据 JEC Composites网站 2020年 3月 17日

报道，芬兰芬欧汇川集团（UPM）开发出一种生

物复合材料，可满足最高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这

种新材料称为 UPM Formi EcoAce，包含经过认

证的木质纤维和纤维素纤维，以及来自 Sabic

经过认证的 TruCircle 解决方案中的可再生聚

丙烯（PP）聚合物，该解决方案使用 UPM Biofuels 公司生产的木质原料制成。环保的

UPM Formi EcoAce是一种直接替代方案：由于其品质、性能与不可再生替代品相同，因

此可以平稳地替代基于化石原料的解决方案。生物复合材料几乎 100%基于可再生资源，

遵循 ISCC 认证的质量平衡原则。与化石石脑油相比，每吨芬欧汇川的塑料用木质可再

生 BioVerno 石脑油可减少三吨温室气体排放。UPM Formi EcoAce 生物复合材料的常规

终端应用领域包括通过注塑成型或挤出制成的食品包装、个人护理和日用消费品等。 

（供稿：刘少芳） 

世界首款燃料电池重型轿车运输车在大连自贸区面世

2020 年 3 月 26 日，世界首款燃料电池重型轿车

运输车在大连自贸片区开始实地场景路试。该轿车运

输车基于中国洺源科技联合新源动力和东风汽车开发

的一款 18吨-36吨级燃料电池重卡平台研制生产。 

该款燃料电池重型轿车运输车搭载由洺源科技研

发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整车控制器（VCU）及氢系统控制器（HCU）。燃料电池系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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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新源动力 HYMOD 系列电堆模块，系统额定功率超过 90kW，额定状下电堆功率约

110 kW。在配备挂车的情况下，该车满载总质量最大可达 36吨，在 18吨使用场景下续

航里程超过 800千米，车辆驱动电机峰值功率近 400马力，兼具强劲的动力和超长的续

驶里程，可适用于多个重型运载场景。 

重型载货汽车是燃料电池技术非常适合的车型，长远来看，其在续航里程、低温启

动、燃料经济性及环保等多方面综合优势非常明显。 

（供稿：罗剑钊） 

IHI 开发了世界上首台内置电动机的发动机 

2020年 3月 30日，为了促

进飞机二氧化碳减排的技术创

新，日本 IHI公司提倡以优化包

括发动机在内的整个飞机系统

能源管理为目标的“飞机与发动

机电动化系统（MEAAP）”。为

实现这一目标，IHI联合了日本

国内多家公司，成功开发出了可安装在喷气式发动机尾锥部的 250kW级发动机内置型电

动机。此项工作是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联合开发机构（NEDO）资助的“先进飞机系统实

用化项目”中“下一代发动机电动化系统研究”的一部分。 

MEAAP 不仅限于简单电器的电动化，还可以通过优化包括发动机在内的飞机系统来

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重用目前尚未被有效利用并排放到飞机外部的机舱空气，以冷却

电气设备，从而实现高燃油效率。 

IHI 在开发具有 300℃耐热绝缘涂层的高密度成形线圈等的电动机高输出密度化有

用的材料技术的同时，通过结合利用喷气发动机的流体结构设计、积累热量所开发出的

新型排热系统，开发出一种发动机内置型电动机，可安装在尾锥内部直接连接发动机轴。

在地面示范测试中，该产品额定输出达到 250kW。 

（供稿：陆周贵、徐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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