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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5
内蒙古 - 广东科技合作活动周

采取“大会主题推介，小会专题对接，特色分类展

示，宣传营造氛围”的组织形式，突出项目对接，

注重产业承接与转移，强化人才交流和培养。

时    间：5月 31日－ 6月 4日

地    点：广州、呼和浩特

联系电话：020-83163626

联 系 人：韩亚欣

00896
广东省 LED 照明产品推广应用佛山现场会

总结推广佛山等有关地级以上市 LED照明产品推

广应用的做法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全省推广

应用 LED照明产品工作。

时    间：五月中旬

地    点：佛山市南海区

主办单位：广东省科技厅

联系电话：020-83163831

联 系 人：张冬蕾

00897
广东省绿色低碳建筑技术与产品宣传展示活动

围绕这一主题积极宣传推广该专项支持的建筑节

能减排产品、技术等。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广州

主办单位： 广东省科技厅高新处、广东省科学技术

情报研究所

联系电话：83163408

联 系 人：郭秀强  刘长虹

00898
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研讨会

研讨会将围绕知识产权贸易的主题，邀请来自粤港

的知识产权专家学者进行研讨。

时    间：6月 3日

地    点：清远市

主办单位： 清远市人民政府、香港知识产权署、香

港贸易发展局

联系电话：020-87680592

联 系 人：郭亚青

00899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科技对接服务活动

进行新品种、新产品展示、推介；农业技术培训等。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河源市 韶关市 江门市

主办单位：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农科院

联系电话：87596250

联 系 人：梁镜财

00900
“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企业行活动

通过院士、专家研究团队与企业技术创新团队的结

合，帮助企业培育科技创新团队，提高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和企业综合竞争能力。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科协、省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83542342

联 系 人：李志  李国亮

00901
科普下乡、“千会服务千村”行动

围绕建立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适应农村群众的

内在需求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建立科协系统农

村科技服务长效机制。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科协

联系电话：020-83547584

联 系 人：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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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2
我的致富梦”广东农村青年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

围绕促进农业科技产业链建设和农村科技人才培

养，引导农村青年积极学用科学技术。

时    间：6月－ 7月

地    点：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

主办单位：团省委农青部

联系电话：020-87195622

联 系 人：王珺

00903
“创新发展，智慧生活”海洋科普展

引导促进青少年科学素质全面提高的一项重要

活动。

时    间：5月 18－ 25 日

地    点：南海海洋研究所标本馆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联系电话：020-89023011

联 系 人：徐晓璐

00904
新能源科普原创作品大赛及“低碳节能”流动

展馆进社区活动

大赛主题为“节能减排、低碳生活、携手新能源改

变家园”。科技活动月期间科普基地对公众开放，

宣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普知识，低碳生活专题

科普展。

时    间：5月中旬－ 6月中旬

地    点：广州能源所及社区

主办单位：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联系电话：020-87057483

联 系 人：徐超

00905
“聚焦水资源”科普图片展

本次展览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数据，以期对提高公众

的节水意识和环保意识给以帮助，对水资源的污染

和浪费现象给予必要的警示。

时    间：3月－ 5月

地    点：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主办单位：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联系电话：37656528

联 系 人：黄国强

00906
“科普悦读”校园行

为进一步在校园内营造热爱读书、崇尚读书的浓厚

氛围，打造“书香校园”特色，创造良好校园文化，

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

时    间：3月－ 6月

地    点：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主办单位：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联系电话：37656528

联 系 人：黄国强

00907
深海探奇展

《深海探奇》展览由加拿大北方科学馆开发，让观

众了解深海的环境及在此栖息的特有物种。

时    间：5月－ 7月

地    点：广东科学中心

主办单位：广东科学中心

联系电话：39348146

联 系 人：王建强

00908
穗港澳台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主要活动有乐高穗港澳台青少年机

器人邀请赛工作协调、广州市智能产业成果展布

置、广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成果展布置等。

时    间：5月 10－ 18日

地    点：广东科学中心

主办单位： 广州科普基地联盟、黄埔区科信局、广

东科学中心

联系电话：13602837766

联 系 人：佘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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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9
第十一届广东省少年儿童发明奖优秀作品展

