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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社自 2014 年 10 月成立以来，作为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纯公益、

非营利的开源组织，推广开源文化与落地实践是我们的宗旨。我们也是最早以 

“开源治理、国际接轨、社区发展、开源项目” 为使命的开源组织。六年多来，

我们一步一脚印地想为中国的开源运动做一点事。 

  

2020 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我们提出了 “开源向善” 的理念，携手诸多

社区共同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我们发布了《开源人宣言》以正本清源；我们提

出了 “开源社 - 开源人的家”，欢迎所有开源人回家。时值岁末年终，这份年

报汇总了 2020 年我们大家一起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各项开源活动、报告以及各

个工作组和项目的进展情况，并首次披露了开源社的财务报告。 

   

常结善缘，乐在其中。日拱一卒，不期而至！我们一直是怀着这样的信念，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希望能够在反思与总结中，取得不断的进步。以下为您

呈现 2020 开源社年报，也欢迎家人们一起点评、反馈。 

  

--- 开源社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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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20 Financial Report 

FY19 Carry Forward ¥159,110.90 

Income Summary 

Public Donations ¥23,000.00 

Sponsorship Program ¥158,000.00 

COSCon 2020 tickets ¥5,093.06 

Total Income ¥181,000.00 

Expense Summary 

Domain renewal – 10 

years 
¥3,069.00 

Azure Subscription ¥5,000.00 

COSCon 2020 materials ¥93,868.50 

COSCon 2020 reimburesement ¥33,040.21 

Total Expense ¥134,977.71 

Net Income ¥46,0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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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官网链接： 

https://kaiyuanshe.cn/activity/summit/coscon-2020/  

 

本次大会视频回顾地址： 

https://segmentfault.com/area/coscon-2020 

 

本次大会报名官网地址： 

https://www.bagevent.com/event/6840909  

 

本次大会收官文： 

ú 数据篇：https://mp.weixin.qq.com/s/Fl4kphSbdfcNsScTjdrbgw  

ú 会场精彩回顾篇：https://mp.weixin.qq.com/s/S8DwT_7cAQ25AaLsk2yuSA  

ú 城市回顾篇：https://mp.weixin.qq.com/s/HuJtfm-_dko9Vu1SZ_b0PA  

ú 数据篇英文版：https://mp.weixin.qq.com/s/3xABPTkyETwpmTTpQ9VTMQ  

ú 精彩集锦： 

http://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zA5MTA2NDA5MQ==&hid=1&

sn=81aa9cf889d0b1a0d6135f6bf90b6411&scene=18#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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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开源年度报告浏览链接： 

https://kaiyuanshe.cn/document/china-

os-report-2020/  

 

前言 

 

撰写这篇前言，我们的心情一直很复杂，

很难用某种词汇来概括。在心里升起的一句话

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也许多年以后，我们回看 2020 年，会将其称之为：世界剧变之始。很多朋

友在去年，甚至“每一天都在亲历历史，每一天都是活久见！”新冠疫情与中美

贸易战，在同一年加剧。而因为疫情和贸易战，世界正在加速发生变化。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在开源界，也发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开源大发展以及由实向虚进发的趋势 

 

从各种数据，以及我们自己的感觉都能发现：全球开源都出现一个大发展的

趋势。GitHub 的活跃代码仓库与活跃用户数在高速增长（35.3% / 21.2%）；Gitee 

的代码仓库与用户数在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增长（192% / 162%）。 

 

一方面，是开源这么多年一直持续的上升势头。而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一

个猜测：疫情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程办公，事实上促进了更多的人有机会

“斜杠化”，也就是在一台电脑面前方便地切换多种身份，以异步的方式处理多

种事务，从而增加了开发者参与开源的时间和机会。 

 

当然，同样由于远程办公，虚拟世界在人类生活中的占比，变得更大了。这

样是否更好，还会引发哪些问题？作为站在隧道口的人类，其实是猜不透的。 

 

中国开源崛起以及开源世界分裂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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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开源项目的影响力不断增加、木兰协议的推出、开放原子

