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活动

172

指南2013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时    间：5月底－ 6月初

地    点：桂林图书馆

主办单位：桂林图书馆

联系电话：3844047

联 系 人：卢山

00991
“唱响科普金童谣”有奖征文比赛暨科技活动

周科普特刊

结合“科技创新 . 美好生活”主题，举办广西青少

科普金童谣”有奖征文比赛暨科技活动周科普特

刊；将科普童谣与漫画有机结合，策划、设计、制

作广西青少年科普金童谣挂图。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 以《小博士报》系列报刊为平台在全区

开展

主办单位：小博士报社

联系电话：13878147888

联 系 人：赵健

00992
“考古一天，穿越万年”——暨“甑皮岩公众

考古大篷车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

以考古知识介绍为背景，以甑皮岩文化为载体，以

走进校园大千世界为项目创意，在校园展示、宣传、

体验桂林原始先民开创的远古科技。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桂林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甲山校区）

主办单位：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

联系电话：15207737188

联 系 人：彭敏

00993
“倡导全民节能减排”科普宣传暨动画作品展播

以搭建节能减排科普宣传展位和开放式演播厅向

全院师生以及其他高校的学生会代表播放系列“倡

导全民节能减排”科普动画作品；发放相关知识宣

传单；知识解说和咨询等形式开展。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主办单位：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电话：0771-3828312

联 系 人：罗少华

海南

00994
第九届科技活动月开幕式暨科技创新与美好生

活专家报告会

举办海南省第九届科技活动月开幕式暨科技创新

与美好生活专家报告会。

时    间：5月 3日

地    点：海南大学田家炳楼二楼报告厅

主办单位：省科技活动月组委会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00995
2013 海南省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大会暨“科技投

融资”对接会

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展示，金融机构介绍科技金融服

务产品，金融机构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分析并传递

授信意向。

时    间：5月 8日

地    点：海口市

主办单位：省科学技术厅、省技术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年“唱响科普金童谣”有奖征文比赛；出版“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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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6
海南卫生和医药科技成果推介会暨海南公共卫

生视窗开通八周年志庆

通过推介卫生和医药科技成果，向社会公众宣扬公

共卫生知识。

时    间：5月 16日

地    点：海口市

主办单位： 省科学技术厅、省技术交易中心、公共

卫生科技公共视窗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00997
培训会

举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项目（产品）认定办

法及流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国家火

炬计划项目申报培训会。

时    间：5月

地    点：海口市

主办单位：省科学技术厅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00998
农业科技 110 科技活动月技术服务

开展农博网和手机服务系统知识宣传培训工作。

时    间：5月 14－ 30 日

地    点：省、市县（区科技活动月会场）

主办单位： 省科学技术厅、省市县（区）农业科技

110 指挥中心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00999
交通法规、禁毒法、平安城市

宣传现行道路交通法规，加强交通安全意识。宣传

禁毒工作，加大禁毒力度。宣传平安海南图片展。

时    间：待定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省公安厅

联系电话：68836208/18976056078 

联 系 人：冯学斌

01000
著作权法现场咨询

在活动现场分发著作权法宣传册，现场为群众解答

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相关问题。

时    间：待定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联系电话：65236516/13307608385

联 系 人：陈忠学

01001
医疗帮扶活动

组织各综合医院对口支援市县医院送医送药送卫

生科普知识下乡活动；开展临床教学和技术培训；

指导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症的诊疗服务，

提高基层的诊疗水平。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 省卫生厅、各市县卫生局、各卫生医疗

机构

联系电话：65335569/13036093773

联 系 人：林海珍       

01002
开展防治碘缺乏病活动

组织专家深入我省碘缺乏病高危地区开展调查宣

传活动，现场演示碘盐和非碘盐的鉴别方法，开展

碘盐快速检测，开展相关知识咨询活动。

时    间：5月 1－ 15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 省卫生厅、各市县卫生局、各卫生医疗

机构

联系电话：65335569/13036093773

联 系 人：林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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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3
“科技惠民生”科普活动

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传播活动，广泛宣传疟疾防治

工作的意义，向公众传播疟疾防治知识。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 省卫生厅、各市县卫生局、各卫生医疗

机构

联系电话：65335569/13036093773

联 系 人：林海珍

01004
控制烟草危害健康活动

组织开展戒烟宣传活动；开展公共场所（包括公共

交通工具）吸烟行为干预活动，增强广大市民对吸

烟危害的认识，自觉抵制烟草的危害。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 省卫生厅、各市县卫生局、各卫生医疗