举行开幕仪式，组织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参观；组

织评委现场考核、答疑；组织发明项目交易及产品

销售等活动。

时    间：6月上旬

地    点：广东科学中心

主办单位： 广东科学中心、广东发明协会、广东省知

识产权研究会、广东教育学会、广东省少

先队工作学会、广东省科技馆研究会

联系电话：39348146

联 系 人：王建强

00910
第二届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

该大赛以创意机器人为载体，旨在提高我省中小学

生机器人创新设计制作水平，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

机器人、喜爱机器人。

时    间：6月 15－ 16 日

地    点：广东科学中心

主办单位： 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科

学中心、广州市教育局、广东省科技馆

研究会

联系电话：39348111

联 系 人：韩俊

00911
广东省医学学术直通车活动

开展广东省医学学术直通车活动。

时    间：5月中旬－ 6月中旬

地    点：茂名、韶关、肇庆、汕头

主办单位：广东省医学会

联系电话：020-81850811

联 系 人：陈大富

00912
“广东科普大讲堂”巡讲和在线直播

组织一批由正高职称以上的科技专家组成的“广东

科普讲师团”，可针对普通人群进行科普宣讲，也

可针对相关专业人才开设培训讲座。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科普中心、省科普志愿者协会

联系电话：020-83566386

联 系 人：郑文丰

00913
全省“科普大篷车”基层巡展

组织“科普大篷车”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

企业、进机关、进军营，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

学方法。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广东科学馆

联系电话：020-28328309

联 系 人：朱宁

00914
穗港澳台科普发展交流会暨科普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

邀请穗港澳台四地科学教育场所负责人、研究机构

学者、中小学师生等，举办科普教育论坛，就合作

开展特色科普活动、青少年科技创新、科普创作等

交流工作经验。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广东科学中心

主办单位： 广州科普基地联盟、广东科学中心、广

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联系电话：13560026776

联 系 人：杨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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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5
2013 科普精品一日游

从广州市科普基地中，选定 2-3 条科普精品一日

游路线，由旅行社组织市民报名参加，科普游路线

以广州动物园作为出发点，市民分批去广东科学中

心、白云山鸣春谷、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花都基

地等科普基地参观，体验科普旅游的乐趣。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广州动物园南门广场

主办单位：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广州市旅游局

联系电话：020-83305186

联 系 人：侯瑜琼

00916
“科学使者校园行”

科技活动周期间启动 2013 年科学使者校园行活

动，主要实现与科技特色学校对接，根据各校特色

科技项目，发动相应领域的科学使者进行联系对

接，通过博士带领学校一个科学兴趣小组、培养一

批科技小明星、辅导一个重点班级、举办全校性科

普大讲堂等方式让青少年学生更好的吸收最新科

技资讯、提供实践能力，树立青少年学习科学的热

情，激发青少年学生对科学的向往。同时举办科普

联盟进校园活动。

时    间：5月 20日、5月 22日、5月 24日

地    点： 广州华侨外国语学校、水荫路小学、广

州市八一实验学校

主办单位：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教育局、

广东科学中心

联系电话：13662447041

联 系 人：黄朝杰

00917
珠江科学大讲堂

组织策划“珠江科学大讲堂”系列活动。定期邀请

各领域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与公众

直接对话。并围绕智慧广州建设，邀请国防科技大

学计算机学院李楠副院长就做超级计算机建设和

发展为公众进行专题讲座。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广东科学中心

主办单位： 广州市科技与信息化局、广东科学中心、

羊城晚报社

联系电话：020-83196279

联 系 人：黄远萍

00918
第二届广州 “十佳科普讲解员大赛”

举办第二届“广州市十佳科普讲解员大赛”。比赛

内容为组织广州地区具有科普教育功能的场馆讲

解员围绕讲解技巧、综合素质等展开。

时    间：4月 22日－ 5月 24日

地    点： 华南植物园、广东中医药博物馆、青少

年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学术交流中心

多功能厅

主办单位：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广州科普基地

联盟

联系电话：13560026776

联 系 人：杨刚毅

00919
“两米阳台，栽种未来”活动启动仪式

研制适合城市家庭（社区）栽种的盆栽蔬菜集成技

术，制定盆栽蔬菜技术规程；筛选适合阳台盆栽的

蔬菜品种；将盆栽蔬菜送到校园、送到家庭。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主办单位：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广州市教育局

联系电话：18922129007

联 系 人：林春华

00920
全市局级领导干部智慧城市及信息技术知识培

训智慧城市专题培训

举办全市局级领导干部智慧城市及信息技术知识

培训智慧城市专题培训。实现全市副局级以上领导

干部提高网络问政、政民互动、网媒应对、舆情控

制能力的目标，并更好地推进“智慧广州”战略的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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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9－ 31 日

