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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0
2013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开幕式暨绿城

科普广西活动

2013 年广西活动周启动仪式，向老少边区青少年

代表捐赠科技书籍及学习用品。绿城科普广场活动

有文艺表演、节能环保、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科

技书市、动物标本展、健康义诊等25项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广西科技馆

主办单位： 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科协、南宁市科

技局、南宁市科协、南宁市兴宁区政府、

自治区科普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联系电话：0771-2093830/13877108829

联 系 人：李子权

00961
“明日科技之星爱心科普行”

组织贫困地区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优秀小学生代

表，参加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部分活动，参观青少

年科技教育基地，开拓视野，培养学科学、爱科学

的精神，激发探索科学的兴趣和热情。

时    间：5月 18－ 21 日

地    点：南宁市

主办单位：广西区科技厅

联系电话：0771-2093831/13878855692

联 系 人：胡邕生

00962
全国科技活动周南宁市活动暨大型广场科普活

动启动仪式

举行全国科技活动周南宁市活动暨大型广场科普

活动启动仪式；开展科技服务和培训；组织专家到

田间地头开展科技培训。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邕宁区（具体地点待定）

主办单位： 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市科普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南宁市科技局、南宁市邕

宁区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15077199208

联 系 人：陈秀清

00963
气象防灾减灾科普系列活动

面向公众，普及气象灾害和相关避险知识，促进节

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等良好社会风气的形

成。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学校、农村、社区以及区气象台

主办单位：广西气象学会

联系电话：0771-5856663（办）/13617713077

联 系 人：廖雪萍

00964
全国科技活动周百色活动开幕式暨广场科普系

列活动

通过组织科普大篷车进校园、进圩集活动，以科普

展板、科技培训、科普展具、科技咨询等形式开展

科普宣传，向民族地区的群众宣传普及节约能源、

食品安全、合理利用能源、低碳节能等基本知识和

方法。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右江区

主办单位：百色市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2832531

联 系 人：刘正胡

00965
保护土地生态环境，保障蔬菜安全生产

围绕保护土地生态环境，保障蔬菜安全生产的主

题，通过召开座谈会、举办科普讲座等活动发放宣

传资料，向菜农宣传普及科学种菜知识，增加菜农

蔬菜安全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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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6－ 31 日

地    点：南宁市西乡塘蔬菜生产基地

主办单位：广西土地学会

联系电话：0771-5388253/5388232

联 系 人：农丰收

00966
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科普活动

面向公众，普及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基本知识、气

象灾害和相关避险知识。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区气象局（或科技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广西气象学会、广西区气候中心

联系电话：0771-5856663（办）/13617713077

联 系 人：廖雪萍

00967
梧州革命老区 少数民族地区科普行

围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

康”科普活动主题，深入少数民族集居地，举办民

语系科普讲座、民族宗教知识竞赛、小学生科普知

识竞赛等科普活动。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藤县大黎镇、平福乡、宁康乡

主办单位：梧州市科技局、藤县科协

联系电话：0774-3824882/7282247

联 系 人：梁劲捷  朱贻球

00968
科普大篷车沿边行

主要宣传展示青少年科普知识；发明创造政策和中

小学发明创造展示；地震及台风的紧急避险知识；

艾滋病防范及禽流感防治知识等。让边疆地区广大

群众和学生增强科技意识，提高预防自然灾害和预

防艾滋病等能力。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防城港市港口区、东兴市、防城区

主办单位：防城港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770-2830791/13977011677

联 系 人：苏文军

00969
百名专家进乡村、万名农户大培训

开展百名专家进乡村、万名农户大培训行动，通过

培训种养技术、外出务工技能培训、专利知识宣讲

等，把技术送到每个行政村。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全市各行政村

主办单位：合山市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772-8914986

联 系 人：凌道勋

00970
广西“巾帼环境友好使者”社区环保科普宣传行

结合绿色社区创建活动和环保公众开放日等活动，

发动社区妇女同志参与环保社会实践、环保生活课

堂和绿色消费讲座等，大力倡导社区绿色消费。

时    间：4月－ 12月

地    点：全区各市

主办单位：广西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联系电话：0771-5852764/13557988886

