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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日上午 9:00

地    点：淮南市新体育中心（田家庵区广场北路）

主办单位： 淮南市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科协、

田家庵区政府

联系电话：0554-6644166

联 系 人：陈杰

00697
科普电影周活动

通过科普影片进乡镇展影活动，不断提高现代农民

的科学种田知识，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加快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有关乡镇

主办单位：阜阳市委宣传部、科技局

联系电话：0558-2296869

联 系 人：马飞海

00698
开展送科技下乡、进社区活动

赴有关乡镇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请农技专家现场

解答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组织有关医院

医生面向广大市民举办义诊活动，开展街头医疗保

健知识咨询，发放卫生科技资料，以展板图片、文

字形式宣传疾病预防知识；以三农科技短信群发形

式编辑发送 20条有针对农业科技和相关惠农政策

短信，与有关县科技局共同举办送科技下乡活动，

将三农科技短信汇编手册及相关实用技术资料赠

送有关乡镇。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有关乡镇、社区

主办单位： 芜湖市科技局、镜湖区科技局、芜湖市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53-3836575

联 系 人：程辉

00699
专家走进企业，企业家走进高校

黄山市科技局及其下辖各区、县科技局负责人、相

关企业负责人赴黄山学院对接，开展洽谈、签约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黄山学院

主办单位：黄山市科技局、黄山学院

联系电话：13965515005

联 系 人：江利明

00700
地震疏散演练及青少年科技创新辅导

组织全县中小学学生开展地震疏散演练、辅导学生

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组织学生发放科普宣传材料。

时    间：5月 12－ 25 日

地    点：宿松县各中小学

主办单位：宿松县科技局、科协

联系电话：15357207392

联 系 人：陈群力

福建

00701
2013 年福建省暨福州市科技·人才活动周启动

仪式

举行 2013 年福建省暨福州市科技·人才活动周启

动仪式；参观科普成就展 ; 组织科普文艺演出和科

普知识竞答；组织科技、医学和环保等专家，开展

医疗卫生、食品卫生、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防范

邪教等科普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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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西湖文化广场

主办单位： 福建省科技·人才活动周组委会、福州

市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591-87868919

联 系 人：陈伟

00702
“科技创新·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林业科普系列

活动

组织开展林业科普宣传周、油茶丰产栽培技术培训

班、送林业科技下乡、林业科技入户服务活动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林业厅大院和厅直属单位；福州植物园、

福建武夷山自然博物馆等林业科普基地；

设区市林业局、部分厅属院校，林业基

层单位、乡村

主办单位：福建省林业厅

联系电话：0591-87853228

联 系 人：吴奕

00703
“美丽厦门·关爱海峡”海洋科普专场志愿服务

活动

绕海洋环保、海洋权益、海洋生物、海洋食品安全

以及海洋防灾减灾等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和

志愿服务活动。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鼓浪屿码头广场

主办单位： 科技周组委会、海洋三所、鼓浪屿管

委会

联系电话：0592-2273510

联 系 人：马宗远

00704
海洋渔业科技下乡活动

开展渔业科技培训和科技下乡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建瓯市、光泽县、宁化县、武平县、长汀县、

大田县

主办单位： 建瓯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光泽县农业局、

宁化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武平县畜牧兽

医水产局、长汀县畜牧兽医水产局、大

田县畜牧兽医水产局

联系电话：0591-87820180

联 系 人：林 捷

00705
2013 年全国知识产权巡回讲座（福建）

邀请相关专家为全省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及优势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及高校师生就企业知识产权

标准化管理、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及案例分析等内容

进行演讲，提高我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水平。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厦门大学

主办单位：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0591-87819626

联 系 人：全丹珂

00706
“生育文明·幸福家庭”宣传服务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以预防出生缺陷宣传、生殖健康咨

询、避孕药具发放等服务。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各地

主办单位：省、市、县人口计生部门

联系电话：0591-87713102

联 系 人：侯垟洋

00707
福州科技馆科普大篷车下乡、进社区、进校园

活动

科普车携带展品、舞蹈机器人、科普展板、图册等

进入五区八县偏远山区和学校社区开展科普教育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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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地    点：五区八县偏远地区及学校