基金会的成立，Gitee 的超高速增长，CODE China 的新发布，我们已经可以确

信，2020 年是中国开源的崛起之年。接下来阅读报告的朋友们，应该会看到很

多确切的证据。 

 

但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可以从下面的数据里看出来。在 GitHub 

上最活跃的中国开源项目，与 Gitee 上最活跃的开源项目之间，完全没有重叠。 

 

随着 Gitee 的继续高速发展，可以大胆预测，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高质

量的中国开源项目，选择在 Gitee 上开源。曾经有一位朋友提到的 “One World， 

Two Systems”，将会逐渐变成现实。 

 

如果中国的开源，以一种与世界隔离的方式 “崛起”，这并不是我们希望

看到的未来。 

  

开源向善以及我们尚未做好准备 

  

疫情爆发以来，众多的开源人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技术和智慧，投入到

一个一个的抗疫相关的开源项目之中，也因此诞生了诸多面向医学、防疫、公益、

救援的开源组织和开源项目。其中 wuhan2020 就是典型的代表。 

 

因此，在 2020 年的中国开源年会筹办期间，我们毫不犹豫的选择了 “开

源向善（Open Source for Good）”作为年会的主题，也获得了众多讲师、参会

者与赞助厂商的一致认同。 

 

但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发展呢？为了抗击疫情而凝聚起来的人，创造的项目，

积累的经验，总结的教训，应该如何“整理、封装、模块化”，并为了今后的各

种意外，做好准备呢？这些都是值得长期思考并改进的领域。 

 

作为一份力图完整、客观、全面、丰富的报告，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不止上

述这些，也欢迎朋友们阅读下面的报告，并随时与我们交流。 

  

庄表伟，开源社理事长 

2021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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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朱琦翰 

分管理事：李思颖 

 

一、进展 

1. COSCon20 收支 

COSCon20 赞助费用： 

应收款：CNY 266,000 

已收款：CNY 158,000 

待收款：CNY 108,000 

COSCon20 费用支出： 

年会会务支出：CNY 93,868.5 

报销支出：CNY 33,040.21 

总支出费用：CNY 126,908.71 

2. 个人捐赠 

2020 年，我们收到了一笔来自个人对开源社的捐赠：CNY 23,000 （存入了

开源社支付宝，没有开票。） 

3. 专业财务人员进组 

2020 年财务组邀请了专业的财务人员进组，为节省费用更换了财务代理公司，

优化了财务报销流程和供应商签订合同和付款流程。 

二、问题 

缺乏与年度重大事件计划结合的预算计划。 

三、计划 

1. 2021 年开始，我们计划将财务公示，接受开源社区的监督。 

2. 编制年度预算计划（与年度重大活动计划结合，事先编列预算，由工作组/项

目组提出预算需求，理事会讨论通过后，财务组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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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梁尧 

分管理事：梁尧 

组员：万思乔、刘天栋、林旅强、薛亮、张俊霞、王东芳、黄鸿文 

 

一、进展 

1. “COSCON”商标复审中，“醒源”获得商标授权。 

2. 为 Hack for Wuhan、新冠援助平台等开源项目提供法律咨询支持。 

3. 为小源开源知识库提供开源许可证支持。 

4. 调研各形式社会组织的注册事宜，如基金会；开展公益基金模式探索。 

 

二、计划 

1. 为社区制度探索建设提供支持； 

2. 开展相关开源法律/政策研究支持； 

3. 进一步为开源许可证选择器等开源法律工具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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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张炜.David Z. 