机构

联系电话：65335569/13036093773

联 系 人：林海珍

01005
“细管胸腔闭式引流术”项目推广

聘请省内外有关专家深入各市县，通过理论讲课、

病例分析、现场技术操作指导等方式开展细管胸腔

闭式引流技术技术推广。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 三亚市、东方市、五指山市、陵水县、

保亭县、乐东县、昌江县

主办单位： 省卫生厅、各市县卫生局、各卫生医疗

机构

联系电话：65335569/13036093773

联 系 人：林海珍

01006
遵循脑卒中指南，推广脑梗死的规范化治疗

在县医院和多个大型的镇医院举办脑卒中知识讲

座、脑梗死规范化治疗方法培训班。通过发放科普

宣传册，向农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 省卫生厅、各市县卫生局、各卫生医疗

机构

联系电话：65335569/13036093773

联 系 人：林海珍

01007
开展围产手术期病人安全的模拟培训

组织有关专家下基层，通过理论讲课、病例分析、

现场技术操作指导等方式，就围产手术期病人的安

全进行围产手术期病人安全模拟培训。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 省卫生厅、各市县卫生局、各卫生医疗

机构

联系电话：65335569/13036093773

联 系 人：林海珍

01008
科技医疗

通过组织专家下乡义诊、宣传科技医疗、展览医疗

上科技新技术的应用等，对社区人员、乡镇人员、

群众及学校师生进行宣教。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学校

主办单位： 省卫生厅、各市县卫生局、各卫生医疗

机构

联系电话：65335569/13036093773

联 系 人：林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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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9
农业科技下乡活动

组织热作、畜牧、沼气等方面的专家开展科技咨询

活动，印发相关技术资料，并组织小分队开展技术

下乡指导活动；在全省各市县举办割胶技术、沼气

技工阳光培训。

时    间：5月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农业厅

联系电话：65351355/18876186193

联 系 人：郭  涛

01010
科技宣传教育活动

举办生态保护图片展；举办环保教育讲座，派送各

类科技书籍。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学校、广场、地质公园

主办单位：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联系电话：65236054/15248939500

联 系 人：刘禹舒

01011
宣传推广蓄能型集中供冷技术

在国家节能示范项目——亚龙湾冰蓄冷区域供冷

站所在地，建设蓄能型技术宣传园，宣传蓄能型集

中供冷技术。

时    间：5月

地    点：亚龙湾冰蓄冷区域供冷站

主办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华德鹏业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65307058/18976866989

联 系 人：王国有

01012
展示 IET 绿色照明技术及产品

展示 IET绿色照明技术及产品。内容包括产品和技

术展示，IET绿色照明T5高效节能灯、IET绿色照

明 LED混光高效节能路灯技术展示、专利展示和

实施案例展示。

时    间：5月

地    点：海口市

主办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世银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65307058/18976866989

联 系 人：王国有

01013
新型墙体材料展示

组织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开放生产现场，展示各类新

型墙材产品，促进新型墙材在我省的推广使用。

时    间：5月

地    点：有关新型墙材生产企业

主办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新型墙体材料协会

联系电话：65307058/18976866989

联 系 人：王国有

01014
总结节能灯推广经验，筹划 2013 年节能灯推广

总结2012年400万只节能灯（含追加推广的100

万只）推广情况和推广效果，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宣

传节能灯节能效果，组织开展2013年节能灯推广。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联系电话：65307058/18976866989

联 系 人：王国有   

01015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宣传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开展人员密集场所地震赢

家疏散演练。

时    间：5月 1－ 20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地震局、各市县地震局、各有关单位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主要活动

