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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地    点： 吉安市工业园区、吉安市各县（市、区）

农村

主办单位：吉安市各县（市、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0796-82255204

联 系 人：邱晓寄

00748
百名专家送科技下乡活动

组织近百名农业、卫生等专家开展业务知识咨询，

现场解答，发放相关资料等。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孔目江区观巢镇

主办单位： 新余市科技局、新余市农业局、新余市

卫生局、新余市气象局

联系电话：0790-6447076

联 系 人：崔学斌

00749
全市科技入园服务月

科技业务培训，科技咨询、科技项目、成果、人才

对接，科技成果推介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全市各工业园区

主办单位：抚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794-8227808

联 系 人：史晓全

00750
科技活动周气象科普宣传活动

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送科普进社区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鹰潭

主办单位：鹰潭市气象局

联系电话：0701-6220158/13807018232

联 系 人：桂园园

00751
精神卫生进社区义诊活动

为社区居民进行义诊，咨询，心理辅导，健康教育，

免费发放药物等。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南昌市滕王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办单位：江西省精神病院

联系电话：0791-88330161

联 系 人：余雪虎

00752
青云谱区科技活动周

举办防震减灾、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等不同主题内

容的科普知识讲座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社区、学校

主办单位：青云谱教科体局

联系电话：88461812

联 系 人：吁秋平

山东

00753
2013 年山东省暨泰安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

在泰安市市政广场举行“2013年山东省暨泰安市科

技活动周开幕式”。届时，举办为泰安市新建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院士工作站授牌、科技专家服务

团为民服务出征授旗仪式、向基层和农户开展赠予

活动、专家培训和现场义诊咨询活动、参观大型科

技惠民现场互动展示和科技成就展览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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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山东省泰安市市政广场

主办单位： 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总工会、

团省委、省妇联、省林业厅、省卫生厅、

省环保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教

育厅、省公安厅、省广电局、省粮食局、

省科学院、省农科院、省医科院、泰安

市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538-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00754
“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成果展览及互动活动

展示科技惠及民生的最新科技成果，主要体现在农

业、卫生、城市管理、节能环保、科技与文化融合

等内容。由农业部门向种粮种菜科技示范户赠送优

良品种，农业专家现场答疑群众提出的问题；由医

疗专家现场为群众义诊，进行H7N9 相关知识健

康咨询；由节能环保专家向群众现场演示节能环保

产品，讲解环保知识；由文化领域专家现场演示科

技与文化融合新产品，普及科学知识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山东省泰安市市政广场

主办单位：泰安市政府、有关院校及科研单位

联系电话：0538 -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00755
科技合作成就展览

以“科技合作、人才强市、科教兴市”为主线，主

要展示和宣传泰安市“十一五”以来科技合作取得

的新发展、新突破和新成绩，以及驻泰高校、科研

单位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展览分综述、强力推进、

校地融合、企业主体、人才支撑、创新发展等六大

部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泰安市市政大楼二楼大厅

主办单位：泰安市人民政府、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538 -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00756
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

举办第五届大学生科技节，除开幕式和山东省优秀

大学生科技社团和山东省优秀大学生科技社团干

部评选外，还包括山东省大学生动漫创作大赛、山

东省大学生物理科技创新大赛、齐鲁大学生服装设

计大赛、齐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以及齐鲁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等 15项重点竞赛活动。

时    间：5月 19 － 25 日

地    点：泰安市市政大楼二楼大厅

主办单位：省科协

联系电话：0538-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00757
粮油科技知识普及和农户科学储粮宣传活动

以“科学节粮减损、保障粮食安全”为主要内容，

接受现场群众咨询，解答主要粮食品种的加工、储

存、主食制作以及科学食用等问题；发放粮油食用

安全、健康消费方面的手册、画册等宣传资料；图

片和实物展示粮油精品及科学膳食、合理消费等知

识；捐赠科学储粮示范仓。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粮食局

联系电话：0538—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00758
开展山东省职工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活动