分管理事：刘天栋.Ted 

组员：庄表伟、陈阳.Emily、李思颖、刘天栋.Ted 

 

一、进展 

1. 完成 2020 年理事改选及新正式成员 

2. 完成相关微信机器人业务逻辑的梳理和产品实现 

 

二、问题 

1. 正式成员互动少，需要有哪些细节，包括关怀还是等等，确认一下成员发展

组目标。 

2. 需要讨论：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三个不同的机器人是不是要合并，如何合并，

如何优化，具体的目标和时间点是什么？还有相关的工具体系 

 

三、计划 

1. 2021 年理事改选及新正式成员选举启动 

a) 流程梳理和优化，参考：2020 年相关流程 

b) 完成时间：2021 年 1 月底 

2. 起草并推进 

a) 《开源社正式成员权利和义务迭代机制》（密码：qm60） 

l https://www.yuque.com/docs/share/e2c806d8-3691-42c3-8925-

ccc9dee25600  

l 计划时间： 

ú 2021 年 1 月底前完成框架起草 

ú 2021 年中左右大体定稿 

b) 《2021 年正式成员权利和义务》 

l 参考：《2020 正式成员权利和义务》 

ú https://kaiyuanshe.cn/profile/charter/#%E7%AC%AC%E5%9B%

9B%E7%AB%A0-%E6%88%90%E5%91%98%E7%9A%84%E6%9E%84%E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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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 包括其他增加成员归属感和荣誉感的 idea 和措施（仪式感、名片、

福利等） 

l 计划时间： 

ú 2021 年 2 月份启动 

ú 2021 年 8 月份前完成基本定稿 

c) 整理 KToken机制对开源社正式成员贡献评定的部分，并对成员贡献数据

实行实时追踪和归档，计划于 2021 年 2 月份启动 

d) 起草架构并推进自下而上的开源社组织不同角色参与者的进阶机制，包

括： 

l 角色的进阶发展路线图 

l 角色的名称（利于成员荣誉感的建立，和宣传） 

e) 酌情发展成员发展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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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李思颖 

分管理事：李思颖 

组员：朱庆裕 Corrie、叶凯、聂子涵、王皓月、袁睿斌、王玥敏、黄欣宜、沈

于蓝、贺鑫、李明康、陈梅梅、刘颖洁 、朱亿钦 、谭嘉露、冯艺怡、王福政、

郭千姿、江心雨、张婉昱、珂珂、郭浩钦、于和宁、郭浩赟、朱学林、郎雅文、

张震、王睿、马树坤、彭宇、玲子、童帅、徐红伟、邓永嘉、王金、肖科、夏小

雅、王普宇、高莘尧、吴明洁、溯月鸣筝、睿、圈圈、王昇、苏芷莹、陈佩琳、

陈瑜、Leo 文涛 

 

内容组： 

一、进展 

1. 编辑： 

l 微信公众号平台：自今年年初至今，累计增长粉丝近 3000 人，总关注数超

过 1万人次； 

l 微博、头条、简书：三个平台相较年初已全面、持续运营，每日发布内容以

同步开源社微信公众号内容和转发开源社合作的活动为主。截止今日，微博

关注数 4782 人、头条 125人、简书 616 人。 

2. 写作： 

l 资讯：自今年 6月起至年会前，内容组的同学在文案指导老师聂子涵的带领

下，可独立完成开源相关的资讯写作，并成为固定模式，每日一篇，截止目

前最高一篇的阅读量达 6000+（发布在头条号）。 

l 活动通稿：内容组自今年下半年起，多次参与开源社活动通稿写作，内容包

括 COSCon‘20、源来如此等，发布数量 10+。 

l 人物专访：由内容组参与完成的任务专访数量为 3次。 

l 祝贺文：累计发布 3篇，自妇女节后未持续跟进。 

 

二、问题 

1. 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原创少、转发多。 

2. 资讯写作难度低、题材少，阅读量忽高忽低，受众反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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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物专访难度高、耗时长，小同学们能力不够 ，且可长期协助指导的老师只

有一位，很难跟进。 

4. 活动通稿，会前会后均很难获取资料完成写作。 

 