主办单位：福州市科协、福州科技馆

联系电话：0591-83351957

联 系 人：林震

00708
计量创新·美好生活

向群众宣传计量法律法规，开展光学计量科普知识

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医学计量科普知识，开展力

学计量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福州市城区

主办单位： 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福建省计量测

试学会

联系电话：0591-87842148

联 系 人：卓雄文

00709
实施安全风险管理·科技创新和谐环境

以“实施安全风险管理，科技创新和谐环境”为主

题，大力宣传铁路科技领先、饯行“以人为本服务

旅客”的管理理念。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福州、永安、南平及旅客列车

主办单位：福建省铁道学会

联系电话：0591-87052540

联 系 人：常代有

00710
科技创新、推广新型机油净化器活动

组织专家、学者针对新型机油净化器进行学术研

究；召开交通运输行业负责人、科技人员座谈会推

荐新型节能减排产品，邀请宣传媒体进行采访、报

道、推广、普及。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福州等地

主办单位：福建省交通运输协会

联系电话：0591-87556087

联 系 人：李友栋

00711
两岸清华大学博士生论坛活动

举办“共同家园、先行先试”论坛和“时代前沿、

科技创新”学术报告会。

时    间：5月 20－ 22 日

地    点：平潭综合实验区规划馆

主办单位：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

联系电话：135559151939

联 系 人：汤志林

00712
创新提升“引智兴莆”品牌工程

加大院地双方互派干部挂职工作力度，加大专家服

务团和科技副职的选派力度，全面落实市级以上高

层次人才及其团队、市首批优秀人才和青年专业技

术后备人才支持政策，充分发挥其领军作用。

时    间：5－ 6月

地    点：莆田

主办单位：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联系电话：0594-2685750

联 系 人：蔡金春

00713
龙岩市科技人才活动周科普宣传活动

组织科技人员在街心广场及周边主要路段街道摆

设咨询、服务点，开展以“科技创新 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向群众发放科普资料，现

场接受群众疾病健康义诊与咨询，卫生、食品安全，

政策法律法规，高新技术，科技专利及电信等知识

咨询，普及健康知识，举办科普灯谜竞猜、科技服

务等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新罗区街心广场及周边路段

主办单位： 龙岩市科技局、科协、新罗区科技局、

科协

联系电话：0597-2332882

联 系 人：谢国池  廖汉福  徐莉萍  林永禄  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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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4
2013 年三明市科技·人才活动周科普宣传活动

组织中心广场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举办一场大型科

普展览活动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三明市中心广场

主办单位：三明市科技局、组织部、宣传部、科协

联系电话：13385986683

联 系 人：陈飞

00715
“平安中国”防灾宣导公益活动“千城大行动”

参加由中国地震局、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办的“平

安中国”防灾宣导系列公益活动。

时    间：5月－ 6月 30日

地    点：全市六个区 20个点

主办单位：厦门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0592-2120336/13600972267

联 系 人：徐辉

00716
宣传有关水土保持、生态县建设科普知识，以

及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等

利用广播电视等方式开辟科普专栏，宣传水土保

持、生态县建设有关科普知识，在城区三元阁举办

宣传咨询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县范围

主办单位：长汀县科技局、环保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联系电话：0597-3160188

联 系 人：林翠旺  胡冰  王其辉

00717
2013 年泉州台商投资区科技·人才活动周专题

活动

举办惠安五中学生创新成果展；播放台商投资区宣

传片；分发给全区青年朋友的一封信等活动。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泉州台商投资区

主办单位： 泉州台商投资区科技经济发展局、党群

工作部（科协）

联系电话：13859705235

联 系 人：陈巧平

00718
科技活动周——“六进六个一活动”

秀屿区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将联合有关单位、企业，

以“六个科技”为载体，开展“六进”及“六个一”

活动。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秀屿区

主办单位：秀屿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13808595872

联 系 人：张丽勇

00719
绿色生态校园节能减排创意设计比赛

举办绿色生态校园节能减排创意设计比赛。

时    间：3月－ 5月

地    点：福建工程学院

主办单位：福建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0591-22863077

联 系 人：杨明华

00720
“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环保科普宣

传进社区

举办“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环保科普宣传

进社区活动，以海报宣讲、有奖知识问答、现场实验

演示及情景体验、环保节目表演等形式，对环保科普

知识进行宣传，对环保科技创新成果进行体验。

时    间：5月

地    点：厦门文化艺术广场

主办单位：厦门理工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13950066140

联 系 人：程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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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1
肿瘤科普讲座、肿瘤专家义诊活动

组织开展肿瘤专家义诊咨询活动；肿瘤科普讲座；

青年团员科技周“志愿者”宣传活动，发放肿瘤防

治书籍。

时    间：5月 19－ 23 日

地    点：福建省肿瘤医院

主办单位：福建省肿瘤医院

联系电话：0591-83677110

联 系 人：黄萍  林瑞英

00722
建设低碳绿色家园

展示我市绿色建筑和节能改造等相关案例和技术，

向前来参观的社会公众提供相关的技术和政策咨询。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厦门市建设与管理局