联 系 人：唐本红  黄志宁

00971
“倡导健康生活，共建绿色家园”社区科普行

深入南宁市社区开展“倡导健康生活，共建绿色家

园”社区科普行活动；举办绿色时尚生活科普图片

展、特色民族医药专家社区健康义诊、关注H7N9

禽流感防治知识宣传、健康专家现场咨询、文艺汇

演、趣味有奖竞答等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南宁市友爱广场

主办单位：南方科技报社

联系电话：0771-2615220

联 系 人：潘凌

00972
“低碳桂林，绿色城乡”大型科普活动

围绕低碳工作、低碳居住、低碳旅行、低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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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衣着、低碳饮食、低碳日用、低碳环境等开展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2日－ 6月 1日

地    点： 桂林市甲天下广场、桂林市联达广场、

桂林市城中村合心村，奇峰小筑社区，

广西师范大学

主办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 13788571253/15878356180

  15077307730

联 系 人：蒋瑜  覃丽灵  李敏

00973
“广西锰矿资源”科普宣传

以科普专题展、实物标本陈列、播放科普录像及发

放科普知识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民众（特别是未

成年学生）普及广西锰矿资源的分布、保有资源、

矿产开发及用途、自然环境保护、珍惜地球资源等

科普知识。

时    间：5月 21日下午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联系电话：5388049/13036863548

联 系 人：陆顺孙

00974
保护自然生态   建设美丽广西

以科普展板展示、蝴蝶标本陈列、科普知识有奖问

答，发放科普知识宣传资料，观察蝴蝶变化一生，

生态科普讲座等形式，宣传节约意识、环保意识、

生态意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 南宁市人民公园蝴蝶谷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78890566

联 系 人：阙文谋

00975
“血型的奥秘”血液科普及健康知识主题宣传

活动

观看血液从采集、制备、检测、贮存及发放等全部

流程，免费为公众检测血型，进行血液知识游戏互动。

时    间：5月－ 12月

地    点：南宁中心血站

主办单位：南宁中心血站

联系电话：0771-3215822/13507885869

联 系 人：蒋文

00976
海洋生命脆弱 我们共同呵护

展示活体绿海龟、中华鲎、狗鲨等海洋生物；介绍

海洋动物的科普知识、海洋环境的现状、关于保护

海洋动物的措施、环保知识等。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南宁海底世界

主办单位：南宁海底世界

联系电话：13978717222

联 系 人：潘兰兰

00977
“富民兴边”科普行科技行动

在 4个国家一类口岸举办富民兴边科技行动，通

过科普画廊展示、发放科普资料等宣传方式，将先

进科学知识广泛普及到边境地区。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 龙州县水口镇、宁明县爱店、凭祥市友

谊关、大新县硕龙镇

主办单位：崇左市人民政府、宁明县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771-7964660/15977660033

联 系 人：黄张海

00978
《走近亚洲象》

以《走进亚洲象》为主题，通过 10幅设计精美的

展板，从亚洲象的古今分布、生活奥秘、大象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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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状、人对大象的认识、大象的饲养繁育、保护

可爱的大象等方面向观众进行展示宣传。

时    间：5月

地    点： 广西南宁市（天桃小学荣和校区、民族

东小学）

主办单位：广西自然博物馆

联系电话：0771-2820502/15977720953

联 系 人：李宁

00979
创新实践“科学秀”

开展科学实验互动展演系列活动；通过精选系列大

型科学互动实验，以其内含的科学原理，以趣味的

表现手法展现给观众，形成精彩的“科学秀”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桂林市中小学校、校外社区

主办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

联系电话：0773-5826221

联 系 人：黄捍丹  周瑞河

00980
“环境保护春天行”主题科普系列活动

通过收集相应素材，制成特色环保科普教育片，利

用现有宣传媒介、网络平台将本项目活动主题辐射

社会，积极传播、推广环境保护意识、弘扬环境保

护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时    间：4月－ 8月

地    点：桂林理工大学、桂林园博园

主办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联系电话：15107731900

联 系 人：朱宗强

00981
“卓越大学生科普英语论坛”（Zhuo Yue 
College Science & Technology Forum， 简

称 CST 论坛）

论坛以“绿色产品，绿色生活（Green Products; 