176

指南2013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01016
组织气象科普宣传咨询

利用宣传展板、宣传资料等积极开展天气预报、气

象灾害、气候变化、农业气象等方面的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气象局

联系电话：65228802/13876246921

联 系 人：陈世清  

01017
开展农业气象科普宣传咨询活动

组织气象科技人员深入有关市县和种养植（殖）基

地，进行农业气象科普宣传咨询活动，提供优质气

象服务和农业气象实用技术指导。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气象局

联系电话：65228802/13876246921

联 系 人：陈世清

01018
青年创新创业培训班

开展实施大学生创业培训项目，安排学员参与创业

训练营、市场调查、参观创业企业、与企业家互动

交流。

时    间：6月上旬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共青团海南省委

联系电话：65337123/15120967968

联 系 人：马述琪

01019
校园科技创新活动

组织广大高校学生开展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观科技园区、举行

“科技节能”书画展、开办科技知识讲座、召开科

技主题班会等形式。

时    间：6月上旬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共青团海南省委

联系电话：65337123/15120967968

联 系 人：马述琪

01020
青年科技志愿者下乡服务活动

组织青年农业科技服务团、医疗卫生服务队、法律

援助服务队等开展科技下乡活动。

时    间：5月中旬

地    点：乡镇

主办单位：共青团海南省委

联系电话：65337123/15120967968

联 系 人：马述琪

01021
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培训

举办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培训、举办妇女小额担保财

政贴息贷款工作培训。

时    间：5月下旬

地    点：五指山市

主办单位：省妇联

联系电话：65336580/13876668591

联 系 人：林起盛

01022
科技下乡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橡胶技术培训班、发放

科普资料、科普展板宣传。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五指山市、文昌市

主办单位：省科协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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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3
科技馆进校园

飞机模拟表演、全脑记忆讲座、科普大篷车展品体

验、科技图片展、机器人创意、模型制作、玩转思维。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少数民族地区学校

主办单位：省科协、省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01024
青少年科普活动（讲座）

举办以机器人创意、模型（车模、船模、海模、航模）

知识讲座。以青少年科普展品为资源，动手实践的

形式进行开展科技活动进校园。

时    间：5月

地    点：海口市

主办单位：省科协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01025
2013 年气象防灾减灾志愿者中国行海南省宣传

活动

组织人员向群众发放防灾减灾宣传材料、讲解日常

气象灾害避险知识、接受群众对日常生产生活中相

关气象知识咨询。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省中西部 3个市县

主办单位：省气象学会

联系电话：65228802/13876246921

联 系 人：陈世清  

01026
中学生常见心理问题与应对策略普及活动

针对中学生心理发展一般规律、手机依赖、对立违

抗、焦虑、抑郁、人际交往问题进行现场咨询，并

发放宣传册。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 美舍学校、琼山中学、海师附中、海口

市四中

主办单位：省心理学会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01027
中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科普讲座

介绍青春期生理、心理健康知识；运用心理知识，

改善和提高中学生之间，与老师、父母之间的沟通

模式；积极推进绿色上网模式，维护中学生身心健康。

时    间：5月－ 11月

地    点：屯昌县

主办单位：省心理卫生协会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01028
技术培训

通过现场培训和多媒体讲授相结合传授番木瓜高

产优质设施栽培技术、环境昆虫过腹转化有机废弃

物技术、病虫害症状及防治技术。

时    间：5月

地    点：昌江县、乐东县

主办单位：海南大学

联系电话：66160313/15248927480

联 系 人：洪玉珍 

01029
农业有机废物蚯蚓转化及饲料蛋白和有机肥生

产技术

利用蚯蚓取食方式规模化转化农业有机固体废物，

生产饲料蛋白产品和优质有机肥产品，为无公害农

产品生产和农村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持。

时    间：5月

地    点：昌江、乐东

主办单位：海南大学环植学院、学生环保协会

联系电话：66160313/15248927480

联 系 人：洪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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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0
科普宣传及科技文艺下乡演出

开展科普宣传及科技文艺下乡演出，包括“低碳生

活”宣传活动和科技文艺下乡演出。

时    间：5月

地    点：三亚市乡镇

主办单位：琼州学院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01031
橡胶树栽培管理技术培训（割胶技术、病虫害

防治等）

开展开割橡胶林下适栽的花卉作物的种类、市场前

景、间作栽培技术等培训。

时    间：5月

地    点： 中部六市县、海口市、儋州市、万宁市、

乐东县

主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32
椰子、槟榔及香辛饮料作物栽培管理技术培训

开展椰子、槟榔、香草兰、胡椒等作物栽培管理技

术培训及热带特色香料饮料作物产业技术综合管

理专家智能系统知识讲座与技术推广，科技合作交

流与技术推广。

时    间：5月

地    点：文昌、琼海、万宁

主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33
甘蔗栽培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技术

传授甘蔗栽培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现场技术指

导并解决种植户提出的问题，发放甘蔗栽培管理及

病虫害防治技术小册子等。

时    间：5月

地    点：临高、儋州、白沙等地

主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34
科学普及教育活动

邀请相关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到农产品质

检中心参观，讲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方面要求、

流程。

时    间：5月

地    点： 兴隆热带植物园、椰子大观园、农业部

热带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35
芒果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培训

为果农培训新品种更新换代相关技术、花果管理等

果园栽培管理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时    间：5月

地    点：三亚市

主办单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三亚

市农技推广中心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36
抗病种苗宝岛蕉品种现场品尝推介会

通过与目前海南主栽巴西香蕉品种对比、现场品尝

等方式比较品种的优劣，为抗病品种的种苗推广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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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中旬或下旬