三、计划 

1. 增加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的关注人数 

2. 增加互动活动，如关注抽奖活动，这个活动赠送六件礼品在年会中转化了近

300位粉丝。 

3. 增加原创文章，好的内容更容易吸引受众，如开源治理类、开源大咖专访。

系列文章可以做话题。 

4. 策划并宣传一系列与《开源人宣言》相关的内容 

5. 增加同组互动，实现内容的多样性：增加与视频组的互动，实现开源社视频

号和微信公众号的关联；增加与设计组的互动，不局限于首图设计，增加原创图

稿的发布，如果有可能希望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全图文章。 

6. 增加新的活动版块，培养新的长期粉丝，如“事找人，人找事”。 

7. 减少微信公众号粉丝的流失率和阅读量降低 

8. 除开源社自己的活动外，减少开源合作活动在首条的发布数，如需发布放第

二条。 

9. 对于需要发布在公众号的文章，需要请编辑酌情改写成我们自己的内容，而

不是简单转发，且需要归类。 

10. 优化管理流程，重新使用 Github 管理流程，并做适当优化、培训一起小同

学使用。 

11. 定个每周发布翻译和原创文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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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许银、晁倩 

分管理事：辛庆 

组员：苏帅、王晓柯、王梦兰、吴妙璇 

 

一、进展 

1. 开源特训营 

已完成第一期 线上 8 次培训+ 总结报告 （主要参与志愿者：赵生宇，苏帅，

张齐勋，张开元，庄表伟，王伟，Cynthia Xin)，共计有 310 名学员报名参与，

256 进群跟进学习，线上覆盖超过 5000+ 人次听课，在 GitHub 上建立 40-50

个项目，申报 23 组， 最后完成结业报告：10 组， 保守估计预计超过 50 名

大学生实际动手实践。 

活动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Zd0ZqgJdW57z6FSPIDylg  

2. “源”来如此 

已进行 2 场 定位开源领域深度话题访问， 后续将保持每月一期的“开源”

探讨 （主要参与人员：赵生宇，庄表伟，王伟，辛庆.Cynthia） 

活动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G56w7Wm-4Ai7cdiq_PMmA  

3. COSCon'20 圆满收官，收看人数破百万 

活动链接：https://kaiyuanshe.cn/activity/summit/coscon-2020/  

 

二、计划 

1. “开源特训营” -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开源项目中； 

2. “源”来如此 - 通过高端访问记录中国开源的迭代 

3. 黑客松 - 推广开放黑客松平台，让更多开发者通过黑客松深度贡献到开源

项目的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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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舒敏 

分管理事：红薯、Richard 

组员：范晶晶、王逸舟、吴雪、阿布、何莹、李楠。 

 

一、进展 

l 参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起之《木兰开源许可证》编制 

http://license.coscl.org.cn/   

l 参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起之《开源社区贡献者贡献度评估参考

框架》编制 

https://toscode.gitee.com/fisheryy/oss_contr_eva_model 

l 参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起之《开源许可证兼容性指南》讨论 

https://gitee.com/trustworthy-open-source-community/License-

Compatibility 

l 2020 年 2 月与 Wuhan2020 共同发起 Wuhan 黑客松活动（ 70 万全网曝光，

14500 + 活动浏览，43 个合作社区，5 个技术媒体 ，37 位专业导师，50+ 

赛事志愿者。来自 33 个国家共 902 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观摩 500 + ，

参赛项目入围入围 50 + ，33支队伍进入初赛，12支队伍进入决赛，最后在

决赛中有 8 支队伍荣获大奖。） 

l 2020 年 6 月与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王建民、屈晟、刘国安）共同发起暑

期 2020 活动（邀请开源社庄表伟、王伟、林旅强、吴雪、李建盛、吴晟、

陈莉君、孙金城、邓超等讲师；共 42 个社区加入；388 个上线项目，129 

所海内外学校加入，298 位学生报名，397 份项目申请书，185 个中选项目

研发开始，167 个项目过审；11 月 14 日 举办 “开源软件供应链 2020 峰

会”）。 

l 2020 年 10 月完成 COSCon'20 社区、媒体及社区直播合作（合作社区 55 

个、直播社区 20 个、根据会后数据统计，本次两天大会线上合计 1,054,444 

人次观看，吸引注册报名人数 1,566 人；参与的机构多达数 1,173 家，包

含 542 不同的工作岗位；数据显示，关注浏览活动官网者高达 38,810 人

次。） 

l 2020 年 12 月第一届 CHAOSS 社区中国 Meetup 于上海举办。（合作社区：

CHAOSS、X-Lab、Microsoft Reactor、华为) 

l 2020 年 12 月思否+开源社 2020 中国技术先锋年度评选活动之“中国开

源先锋 33人” 评选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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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创立“社区联盟”，（Wuhan2020、X Lab 实验室、Datawhale、中科院软件所） 

l 社区合作伙伴名单：https://shimo.im/sheets/RB6dzCH4n0AEmRAx/MODOC 

 