省总工会、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人社厅联合开

展评选 100 项优秀成果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总工会

联系电话：0538-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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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9
“巾帼科技齐鲁行”活动

依托各级农村妇女培训学校、巾帼星火创业培训基

地、巾帼科技示范基地、各级妇联“大姐”服务机

构等，大力开展农业科技、创业、转移就业等方面

的培训。组织农业专家、科技人员，采取举办讲座、

培训班、专题报告会、巡回宣讲团、图片展示、送

科技下乡、网上咨询等多种形式集中提供服务。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妇联

联系电话：0538-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00760
开放重点实验室和科技成果展厅

活动周期间，向社会公众开放计算机网络、生物传

感器、大型精密仪器应用等省级重点实验室，山东

省科学院东科技成果展厅，以及两个科普教育基

地。社会各界可以通过参观展厅、实验室，了解掌

握当前全省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机构所取得的科研

成果以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及产业化情况。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科学院

联系电话：0538-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00761
农科专家“走基层、送科技”活动

活动周期间，依托山东省农科院省级星火培训基

地，选派小麦、棉花、果树、蔬菜、土肥、植保等

专家组成专家指导团，赴全省 17市作物主产区生

产一线，进行现场指导，面向农业基层农技人员及

种养殖大户，针对春季麦田管理、畜禽养殖、农产

品加工、果树春季管理等急需的农业相关科技知识

专题培训。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农科院

联系电话：0538-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00762
开展罕见疾病科普宣传

组织开展职业病、性病、艾滋病等罕见疾病宣传活

动。利用展板、义诊等形式面向社会各界宣传职业

病、性病、艾滋病的防治等理论知识。同时，举办

罕见疾病学术讲座，并开放山东省罕少见病重点实

验室。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医科院

联系电话：0538-6991102

联 系 人：何伟

00763
送科技下乡

针对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节能环保、食品安全、

减灾防灾、气候变化、科学健身等生活常识，开展

专题性科普活动。举办科技咨询服务、科普讲堂、

科研机构向社会开放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河套街道办事处

主办单位：青岛高新区管委科技局

联系电话：82020767

联 系 人：张春雨

00764
李沧区青少年科技体验之旅

组织辖区中小学校学生集体到青岛国棉 6虚拟现

实产业园和楼山精细化工科技企业孵化器参观。

组织青少年在虚拟现实体验中心内亲身体验M6

光影秀、外星人游览本馆等现代高新技术，亲眼

见证岛城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神奇的3D立体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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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青岛国棉 6虚拟现实体验中心、楼山精

细化工科技企业孵化器

主办单位：李沧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7619219

联 系 人：张向阳

00765
李沧区科技使者进学校（社区）活动

邀请和组织 30名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到中小学

校举办科普讲座，指导科学实验，到社区宣讲科学

文明生活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社区

主办单位：李沧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7619219

联 系 人：张向阳

00766
科普大讲堂

由青岛市科协和区科协聘请专家教授到社区开展

科普讲座。围绕禽流感，健康饮食、科学生活，低

碳生活、环境保护等主题开展科普大讲堂活动。参

加人员主要是社区群众。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社区科普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街道和社区

联系电话：87621952

联 系 人：刘忠刚

00767
山东科技大学学生科技创新成果展

活动主要采用现场展示的方式进行，展示山东科技

大学学生 2012 年在各类学术科技活动中的获奖证

书、奖杯、发表论文原件、获取专利证书以及参加

各类竞赛的参赛作品等，活动全面展示学生的科技

创新成果。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科研处、团委

联系电话：86057831

联 系 人：苏超

00768
科技政策宣传、科技常识宣传、知识产权宣传

组织开展食品药品科技知识进社区、孵化器政策宣

讲、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题讲座、青岛开发区专利

信息服务平台挂牌仪式、科普知识宣传、知识产权

保护集中执法等多项活动。

时    间：5月 27日

地    点：山东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主办单位：开发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6988091