地    点：市委党校

主办单位：广州市委组织部、广州市科信局

联系电话：83196469

联 系 人：肖斌

00921
“无线电波与我们的生活”宣传活动

宣传无线电管理政策法规和无线电科普知识；展示

无线电技术应用；体验无线城市免费wifi。

时    间：5月 17日

地    点：天河区正佳广场

主办单位：广州市科信局

联系电话：13802770328

联 系 人：黎锡宽

00922
2013 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创新发展，智慧

生活

以“创新发展，智慧生活”为中心主题，在街道社

区或乡村开展以医学科技宣传、科普宣传普及为主

要内容的宣传、义诊、咨询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街道社区或乡村

主办单位：广州市胸科医院

联系电话：83595977-2258

联 系 人：曹细惠

00923
防治职业病 造福劳动者——劳动者享有基本职

业卫生服务

采取现场宣传咨询、培训交流等形式，开展《职业

病防治法》的宣传和教育。

时    间：五月上旬

地    点：工厂、企业

主办单位：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联系电话：38981249

联 系 人：巴怡平

00924
普及医学知识，关爱健康义诊咨询活动

开展医学健康的科普宣传活动，组织广州地区省市

医疗单位的 8位专家到社区进行健康检查，进行

防病宣传，同时为基层群众义诊咨询。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罗岗区

主办单位：广州市医学会

联系电话：81879175

联 系 人：冯伟梅

00925
第二届泛珠三角科技教师论坛

举办第二届泛珠三角科技教师论坛。

时    间：5月 17－ 21 日

地    点：广州、香港

主办单位： 广州市教育局、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市科

学技术协会、泛珠三角科技教师联合会

联系电话： 83490534/13113371703/13622275426

联 系 人：刘振中  朱凯

00926
2013 年广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意与发明大赛

举办 2013 年广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意与发明大赛。

内容包括发明制作、创新演讲、科技影像（DV）

作品展示等。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广州市天河中学

主办单位： 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等

联系电话：83490534/13719198271

联 系 人：邓云玉

00927
2013 年广州市青少年“暗夜保护”环保节能照

明设计科技活动

举办 2013 年广州市青少年“暗夜保护”环保节能

照明设计科技活动。进入终选的作品完成相关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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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灯具的制作，或者是实物的成型，并将活动过

程做成展板 (或易拉宝方式 )同步展示。

时    间：5月 11－ 12 日、18日颁奖

地    点：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市教育局、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联系电话：83490534/13622275426

联 系 人：朱凯

00928
广州市科技创新政策系列讲座

举办“科技政策和科技计划”、“标准化与企业科

技创新”、“知识产权政策措施介绍”、“技改和

技术创新政策及项目介绍” 和“融资上市专题介绍”

的系列讲座。

时    间：5－ 6月

地    点：越秀区下塘西路 37号 2楼

主办单位：广州市民营科技型企业协会

联系电话：83491584

联 系 人：曾彬

00929
2013 年广州市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宣传展示活动

以实物、文字、图片等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近几年

广州市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尤其是实用农业新品

种、新技术。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广州市蔬菜示范园

主办单位：广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联系电话：87219571

联 系 人：彭声高

00930
广州科普大讲坛——“科幻、科学畅想与未来

世界”

为开拓创新，开发学生的科学幻想能力，传播科学

思想和科学精神，特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科幻与创意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著名

科幻作家吴岩教授与听众一同感受天马行空的科

幻奇妙世界。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广州市科协 3号楼学术报告厅

主办单位：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61106282

联 系 人：景佳

00931
广州科普大讲坛——“关注乳制品安全”

邀请知名乳品专家共同探讨与奶粉相关的一系列

问题，以乳制品特别是配方奶粉行业现状谈起，从

乳制品行业内幕、配方奶粉营养成分，到如何正确

选购配方奶粉等多个问题进行探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广州市科协 3号楼会议室

主办单位：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61106282

联 系 人：苏永权

00932
荔湾区科技活动周开幕启动仪式暨 512 防灾减

灾纪念日科普宣传活动

通过不同形式的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唤起全区人

民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普及推广居民群众

防震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各级部门的综

合减灾能力，增强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

时    间：5月中旬

地    点：广州文化公园

主办单位：区科信局、区科协、岭南街及沙面街

联系电话：81376718

联 系 人：周焯赞

00933
“小小科技馆”进学校、进社区活动

利用区实验小学、滨江街科普文化活动中心、新港

街银禧科普世界、沙园街科普体验馆的“壁挂科技

馆”、“台式科技馆”，开展“小小科技馆”进学校、

进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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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 海珠区实验小学、滨江街科普文化活动