二、计划 

l 2021 年加入事找人，人找事环节，链接社区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 

l 发展完善社区联盟的影响力。 

 

三、思考点 

1. 社区基础合作在于互相宣传、互挂 logo 等，深化合作模式可进一步再发展； 

2. 当前组员之间是单点分布式协作，或可考虑由主要中心人物牵头强化整体社

区合作及开源社在各个社区的影响力（不见得是 bug，也可以是 feature）； 

3. 跨境合作部分，疫情原因，开源社未能安排讲师线下参与台湾 COSCUP 参加；

反之，COSCon 因在线举办，仍成功邀请 COSCUP讲师合作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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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赵生宇、王伟 

分管理事：王伟 

 

一、进展： 

通过“源来如此”活动，以及开源实训营，进行了线上开展 

 

二、问题： 

疫情原因，今年基本没有走进高校， 

 

三、计划 

1. 2021 年根据情况，争取走进高校，开展开源教育的活动 

2. 2021 年开源课程的教材建设工作，可以展开了，华为有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一套开源的教材（华为开源战略部，周楠对接） 

l 教材链接： 

https://gitee.com/gitee-community/opensource-

guide/blob/master/Revision-activitie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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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石垚（水歌） 

分管理事：庄表伟 

组员：王俊波 

 

一、问题： 

目前的基础设施，尚未有统一的管理规划，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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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辛庆.Cynthia 

分管理事：陈阳.Emily 

组员：王皓月（顾问委员会秘书）、陈阳.Emily、刘天栋.Ted、舒敏、李思颖、

庄表伟、康悦.Rita、梁尧、朱庆裕.Corrie 

 

一、进展 

季度会议，COSCon'20 赞助 

 

二、问题 

成员互动少，多为单线沟通 

 

三、计划 

原企业合作组已合并入顾问委员会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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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辛庆.Cynthia 

分管理事：辛庆.Cynthia、陈阳.Emily 

组员：王皓月（顾问委员会秘书）、陈阳.Emily、刘天栋.Ted、舒敏、李思颖、

庄表伟、康悦.Rita、梁尧、朱庆裕.Corrie 

 

一、开源社顾问委员会委员（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胡志学 堵俊平 单致豪 伍娟 

康馨月 钟燕清 王思琪 谭中意 

滕爱龄 王蓉. Amber 李静远 郭悦 

白涛 薛植元. Alex 王蕴博 李震宁 

崔文喆 常雷 丁冉 段新星 

吕国宁 胡江礼 吴敏 蒋涛 

杨赛 江昪 阴明 郭雪 

余杰 刘敏 郭长波  

 

二、进展 

过去一年因为疫情影响，线上完成 2 次会议， 在 COSCon 上的亮点圆桌会

议无法线下完成。 

 

三、问题 

1. 互动频率较低 

2. 对企业的帮助如何更好地体现出来， 表达企业的述求 

3. 除了 COSCon， 顾问委员会的其他的诉求： 年度报告， 黑客松服务，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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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专访）， 项目孵化， 法律咨询 

 

四、计划 

1. 今年新增加的赞助商邀请加入顾问委员会（赞助商代表加入顾问委员会，期

限一般是一年，现在没有年度赞助，只有年会赞助） 

2. 由于疫情，20201 年继续保留部分 2020 年的阵容， 扩充新企业代表和、社

区及媒体入群 

3. 赞助商权益链接：https://shimo.im/docs/CyvrJ8TCqJGgGRDc/  《合作权益

包》待完善 

4. 一年四次顾问委员会会议， 第三季度为线下 

5. 新的顾问委员会的志愿者秘书加入： Rita & Angela 

6. 增加对于顾问委员成员的证书，年度礼品 

7. 通过问卷方式， 搜集企业反馈和 2021 年的需求 

 