00769
科技政策解读

邀请市科技局有关领导和相关专家解读科技政策

和知识，并邀请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对接，就企业

需求和难题进行多方交流，进行产学研合作。

时    间：待定

地    点：高校

主办单位：市北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5801152

联 系 人：茹玫

00770
开展知识产权进校园系列讲座

请市知识产权宣讲团成员到我区知识产权试点学

校宣讲专利申请、专利保护、专利的应有等方面的

知识，培养中小学生创新意识。

时    间：待定

地    点：知识产权试点学校

主办单位：市北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5801152

联 系 人：茹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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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1
百名博士企业行

开展百名博士企业行活动，为科研院所与企业搭建

桥梁，充分调动起博士、专家的科研积极性，将科

研院所的成果向企业发布，邀请科研院所和企业进

行对接，了解企业需求和难题，帮助企业解决实际

问题，从而增强科技型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

相关单位自主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促进多

方交流和产学研合作。

时    间：待定

地    点：科技型企业

主办单位：市北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5801152

联 系 人：杨亦斌

00772
知识产权现场咨询活动

联合市知识产权局邀请市工商局、质监局、版权局、

海关、公安局、法院、农委、林业局等部门及知识

产权中介服务机构进行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发放并

宣传知识产权政策制度、典型案例汇编，接受群众

现场咨询。

时    间：待定

地    点：台东三路步行街

主办单位：市北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5801152

联 系 人：茹玫

00773
科技活动周活动启动仪式

在月湖广场开展“科技创造美好生活”主题活动，

通过摆设刊板、发放科普资料、解答群众咨询等形

式，宣传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食品安全、生态环保、

应急避险、低碳节能、健康生活等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的热点问题，普及科技知识，增强科技意识。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月湖广场

主办单位：市全民科学素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联系电话：88405656

联 系 人：崔荣

00774
社区科普知识巡展

组织科技、科协、地震以及社区居委会等工作人员，

在城区月湖小区社区、香港路社区、颐和花园社区

等主要社区举办地震、反邪教、知识产权、安全生

产知识科普巡回展览。

时    间：5月 22－ 25 日

地    点： 城区月湖小区社区、香港路社区、颐和

花园社区等

主办单位：科技局、科协、地震局、610 办

联系电话：88405656

联 系 人：崔荣

00775
送科技下乡

组织农业、畜物、水利专家进村入户对农民进行病

虫害防治常识、测土配方施肥及其应用等方面的技

术培训，发放科普资料、科技明白纸等，开展丰富

多彩的科技咨询服务活动。

时    间：5月 20－ 25 日

地    点：店埠、南墅、夏格庄等镇

主办单位：科技局、科协

联系电话：88405656

联 系 人：崔荣

00776
举办科技政策宣讲活动

邀请市科技局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及相关领域专

家对企业“一把手”进行知识产权与科技政策培训，

提高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保护和管理的能力。

时    间：5月

地    点：市南区机关办公楼 301

主办单位：市南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8729903

联 系 人：邓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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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7
举办区域企业动漫作品及科技产品展

以大型 LED显示屏、平板电脑、全息 3D等新型

科技展示手段，集中展示市南区企业动漫作品，全

面展示近年来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科技新产品、新

技术、新成果。

时    间：5月 19日－ 6月 1日

地    点：市南区机关办公楼大厅

主办单位：市南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8729903

联 系 人：邓坤

00778
“保护生态环境、守卫绿色家园”主题宣传活动

市南区科协与区环境保护学会联合举办“保护生态

环境、守卫绿色家园”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开展咨

询服务和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咨询、产品展示、回

收兑换、发放科普宣传品材料等，与社区居民们互动。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八大峡广场