中心、新港街银禧科普世界、沙园街家

庭服务中心

主办单位：海珠区科协

联系电话：34381905

联 系 人：陈诗韵

00934
天河区科普基地资源利用与对接座谈会

讨论天河区科普基地宣传片的拍摄、科普资源整合

以及如何将科普资源推广与对接等内容。

时    间：待定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天河区科信局

联系电话：38622893

联 系 人：谢瑾

00935
“创新  智慧  生态”系列大型流动科普画廊社

区巡展活动

各街道科协在各社区组织开展流动科普画廊巡展，

促进居民群众对身边科学的了解，树立健康生活的

理念，提高生活质量。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各街道社区

主办单位：天河区科协

联系电话：34381905

联 系 人：陈诗韵

00936
广州市白云区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

广州云商务交易中心挂牌仪式

举办白云区科技活动周开幕式；广州云商务交易中

心挂牌仪式；电子商务论坛（讲座）；科普宣传等

多项活动。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国际单位

主办单位：白云区科信局

联系电话：36313767

联 系 人：卢炜君

00937
花都区科技活动周

举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花都区中小企业信息化

与工业化融合创新成果展暨技术论坛、“4.26”世

界知识产权日系列活动、防震减灾系列科普活动、

科协系列科普活动等。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广场、学校、社区、企业

主办单位：花都区科信局、科协

联系电话：36998932

联 系 人：沙中秋

00938
农业科技下乡

请农业专家结合区内特色农业在万顷沙镇和珠江街

举行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为村民讲授现代农业知识。

时    间：5月

地    点：万顷沙镇、珠江街

主办单位：南沙区经信局

联系电话：39091126

联 系 人：梁志伟

00939
湿地保护科普宣传教育

在南沙区中学举行湿地保护科普宣传活动，对区内

中学生讲解湿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以及保护

湿地的重要性。

时    间：5月

地    点：南沙一中

主办单位：南沙区经信局

联系电话：39091126

联 系 人：梁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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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0
智慧城市发展讲座

邀请软件所专家讲解智慧城市发展的知识讲座。活

动将以科技讲座及现场讲解等宣传方式相结。

时    间：5月

地    点：黄阁中学

主办单位：南沙区经信局

联系电话：39091126

联 系 人：梁志伟

00941
科技下乡及科普进社区活动

组织开展科技讲座、科技咨询、科技服务、科技宣

传等科技下乡及科普进社区活动。

时    间：5月 24－ 28日

地    点：相关镇街和社区

主办单位：增城市科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82752115/82724521

联 系 人：史利琴  郭永振

00942
2013 年从化市科技博览会

举办 2013 年从化市科技博览会。内容包括：高校

社会服务专题展、从化创新产品展示交易活动、青

少年科技创新作品展、科技创新论坛及系列科普专

题讲座。

时    间：5月 17－ 19 日

地    点：从化新世纪广场

主办单位：从化市科信局

联系电话：87929622

联 系 人：戚杰枝

00943
科普漂流书架进校园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在科技周期间与从化市图书馆联合举办科普漂流

书架进校园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制作科普漂流书

架，把科普图书直接送到学校，展览科普图片和挂

图，实施青少年科普教育，培养青少年和儿童良好

的阅读习惯。

时    间：5月份

地    点：从化市学校

主办单位：从化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87922372

联 系 人：韦时敏

00944
鸟类专题展

通过大量精美的照片，展示鸟类之美。从鸟类的物

种、生境、行为以及鸟类保护、观鸟介绍等方面全

方位地向人们展示鸟类的科学知识。

时    间：2013 年 5月－ 2014 年 5月

地    点：中山大学马文辉堂 2楼

主办单位：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

联系电话：13312845951

联 系 人：张兵兰

00945
科普讲座进校园

精选5-6个科普专题讲座，发布信息，接受广州市

中小学校预约，到中小学校园开展科普讲座。

时    间：5月－ 12月

地    点：广州市内中小学校园内

主办单位：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

联系电话：13312845951

联 系 人：张兵兰

00946
绿色低碳，智慧生活—2013 年广州科技周儿童

活动专场

举办以“绿色低碳，智慧生活”为主题的广州科技

周儿童活动专场。该活动通过征文、科幻绘画等形

式，旨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深入了解和体会生态城

市建设的功效和意义。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广州儿童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 广州市妇女联合会、广州市教育局、广

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联系电话：83596837

联 系 人：吕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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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7
认识人类的近亲——黑猩猩

广州动物园猩猩馆增设“科普小屋”和“科普橱窗”