五、行动 

1. 邀请新的赞助商加入 2021 年开源社顾问委员会 

2. 采用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和赞助商对接（赞助商大使），确保他们的持续性；

尽量保证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活跃度 

3. 顾问委员会召开时间定为 2021 年 1 月 15日周五（2020 年总结和 2021 年 

kick-off），结合 2020 年中国开源年度报告和 2020 年开源社年报的发布以及收

集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反馈，顾问委员成员的证书以及年度礼品的发放 

4. 明年顾问委员会名单以及赞助商权益 

5. 确定“人找事，事找人”项目 

6. 搜集企业反馈和 2021 年需求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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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理事：梁尧 

 

一、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黄鸿文 王东芳 詹毅 张俊霞 

薛亮 林诚夏   

 

二、进展 

1. 参加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组织的《开源社区贡献者贡献度评估参考框

架》、《木兰开源许可证》的研讨编制。 

2. 参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组织的《开源许可证兼容性指南》研讨；参与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组织的开源知识产权及法务论坛、人民银行组织的开源协议研讨

会等开源法律研讨。 

3. 为开源社区成员提供相关法律问题答疑咨询。 

4. 针对美国对开源项目的出口限制等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与发声。 

5. 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王东芳、黄鸿文入选“中国开源先锋 33人”。 

 

三、计划 

1. 扩大规模，邀请吸收更多专家加入委员会。 

2. 优化机制，为法律咨询研讨提供更多支持。 

3. 拓宽合作，开展更多理论机制的研究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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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赵生宇 

组员：王皓月、夏小雅、周添一、林海铭、吴绍岭、史经犇、娄泽华、李晨曦、

顾业明、翁振杰、刘天栋.Ted 

 

一、进展 

GitHub 全域数据分析年报项目，已完成 GitHub 全域全年日志量统计、活

跃仓库、活跃开发者数量统计、全球活跃度 Top 10 项目详细数据统计、中国活

跃度 Top 50 项目详细数据统计、全球活跃度 Top 20 开发者账号详细数据统

计、自动化协作机器人账号分析、全域最受欢迎语言 Top 20 统计、全球活跃度 

Top 10W 项目 Topic 词云、全球日志行为时间分布图。另，对指定项目或项目

群进行分析，包括 Apache 中国项目、CNCF、LFAI、Wuhan2020 等，包括项目特

定的描述性信息及项目活跃度与详细信息统计、行为日志时间分布、Issue & PR 

响应解决周期、开发者详细信息等。 

详细报告见：https://kaiyuanshe.cn/document/china-os-report-2020/  

 

二、计划 

在 2021.1 初数据采集完成时产出 2020 年完整数字年报，并以分支方式封

版，后续由媒体组进行报告的文本优化和报告产出。 

 



2020 开源社年度报告（2020.1.1-12.31）  第 24 页，共 34 页 

$

7QRSTUV# 

 

组长：臧鹏 

组员：水歌（石垚）、王俊波、郭浩赟、汤会枫、刘天栋.Ted、唐雨欣、Hypo、

陈松、李冉 

 

一、进展 

1. 开放黑客松：为举办或参与黑客松或工作坊活动的一站式开源云平台 

https://www.kaiyuanshe.cn/project/open-hackathon  

2. 每周项目组例会，对平台持续维护并优化。 

3. 举办黑客松/工作坊活动： 

ú 优麒麟高校黑客松 

https://hacking.kaiyuanshe.cn/site/hacking_wz  

ú 数字证书渲染大赛 

https://hacking.kaiyuanshe.cn/site/math123  

ú 以太坊区块链黑客松 

https://hacking.kaiyuanshe.cn/site/ethereum-hackathon  

ú 联合举办 Wuhan2020 黑客松 

https://mp.weixin.qq.com/s/_-bUH7lbmK6k9YL1TmkaFg  

 