主办单位：市南区科协

联系电话：88729351

联 系 人：胡晓静

00779
“关注健康·绿色运动”体质监测活动

组织部分科技专家及一线科技工作者，开展体质监

测活动，通过科学仪器监测、测试数据分析、出具

监测报告、养生知识讲座以及个性化健身方案制定

等多个环节的检验、监测。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市南区少体中心

主办单位：市南区科协

联系电话：88729351

联 系 人：胡晓静

00780
“大学生与科技企业面对面”活动

组织驻青高校大学生代表与青岛国际动漫游戏产

业园、青岛市软件园相关企业负责人，举行大学生

与科技企业见面咨询会。为大学生选择就业方向提

供了科学指导，也为科技企业面向高校发现和选聘

人才提供了条件。

时    间：5月 27日

地    点：青岛国际动漫游戏产业园

主办单位：市南区科协

联系电话：88729351

联 系 人：胡晓静

00781
科学使者进校园系列活动

组织高层次科技人员，开展科学使者入校园活动，

深入学校开展科普活动。通过举办科技咨询服务、

科普讲堂，让广大青少年亲身体验和学习科技活

动，激发创新创造兴趣。

时    间：5月 19－ 24日

地    点：市南区属各小学

主办单位：市南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8729903

联 系 人：邓坤

00782
知识产权政策解读培训班

举办“知识产权政策解读”培训班，邀请青岛市知

识产权局相关相关人员授课。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隐珠街道办事处

主办单位：知识产权办

联系电话：85165815

联 系 人：刘保杰

00783
特种动物养殖技术培训班

邀请科普大使对张家楼镇特种动物养殖户进行特

种动物养殖管理、技术培训、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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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黄岛区张家楼

主办单位：黄岛区科协科普部

联系电话：85161707

联 系 人：于琳琳

00784
送科技卫生下乡活动

畜牧专家到六旺镇店子村举办生态养猪培训班；邀

请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到六旺镇店子村举行义诊活动。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六旺镇店子村

主办单位：黄岛区科技局成果科、农社科

联系电话：85161792

联 系 人：庄满斌

00785
科普进社区活动知识讲座

聘请专家针对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节能环保、食

品安全、减灾防灾、气候变化、科学健身等生活常

识，为社区居民开展专题性科普知识讲座。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黄岛区珠海街道李家石桥社区

主办单位：黄岛区科协学会部

联系电话：85161707

联 系 人：于琳琳

00786
黄岛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讲座

邀请专家进行科学素质培训，让广大小学生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黄岛区珠山小学

主办单位：黄岛区科协科普部

联系电话：85161707

联 系 人：于琳琳

00787
参观大学科研区、科技活动周总结

区骨干企业科研人员听工作人员讲解大学科研区

总体规划，现场参观大学科研区。参观结束后，在

党校会议室结合深入学习“科技推动新区建设”内

容，对科技活动周进行总结。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大学科研区、党校会议室

主办单位：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成果科

联系电话：85165815

联 系 人：许佳爱

00788
科技活动周集中宣传日活动

举办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

健康”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设立咨询台、摆放

科普展牌，发放各类科普宣传材料。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墨河公园广场

主办单位：即墨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88512640

联 系 人：姜义先

00789
科技创新知识讲座与专利知识培训活动

举办科技创新与专利知识培训，讲解科技法律、法

规，科技政策、专利法、专利知识；组织人员，深

入镇、办事处、园区有针对性地对辖属内的企业开

展专利知识讲座活动。

时    间：4月 26日－ 5月 30日

地    点：即墨市宾馆礼堂、镇、办事处、园区

主办单位：即墨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88556456

联 系 人：周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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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0
科学使者进校园（社区）