等，丰富猩猩馆展示内容，向游客展示有关黑猩猩

和其它类人猿方面的保护教育内容，利用各种道

具、模型、视频等方式，达到与游客互动参与。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广州动物园内

主办单位：广州动物园

联系电话：020-38376574

联 系 人：刘小青

00948
普及动物（昆虫）科学知识，促进创新创造

参观动物 / 昆虫展厅和动物家园等展厅、观众参与

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昆虫知识、昆虫拼图等电子游

戏、手工昆虫拼图等。开展“保护野生动物，普及

动物 ( 昆虫 ) 科学知识”的科普展览活动。在原有

触屏展示的基础上，增加保护野生动物，普及动物

( 昆虫 ) 科学知识的图文并茂的新内容。播放本所

科研人员制作的动物（昆虫）科学DVD和免费派

发科普资料。在省内开展科技培训班。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广东省昆虫研究所标本馆

主办单位：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联系电话：84183651/84183744

联 系 人：杨平

00949
探究龟宝宝的生命进程

邀请 40名朝天小学科技组成员到龙洞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基地观察龟宝宝孵化的全过程。该项目持续

时间为五个月，从种龟产蛋到龟蛋孵化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细致的观察力，小朋友在这个

过程中能体会到生命的奥妙与神奇。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广州市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基地

主办单位：广州市海洋与渔业自然保护区管理

联系电话：86392006

联 系 人：梁健宏

00950
新能源科普原创作品大赛及“低碳节能”流动

展馆进社区活动

举办广州能源所新能源科普原创作品大赛并组织

“低碳节能”流动展馆进社区活动。

时    间：5月 15－ 25 日

地    点：新能源科普基地及社区

主办单位：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联系电话：020-87057483

联 系 人：徐超

00951
珍惜地球资源 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生态文明 
共建美丽家园

联合天河区政府、天河区其他科普基地等单位深入

社区开展以“转变发展方式 珍惜地球资源 促进生

态文明 共建美好家园”等为主题的纪念世界地球

日大型的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7－ 25 日

地    点：广州

主办单位：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地学与资

源科普基地

联系电话：020-85290206

联 系 人：喻晓冰

00952
广船国际第四次科技大会暨海洋工程装备发展

论坛

召开“第四次科技大会暨海洋工程装备发展论坛”。

时    间：6月上旬

地    点：广船国际红帆酒店

主办单位：广船科协

联系电话：81891712-2631

联 系 人：陈穗华

00953
认识身边的科技

组织学生参观校园内多个科普场馆、体验科技展

品、了解身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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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0－ 24日

地    点：广州市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

主办单位：广州市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

联系电话：81438311/15918829605

联 系 人：刘有全

00954
心手相连，共享蓝天科普支教活动

邀请信息技术教师在从化安山镇泰小学开展讲座，

辅导该校学生计算机技术课程。举办建筑模型展

览。开展“科技活动闯八关”科普活动，以科普游

园的形式让同学参与其中，培养孩子热爱科学、崇

尚科学、学习科学的习惯。

时    间：5月 22－ 23 日

地    点：从化吕田安山镇泰小学

主办单位：广州市少年宫

联系电话：13902233732

联 系 人：彭润文

00955
爱观鸟 爱自然的亲子团

学生在公园内带领亲子开展认识鸟类、欣赏鸟类的

活动，以小手牵大手开展鸟类识别和欣赏的形式，

促进旨在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

时    间：5月

地    点：少年宫、流花湖

主办单位：广州市少年宫

联系电话：13902233732

联 系 人：彭润文

00956
第七届广州市智慧用电小先锋活动启动仪式

广州市供电局、广州市少年宫联合举办“低碳环保、

绿色生活”第七届智慧用电小先锋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14日

地    点：广州市少年宫

主办单位：广州市少年宫

联系电话：13902233732

联 系 人：彭润文

00957
观鸟赏蝶，共赏美丽云山

专职的导游员、讲解员免费导赏。游客参与野生动

物保护知识有奖问答、手工鸟类拼图等；开展“野

外观鸟、赏蝶”科普讲座三场；并现场体验。

时    间：5月

地    点：白云山鸣春谷

主办单位：白云山鸣春谷游览区管理处

联系电话：66612888 转 8325

联 系 人：黄智玲

00958
认识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娃娃鱼

将用实物加图片、文字展板介绍等形式，介绍大鲵

的生存状况，让人们更深入了解这个物种。

时    间：5月 1－ 31日

地    点：广州海洋馆

主办单位：广州海洋馆

联系电话：020-37660884

联 系 人：莫强

00959
“聚焦水资源”科普图片展

展览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数据，展示世界和中国水资

源的概况，介绍我国水危机的现状和工农业以及社

会生活中的节水技巧与措施，同时也揭示水资源保

护的重要意义。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主办单位：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联系电话：37656528

联 系 人：黄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