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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8日，中国科协
举办第四届世界科技期刊论坛，
论坛以“推动开放科学：共享·共
赢·可持续”为主题，围绕开放获
取、开放数据、开放科研、开放
评价以及科研诚信协同治理等
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出席并
讲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
国科协副主席高鸿钧院士，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秘书长
韩宇出席论坛。中国科协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吕昭平和中国
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田伟
院士分别主持颁奖签约仪式和
报告会。

怀进鹏提出，推进开放科学
建设，能够更好地促进科学惠及
社会、惠及人类，意义十分重
大。面对当前开放科学未来发

展的不确定性，中国科技共同体
要积极参与国际开放科学大活
动，顺应开放科学发展大趋势，
打造开放科学大平台，贡献中国
力量，让开放、信任和合作成为
科技界的名片。他表示，开放
科 学 是 全 球 科 技 发 展 大 势 所
趋，随着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
和产业数字化变革不断深化，
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更加密
切，开放科学有利于建立更加
透明、更加开放的世界协作网
络。开放科学是未来发展的重
要方向，而推进共享、共赢和可
持续的科学研究是科技界共同
的理想和目标。同时，开放科
学 带 来 创 新 与 治 理 的 深 刻 变
革，对科学发现、人才培育和国
际交流会产生深远影响，推动
科技共同体未来合作交流、同
行评议、人才激励、科技治理方

式方法创新。他对全球合作共
同探索开放科学的多元发展路
径提出三点倡议：第一，着眼全
球人类福祉，探索多元、多样的
开放道路；第二，加快建设基础
设施，有序有组织做强资源共
享；第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科
技伦理和科技共同体自律。

国际数字地球协会名誉主
席郭华东院士，中国振动工程学
会理事长胡海岩院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欧敏行女士, 欧盟委员
会开放科学政策官员吉恩·弗朗
索瓦先生，美国冷泉港预印本平
台创始人约翰·英格里斯，中国科
技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斌
作主旨报告。郭华东院士围绕

“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项目和可
持续发展国际大数据研究中心建
设，分析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对
于推动全球科技合作的重要作

用。胡海岩院士提出了在开放科
学环境下，学术共同体开展期刊
质量评价的新路径。欧敏行女士
详细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
倡导的广泛开放式开放科学的解
决方案。吉恩·富朗索瓦先生分
析了开放科学对科学研究和科学
出版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介绍了
欧盟应对举措。约翰·英格里斯
先生分享了近来生命和健康科学
领域预印本的发展情况。彭斌
总经理探讨了中国出版机构推
动开放获取期刊和开放获取平
台建设的具体举措。

在高端对话环节，与会代表
分别就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与新
刊建设、科研诚信问题协同治理
进行了对话和研讨。论坛期间
还颁发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
动计划优秀期刊、编辑、审稿人
证书，分别签署了中国科协与国

际科技与医学出版商协会、威立
出版集团的合作备忘录。

本次论坛 29 日全天组织专
题研讨，全球出版业同行围绕开
放获取实施路线和开放科学基
础设施建设等热点话题和难点
问题开展深入交流，深化开放科
学的国际合作。

本届论坛得到国际科技与
医学出版商协会、英国工程技术
学会、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爱思
唯尔集团、威立出版集团的共同
支持。来自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内外科
技期刊出版机构的代表以及中
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
院等卓越行动计划联合实施部
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
领导出席论坛。共有700余位代
表线上或线下参加论坛。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 通讯
员 冯娟）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和两院院士
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日前，
省科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林
晓湧带领调研组，围绕“实现科
技自立自强，进一步提升公民科
学素质和推动创新创造”专题，
先后赴肇庆、汕头、揭阳市开展

“深调研”活动。
调研组深入了解肇庆、汕头、

揭阳三市关于实施《广东省科学
技术普及条例》《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规划纲要》、创建全国科普示
范县(市、区)、加强科技人才服务
等方面工作情况，对三市科协系
统工作给予肯定，并对下一阶段
的工作提出要求。一是要准确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协工作
的新指示新要求，强化科协组织
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进一
步聚焦靶心、突出重心，将科协
工作融入党和政府工作大局；二
是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

建设，强化对科技工作者的政治
引领和政治吸纳，深入推进科技
社团党建工作，把最广泛的科技
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三是要
积极宣传贯彻实施《广东省科学
技术普及条例》，加强科普示范县
区创建，搭建科普服务平台，创新

科普传播手段，强化科普产品供
给，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四是
要强化基层科协组织建设，锻造
高素质的科技工作者队伍和科协
干部队伍。