在城区中小学开展知识产权试点示范教育，培养中

小学生的知识产权和发明创造意识，开展专利知识

咨询活动；邀请中医院医学专家到中小学举办医学

科普进校园活动，就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健康进行

辅导，加强有关春季传染病的防止知识进行普及。

时    间：5月 8－ 30日

地    点：一职专、二十八中、二小，德馨社区

主办单位：即墨市科技局、科协、市教体局

联系电话：88556456

联 系 人：周克福

00791
送科技下乡、赶科普大集活动

组织科技报告团专家，在农村开展技术培训、讲解

专利知识，开展专利咨询活动，发放科普宣传资料；

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深入乡村集市、农户、种养殖基

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咨询等。

时    间：5月 15－ 30 日

地    点：王村镇、温泉镇、田横镇等

主办单位：即墨市科技局、科协

联系电话：88512640

联 系 人：姜义先

00792
专利知识进社区，医学知识讲座、义诊系列活动

在社区举办专利知识宣传、咨询活动，发放专利知

识“明白纸”，提高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社

区、村庄举办医学科普知识讲座系列活动，聘请专

家免费为群众进行健康查体，向群众提供医学方面

咨询。

时    间：4月 26日－ 5 月 30 日

地    点：社区

主办单位：即墨市科技局、科协、中医院

联系电话：88556456

联 系 人：周克福

00793
送科技下乡

印刷科普宣传资料，面向城区居民和广大农村群众

开展科普知识的宣传。组织“科普讲师团”到农村

生产一线开展技术咨询、现场指导，发放技术资料。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胶州

主办单位：科技局、科协

联系电话：82288225

联 系 人：张磊

00794
“走进企业、关心企业、服务企业”活动

组织开展“三企”活动。即“走进企业、关心企业、

服务企业”由科技人员分成三个小组深入基层、企

业，了解和征集需求意见，对口接通大专院、科研

院所，帮助企业创新发展，提档升级。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胶州

主办单位：科技局

联系电话：82288230

联 系 人：刘顺才

00795
开展对创新型企业宣传报道工作

在深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选取3-5家发展速度快、

绩效好的创新型科技企业进行专题报道。通过加大

在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上的宣传，树立社会创

新型科技企业发展的标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胶州

主办单位：科技局

联系电话：82288230

联 系 人：刘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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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6
科技创新·美好生活大型科普宣传

设立低碳经济宣传咨询服务点，宣传关于资源节约

的法规政策。开展以食品安全、应急避险等科技政

策宣传为中心内容的宣传活动。同时，在城乡张贴

“珍惜资源”、“节约资源”、“生态环保”等科

普挂图；组织青年科普志愿者深入农村、镇、街道、

园区开展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宣传服务活动。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平度市区、各镇（街道、园区）

主办单位：平度市科协

联系电话：87362783

联 系 人：谭召勤

00797
大中型企业科技信息库介绍及现场演示

在平度市邮政局四楼会议室举办企业科技信息库

介绍及现场演示。聘请青岛市科技咨询企业协会的

有关专家授课。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平度市邮政局会议室

主办单位：平度市科协、科技局

联系电话：87362783

联 系 人：杨初佳  谭召勤

00798
科学使者进社区益民活动

邀请北京防癌抗癌专家，组织福安花园、三龙福林、

幸福人家等周边社区居民举办科学饮食、科学健身

及防癌抗癌科普讲座，有效预防各种疾病的侵蚀，

达到预防和防治目的。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平度市福安花园社区

主办单位：平度市防癌抗癌协会

联系电话：87362783

联 系 人：谭召勤  孙秀伟

00799
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培训班

邀请青岛市有关专家讲解专利知识、企业知识产权

管理制度的建立及应用、企业专利战略及其运用

等，解读国家、省、青岛市知识产权政策。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市委党校

主办单位：平度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87362741

联 系 人：仲玉翠

00800
科学使者进社区益民活动

组织新安苑、安居苑等周边社区居民进行有机食品

栽培方法及辨别常识讲座。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平度市福安花园社区

主办单位：平度市科协

联系电话：87362783

联 系 人：谭召勤  孙秀伟

00801
科学使者进校园

组织平度市实验小学的航空航天模型爱好者，由平

度市科技辅导员、小学高级教师刘洪波讲解航空航

天模型的制作和改进方法。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平度市实验小学

主办单位：平度市实验小学

联系电话：87362783

联 系 人：谭召勤

00802
波与浪——波动的海洋

中国海洋大学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对外开

放，中小学生、市民可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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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办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联系电话：0532-82032664