地    点：昌江县

主办单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37
开割橡胶林下间作花卉作物生产技术培训

对开割橡胶林下适栽的花卉作物的种类、市场前

景、间作栽培技术等进行讲授，使广大农民朋友对

“林下经济”这一农林复合经营模式有更为深入的

理解。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海口市三门坡镇

主办单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38
牧草利用与发展技术培训

开展柱花草等热带牧草在林（果）地间作利用培训。

针对养殖场及养殖大户进行集约化牧草栽培与利

用技术培训。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39
冬瓜、苦瓜、甜椒栽培技术培训

应种植户所需，指导农户正确防治冬瓜病害，培训

农户掌握苦瓜、甜椒栽培技术。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海口市、儋州市南丰镇、屯昌县

主办单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40
植物知识讲解、科技成果展播展示等科普示范

教育

组织科研试验示范基地、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中

心、行业专项实验室等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科普

示范、植物资源、科研平台、科技产品和旅游服务。

时    间：5月

地    点：兴隆热带植物园

主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41
青少年科普活动

实地参观考察讲解，主要是热带棕榈植物辩识、习

性观察等。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椰子大观园

主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42
“阳光培训”工程

进一步推进“阳光培训”工程，开展天然橡胶病虫

害防治、栽培技术、林下种植（养殖）技术等专项

培训工作。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儋州市

主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信息所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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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3
园艺作物科技科普大集市

举办科普宣传、科技服务等科普大集市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东方市

主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44
培训及现场指导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农业生产中农药安全使用及

西瓜、蔬菜、芒果等水果标准化栽培管理技术培训。

时    间：5月 14－ 16 日

地    点：东方市

主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

联系电话：66962979/13648636195

联 系 人：何斌威

01045
产业蔬菜技术培训

在海口举办产业蔬菜技术培训班，在澄迈永发举办

蔬菜栽培实用技术培训班。

时    间：5月上旬

地    点：海口、澄迈永发镇

主办单位：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联系电话：65230201/13876061560

联 系 人：谢琼

01046
坡地、高山及淡季蔬菜技术咨询

在海口举办淡季蔬菜相关技术咨询讲座，在五指山

举办高山蔬菜技术咨询讲座，在万宁举办城郊蔬菜

技术咨询。

时    间：5月中旬

地    点：海口、五指山、万宁

主办单位：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联系电话：65230201/13876061560

联 系 人：谢琼

01047
深水网箱养殖技术培训

开展深水网箱培训班，着重讲授深水网箱产业发展

当前概况及发展趋势、主要技术集成、适宜养殖品

种及防灾等内容。

时    间：5月

地    点：陵水县

主办单位：省水产研究所

联系电话：68953618/13807655505 

联 系 人：张明坚

01048
对虾苗期养殖病害检测及防治、对虾养殖水质

调控

举办对虾苗期养殖病害检测及防治、对虾养殖水质

调控讲座，根据养殖户需要进行实地指导。

时    间：5月

地    点：琼海

主办单位：省水产研究所

联系电话：68953618/ 13807655505 

联 系 人：张明坚

01049
职务船员培训

针对海洋捕捞渔民、海洋渔业船舶职务船员开展渔

业船舶驾驶技术、轮机操作管理技术、船员基本安

全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培训，提高渔业船舶职务

船员的业务素质和技能水平。

时    间：5月

地    点：儋州

主办单位：省水产研究所

联系电话：68953618/13807655505 

联 系 人：张明坚  

01050
常见绿化树种的种植、养护及果树的催花保果

技术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赠送科技书籍及种苗、开设培

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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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 30日

地    点：海口市、文昌市、澄迈县、琼中县

主办单位：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联系电话：65929110/18789066760

联 系 人：董晓娜                  

01051
为企业提供检测和技术服务项目

组织各专业科室技术人员到企业进行现场服务，帮

助企业解决检测和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时    间：5月

地    点：海口、儋州

主办单位：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联系电话：65340077/13519897713

联 系 人：陈运刚

01052
海南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文化沙龙

科技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题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主

题”，突破专利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资产质押贷

款的障碍进行探讨、交流、对接。

时    间：5月 30日

地    点：海口市

主办单位：省技术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65384791/18289735032

联 系 人：李秋香                 

01053
第三次工业革命读书沙龙

举办第三次工业革命读书沙龙活动，向社会宣传以

新能源和能源互联网、新材料科技发展为特征的第

三次革命的重大意义。

时    间：5月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省可再生能源协会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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