二、问题 

活动数量不够丰富，平台交互易用性有提高空间。 

 

三、计划 

使平台更易用，链接更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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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郭浩赟 

组员：水歌（石垚）、庄表伟、刘天栋.Ted、王俊波、臧鹏、陈玄 

 

一、进展 

目前由郭浩赟推动 KCoin 重启计划，正在与媒体组和开放黑客送组讨论 

KCoin 用于小组激励的方案。另外，重启后的 KCoin，更名为 KToken。 

1. 在以太坊测试网上建立开源贡献积分（已完成） 

2. 建立完成第一版测试合约 

ú 完成使用指导手册 https://shimo.im/docs/pWqTQWjQTKPvGVVj 

ú 欢迎大家都参与体验下，提出反馈意见！ 

 

二、计划 

1. 制定贡献积分获得规则。 

ú 常规工作量化，打通积分的自动获取 

ú 前端页面的设计以及积分的体现 

2. 开源贡献积分在内部分发测试使用 

3. 收集反馈意见，更新规则以及智能合约的版本迭代。 

4. 推广 2-3个合作社区使用贡献积分。 

5. 修正规则和兑换方式。 

6. 测试后修正规则，以及推广至 5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测试运作 

7. 完成最终版本并进行代码审计。 

8. 订正代码并在主网发布。 

9. 映射测试网址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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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刘天栋.Ted 

组员：庄表伟、李卓桓、李佳芮、代立冬、陈明雨、黄向东 

 

一、进展 

OSS.Chat 目前被几个  Apache 源 自 中 国 项 目采用，如  Apache 

ShardingSphere，Apache DolohinScheduler，Apache IotDB.. 

 

二、问题 

1. 没有适合的 PM 来带领项目 

2. 由 GitHub 推送到相关微信群里的信息偏多，需要进一步优化或是细致分群 

3. 进入 ASF 孵化器的进度停滞，待重新启动 

 

三、计划 

1. 引进 OSS.Chat 到媒体组内容管理 

2. 重新启动 OSS.Chat 项目例会 

3. 尝试申请进入 ASF 项目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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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石垚（水歌） 

 

一、发展规划： 

2020 版试验成功后，规划 2021 年全面迁移到新架构 

 

二、2019 版 (Hexo)： 

ú 访问网址：https://kaiyuanshe.cn/ 

ú 源码仓库：https://github.com/kaiyuanshe/kaiyuanshe.github.io 

ú 文档仓库：https://github.com/kaiyuanshe/Wiki  

 

三、2020 版 (Strapi)： 

ú 访问网址：http://coscon.kaiyuanshe.cn/ 

ú 前端仓库：https://github.com/kaiyuanshe/PWA 

ú 后端仓库：https://github.com/kaiyuansh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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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石垚（水歌） 

 

一、主要特性： 

活动管理、志愿者任务贡献、财务公开等开源社区运营所需功能 

 

二、源码仓库： 

https://github.com/kaiyuanshe/OrgServer  

 

三、研发总结： 

https://fcc-cd.dev/article/summary/open-source-experiment-of-shui-

ge/#%E5%AE%98%E7%BD%91%E5%BC%80%E5%8F%91-%E2%80%94%E2%80%94-%E9%AA%91

%E9%A9%AC%E9%80%A0%E8%BD%A6  

 

四、典型案例： 

ú COSCon'20：http://coscon.kaiyuanshe.cn/ 

ú PyCon China：https://cn.pyc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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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惠世冀 

组员：Emily、Heroza、Alan、Cynthia Xin、庄表伟、李思颖、朱忠凯、宋永乐、

陈黄韬、郄楠、万思乔、梁尧、胡琦、程刚、张黄登、王培琰 

 

一、计划 

1. 将开源社原有的微信机器人，并入到小源中 

2. 将小源打造成开源社的吉祥物，提升开源社的品牌影响力 

3. 完善开源license选择器，帮助大家更有效率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开源license 