联 系 人：马昕

00803
增强海洋意识 维护海洋权益

组织开展中国海洋权益沙盘展示、海洋资源实物展

示、海权教育电影院，以及海洋海权教育展览四个

活动，通过沙盘、实物、图片和多媒体课堂等多种

形式，将海洋知识、海权教育内容形象化、趣味化。

时    间：5月 23日 14:00-16:00

地    点：中国海权教育馆

主办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联系电话：13589368250/66781990

联 系 人：刘晓纬

00804
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的诊治讲座

讲解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妊娠期甲状腺毒

症、甲状腺结节及甲状腺癌等内分泌科方面知识。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城阳区人民医院

主办单位：城阳区人民医院

联系电话：0532-80657109

联 系 人：刘长江

00805
参观汉画像砖，探访中华文化之源

以青岛晚报小记者团为主，通过参观汉画像砖全面

了解汉代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崇汉轩汉画像砖博物馆

主办单位：青岛崇汉轩汉画像砖博物馆

联系电话：13854271123

联 系 人：杨敏

00806
科技服务入区市

对即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科技政策宣讲活动，

使科技企业能了解科技政策，正确运用科技政策来

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时    间：5月 15日

地    点：即墨市

主办单位：青岛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0532-88728989-608

联 系 人：刘少青

00807
科技服务入园区

组织开展国家及本市科技政策宣讲活动，使科技企

业能了解科技政策，正确运用科技政策来促进企业

的技术创新能力。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橡胶谷

主办单位：青岛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0532-88728989-608

联 系 人：刘少青

00808
科技服务咨询与交流活动

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组织企业联络员开

展培训交流活动，培训的主要内容有科技政策讲

解、科技金融、科技成果、技术合同登记、技术交易、

科技资源共享等。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中国海洋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主办单位：青岛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0532-88728989-632

联 系 人：刘少青

00809
科技通宣传

在软件园人流高峰期，组织宣传科技通的使用，作

为科技服务入园区活动的延伸，将科技服务延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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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手机上，方便他们及时了解科技资讯、通知

等，并且与专家互动问答，推进科技知识普及。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青岛市软件园

主办单位：青岛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0532-88728989-633

联 系 人：崔晓蓓

00810
水产品检测技术交流活动

青岛市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协作平台联合青岛市分

析测试学会、国家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针对加

盟单位青岛谱尼测试提出的需求开展《水产品检测

专业技术培训》。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会议室

主办单位：青岛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0532-88728989-632

联 系 人：刘少青

00811
产学研对接活动

联合市工商联开展企业科技创新需求调查，根据企

业技术需求，征集科研院所项目信息，开展项目对

接活动。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青岛市技术转移中心

主办单位：青岛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0532-83804234

联 系 人：刘斌

00812
海洋科普进校园

与青岛科技编辑学会联合赴山东莒南沂水县云头

峪小学开展海洋科普知识宣传活动。届时将向学生

们赠送价值 5000 元的科普图书；邀请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的专家为学生们作精彩的科普报告、讲

座，并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互动，围绕学习海洋科学

知识，探索海洋奥秘进行讨论交流。

时    间：5月 16－ 18日

地    点：山东莒南沂水县

主办单位：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联系电话：0532-82898636

联 系 人：李毅萍

00813
我心目中的海洋绘画比赛（第六届）

举办 “我心目中的海洋”主题绘画比赛，组织青

岛市各中、小学校的学生参加比赛。充分发挥孩子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用五彩缤纷的画笔描绘出心

目中的海洋，表达对蓝色海洋世界的美好憧憬，抒

发探索海洋奥秘的美丽梦想。

时    间：5月

地    点：山东青岛

主办单位：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联系电话：0532-82898636

联 系 人：李毅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