联系电话：2208185

联 系 人：何汉峰

00723
“美丽厦门 . 关爱海峡”海洋科普专场志愿服

务活动

会同 7家涉海相关单位科普志愿者在鼓浪屿码头

广场举办海洋专场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鼓浪屿码头广场

主办单位：科技周组委会、海洋三所、鼓浪屿管委会

联系电话：0592-2273510

联 系 人：马宗远

00724
2013 厦门市科技人才活动周开幕式

围绕“科技创新 . 美好生活”主题，组织厦门市专

家型科普志愿者参加活动周开幕式。现场为当地群

众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免费诊疗、健康生活等服务

活动。并组织科普志愿者开展低碳节能、健康养生、

应急避险等科普图片展览、现场演示、发放配套书

籍、宣传手册等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科技周组委会

联系电话：0592-2273509

联 系 人：马宗远

00725
厦门市社区青少年科学工作室向公众开放

厦门市 17家社区青少年科学工作室在活动周期间

向未成年开放。科普志愿者现场为参与未成年人提

供模具加工、电脑机器人拼装和培训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社区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主办单位：科技周组委会

联系电话：0592-2273508

联 系 人：许莹

00726
厦门市惠农服务站惠农志愿服务活动

全市惠农服务站在活动周期间举办科普专题讲座、

实用技术培训。利用农村科普宣传栏刊登食品安

全、生态环保、低碳节能等方面科普挂图。广泛开

展多形式惠农服务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区科普惠农服务站

主办单位：科技周组委会

联系电话：0592-2273510

联 系 人：马宗远

00727
厦门市社区科普大学系列专题科普讲座

组织科普志愿者专家讲师团围绕食品安全、春季养

生及禽流感预防、低碳节能等专题，以我市 7所

社区科普大学分校为平台，面向市民群众、外来务

工人员及未成年人举办巡回科普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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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社区科普大学分校

主办单位：市科技周组委会

联系电话：0592-2273510

联 系 人：马宗远

00728
防震减灾大型广场科普宣传活动

由地震局提供技术和专家咨询、讲座，科技馆提

供场地和服务。通过地震基础知识及配套小实验、

地震预警知识、预警互动及灾后自救、互救技能现

场学习，现场专家咨询和免费发放防震减灾资料，

提高民众防灾自救能力。

时    间：5月 11－ 19 日

地    点：厦门科技馆

主办单位：厦门市地震局、厦门科技馆

联系电话：2120336/13600972267

联 系 人：徐辉

00729
“平安中国”防灾宣导公益活动“千城大行动”

组织播放20场防灾动画电影《今天·明天》或《乐

乐熊历险记》；防灾知识游戏和互动活动；进行“防

震减灾成就展”和“防灾减灾科普展”两个图片展览。

时    间：5月 6日－ 6月 30日

地    点：全市六个区 20个点

主办单位：厦门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2120336/13600972267

联 系 人：徐辉

00730
中山公园群众科普宣传活动

现场咨询服务、防震减灾知识有奖问答地震知识图

片展示、免费发放《厦门市应急避难场所指南》等

防震减灾资料。

时    间：5月 12日上午

地    点：厦门市中山公园南门

主办单位：厦门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2120336/13600972267

联 系 人：徐辉

00731
科普进校园活动——大嶝小学站

防震减灾知识讲座、防震减灾知识有奖问答、避震

逃生演练、地震知识图片展示、防震减灾资料免费

发放等。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翔安区大嶝小学

主办单位：厦门市地震局、翔安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2120336/13600972267

联 系 人：徐辉

00732
科普进校园活动——东孚学校等 11 所“防震减

灾科普示范学校”

出一期防震减灾相关内容的黑板报；组织一次学生

参观和黑板报评比；上一堂防震减灾科普教育课；

组织一次野外科普考察；开展一次科技兴趣小组科

技报告会；编报一组新闻报道。

时    间：5月 10－ 20 日

地    点：11 所“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主办单位：厦门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2120336/13600972267

联 系 人：徐辉

00733
科普进社区活动——中山路站

现场咨询服务、防震减灾知识有奖问答、地震知识

图片展示、防震减灾资料免费发放等。

时    间：5月

地    点：思明区中山路

主办单位：思明区

联系电话：2120336/13600972267

联 系 人：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