Green Life）”为主题，科普海报展通过征集、选

优和展出学生入围作品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环

境保护意识；英语论坛以发表学术演讲传递环保科

普知识和相关科技发展前沿信息。

时    间：5月 18日－ 6月 1日

地    点：广西大学西校园

主办单位： 广西对外科技交流中心、广西大学外语

学院

联系电话：13878126736/18978829150

联 系 人：叶萍  宁毅

00982
“名家名医谈健康·饮食与健康”进社区

邀请广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家主讲食品安全

选购常识；食品食用安全常识；如何判别伪劣食品；

如何清洗果蔬上的残留农药；食品储存应注意哪些

问题；哪些原因可导致食物中毒等科普常识。

时    间：5月

地    点： 青秀区新竹社、大板一区，西乡塘区广

西大学社区，师范学院

主办单位：广西科协科普部、家庭医药杂志社

联系电话：13907868317

联 系 人：张如贤

00983
“放飞科技梦想”科技活动校园行

利用科普大篷车车载展具、科普展板、科普活动资

源包、科普活动器材开展活动；在校内举办科普讲

座及科普知识有奖问答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梧州市区中小学

主办单位：梧州市科学技术学会

联系电话：3833411

联 系 人：李建中

00984
2013 年广西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竞赛结合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来组织开展，共

设有机器人基本技能比赛、创意比赛、足球比赛、

FLL 工程挑战赛、VEX工程挑战赛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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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0 日

地    点：全区中小学校、校外活动场所

主办单位：广西科技馆、广西青少年科技中心

联系电话：0771-2811450

联 系 人：韦文潮

00985
2013 年广西“快乐科普校园行”

组织专家深入全区中小学校、乡镇宣传文化站开展

百场巡回科普报告会、科学家与未成年人座谈会；

组织全区中小学校的学生，围绕“科学饮食，健康

生活”为主题，开展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时    间：5月－ 12月

地    点：全区中小学校、校外活动场所

主办单位：广西科技馆、广西青少年科技中心

联系电话：0771-2809218/13471029827

联 系 人：潘丽

00986
广西青少年“我爱祖国海疆——红树林保护科

学实践”活动

通过广西青少年“我爱祖国海疆——红树林保护科

学实践”活动平台，组织中小学生参与红树林征文

和绘画比赛，并对优秀作品进行奖励。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海市

主办单位： 广西科技厅、北海市科技局、北海市银

海区科协

联系电话：0779-2026148/13977980003

联 系 人：谢真国

00987
企业科技科普知识板报竞赛

由各市科技局组织本市一家获得科技进步奖或在

科技创新上有突出贡献的企业，以板报的形式，向

公众展示和普及企业科技创新取得的成果，组织评

比表彰。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广西科技馆

主办单位： 广西区科技厅、各市科技局、广西科学

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0771-2093830/13877108829

联 系 人：李子权

00988
钦州市青少年坭兴陶艺创作科普课堂

通过举办青少年坭兴陶艺创作科普课堂，加深青少

年对钦州坭兴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坭兴陶

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激发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动

手能力、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

时    间：4月 20日－ 5月 20日

地    点：钦州市古安陶艺公司

主办单位：钦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3977733886

联 系 人：黎广胜

00989
“信息技术在我身边”科普体验活动

通过组织参观玉林信息通信馆展示；举办室内多媒

体电信知识讲座知识竞赛等形式，激发青少年对信

息技术的学习兴趣，提高青少年的信息处理能力和

掌握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电信玉林分公司基地

主办单位：广西科技厅

联系电话：0775-2838242

联 系 人：蒋素辉

00990
“走进科学”少儿科普系列活动

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走进科学”少儿科普系列

活动；举办“在同一片蓝天下”图书馆一日游活动、

“悦读 1+1”残障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在阅读

中一起成长”活动、“快乐六一”少儿科普游园活

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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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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唱响科普金童谣”有奖征文比赛；出版“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