省科协科普部、组联部相关
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
讯员 韩战锋）7 月 19 日，广
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执行
会长林迪夫，深圳市科协党
组成员、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
副会长、信息专业委员会主任
孙楠等赴深圳市光明区，TCL
华星光电G11产业园的华星
光电自主创新成果展示中心、
生产车间参观调研。TCL华
星光电PID事业部总经理刘
小兰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TCL华星光电发展情况。

林迪夫、孙楠一行参观
了 TCL 华星光电自主创新
成果展示中心及G11智能工
厂，详细了解企业创新、科研
人才、市场销售、发展规划等
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及科研
人员深入交谈，并对TCL华
星光电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
的成果表示赞赏。

林迪夫强调，坚持自主
创新、吸引全球创新人才，特
别是利用好港澳各高校每年
培养的各类创新人才资源，
选择一些专业对口、创新能
力强、有爱国心的优秀青年，
吸纳到企业中来，助力企业

自主创新。同时整合国际国
内特别是大湾区科技企业创
新优势，引领产业集群发展，
争当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
新引擎。

孙楠表示，TCL 华星光
电要充分利用好深圳科技创
新环境政策叠加效应，特别
是光明科学城规划、建设机
遇期，横向纵向联合各类创
新平台、创新机构、创新载
体，充分发挥领军企业独特
优势，为光明科学城的智慧
城区建设提供建设解决方
案，打造全国首个智慧管理、
智能光显标识示范区。牵头
制定 8K 及更高清晰度的光
电显示面板类产品和场景应
用的国家、国际标准体系，联
合有关企业制定各应用领域
的行业标准、产品标准。带
动上下游企业打造万亿级光
电显示应用产业集群。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
会副秘书长彭炜，信息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李松，
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陈炜国及信息专委会
部分委员等参加考察调研。

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
到TCL华星光电调研考察

第四届世界科技期刊论坛在京举办

省科协调研工作座谈会省科协调研工作座谈会（（汕头汕头））现场现场。。 图源图源：：汕头市科协汕头市科协

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 通讯
员 刘琛）近日，省科协党组成员、
专职副主席范英妍一行到省电机
工程学会调研指导工作，学会理
事长单位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李建设，学会秘书长
杨旭等相关人员参加调研。

范英妍一行认真听取了学会
基本情况、专业优势、亮点工作和
今年开展重点工作的汇报，深入
了解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关于粤
港电气工程师技术资格互认的工
作情况。范英妍表示，电机学会
在理事长单位广东电网公司的支
持下，建设较为规范，取得较好成

绩。她强调，学会承担的粤港工
程师资格互认试点工作对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加
强粤港工程师互认工作常态化对
接，争取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要
学习借鉴职称和执业资格评审的
好的经验和做法，融合国际化接
轨要求，确保资格互认顺利进行。
李建设表示，坚决落实中央、省委
省政府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的要求，搭框架、建体
系、出规范，加快推进粤港澳工程
师技术资格互认的相关工作，希
望省科协全力支持电机学会开展
水平评价试点；协调调动各方资

源，多渠道加强粤港沟通协作；加
强汇报沟通，争取省科协及省政
府相关部门的支持。

据了解，省电机工程学会正
在探索在电气领域试点港澳专
业人士资格互认，其中电气工程
专业是广东省粤港澳 5个互认试
点专业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与香
港工程师学会对接的专业。当
前，学会在《广东省工程师学会
工程师能力标准 1.0》等规范性文
件的基础上，细化完善电气工程
专业水平评价制度，以点带面，助
力粤港澳专业人才更好融入大湾
区建设。

省科协领导赴省电机工程学会调研

带动上下游企业打造万亿级光电显示应用产业集群

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
通讯员 王丽文）近日，受省
科协党组委托，省科协党组
成员、专职副主席林晓湧一
行3人赴揭阳市惠来县前詹
镇，看望慰问省科协乡村振
兴驻镇工作队，并与揭阳
市、惠来县、前詹镇有关领
导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
展工作座谈，赴惠来县润泽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考察调
研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有
关情况。

座谈会上，揭阳市科协
有关负责同志、惠来县委有
关负责同志就有关情况作
了介绍，省科协驻镇帮镇扶
村工作队队长杨渤海就近
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报。

省科协领导到揭阳市惠来县前詹镇
看望慰问乡村振兴驻镇工作队

省科协调研组
赴肇庆汕头揭阳开展“深调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