丰富、完善开源知识库，通过小源机器人连接更多知识库贡献者。 

4. 小源更积极的与开源爱好者们接触 

ú 小源加入各种开源相关微信群，与大家互动（与大家聊天、回答各种关

于开源的问题。 

ú 小源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视频号、博主、up主 

 

二、问题 

1. 对“如何运营一个开源项目”有想法、有经验的人联系我们 

2. “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大家对各种开源协议有、更好的理解”，这件事情有

兴趣的小伙伴，欢迎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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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庄表伟 

 

一、进展 

ú 完成初稿，等待后续的宣传策划 

ú 开 源 人 宣 言 ： https://kaiyuanshe.cn/project/open-source-fans-

manifesto/ 

ú 源 码 仓 库 ： https://github.com/kaiyuanshe/Open-Source-Fans-

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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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庄表伟 陈阳.Emily 王伟 刘天栋.Ted 

李思颖 辛庆.Cynthia 林旅强.Richard 梁尧 

刘冬（红薯） 朱庆裕.Corrie 石垚（水歌） 张炜 

许银 晁倩 舒敏 王皓月 

赵生宇.Frank 臧鹏 卫剑钒（卫 sir） 叶凯（叶修缘、） 

李建盛 谭中意 牛勇杰 王东芳 

王俊波（萧何） 薛亮 管西迎 史璞金 

邹涛 白涛 胡志勇 范晶晶 

单致豪 马全一 张齐勋 高博 

谢扬 徐俊杰 范家宽 杨赛 

陈松 汪盛 李冉 白宦成 

袁艺（袁滚滚） 黄鸿文 钟源 余杰 

董舒 欧建深.Sam 郭雪 张曼.Mandy 

张婷婷 潘石.Peter 徐普 孟一凡 

周琦（大妈） 刘文涛 林上智 梁莉. Ky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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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开源社的朋友会发现，这次年报是开源社第一次以如此全面、正式的形

式，对外公布年度工作总结。也希望在今后，开源社年报能够成为开源社的一项

保留传统。通过年终总结，梳理咱们的各项工作，盘点收获，分析不足，更重要

的是，立下明年继续改进的 Flag，这些都是来年不断改进的起点。 

  

希望这次的年终答卷，能够让所有关心开源社的朋友们感到满意。也期待各

位朋友，能够为开源社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帮助开源社，不断成长！ 

  

咱们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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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contact@kaiyuanshe.org  

开源社网站：https://kaiyuanshe.cn  

各项目组负责人的开源社邮箱： 

ú 法律事务组组长：梁尧 （ly@kaiyuanshe.org） 

ú 基础设施组组长：庄表伟 (zbw@kaiyuanshe.org) 

ú 成员发展组组长：张炜 (lzw@kaiyuanshe.org) 

ú 媒体组组长：李思颖 (mabel@kaiyuanshe.org ) 

ú 线下活动组组长/副组长：许银/晁倩 (xuyin@kaiyuanshe.org ) 

ú 高校合作/开源教育组组长：王伟 (wwang@kaiyuanshe.org ) 

ú 社区合作组组长：舒敏 (s56124669@kaiyuanshe.org ) 

ú 企业合作组组长：刘天栋 (ted@kaiyaunshe.org ) 

ú 财务组组长：李思颖 (mabel@kaiyaunshe.org ) 

ú 开放黑客松项目组组长：臧鹏（pcwl@kaiyuanshe.org ） 

ú KToken 项目组组长：庄表伟 (zbw@kaiyuanshe.org ) 

ú 官网开发项目组组长：水歌 (tech-query@kaiyuanshe.org ) 

ú 开源年度报告项目组组长：林旅强 (richard@kaiyuanshe.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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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微信公众号：开源社（ID：kaiyuanshe） 

ú 微博：开源社 

ú 简书：开源社 

ú 头条：开源社 

ú B 站：2020 开源社 

ú Facebook：Kaiyuanshe China 

ú Twitter：KAIYUANS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