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7

Beijing

北
京

北京

00001
第四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活动

开展第四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

活动。

时    间：3月－ 12月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全国总工会

联系电话：010-68591412

联 系 人：查新安

00002
工会参与 2013 年科技活动周主会场活动

围绕 “科技创新·美好家园”总主题，突出“中

国梦劳动美”的特色，以图片展示《锐意创新谱华

章——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车工状元”王

尚典》等 7名第四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状元

的成长纪实报道；并让创新工作室技术带头人进行

现场讲演。

时    间：5月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全国总工会

联系电话：010-68591412

联 系 人：查新安

00003
中国科学院第九届公众科学日”科研院所开放

大型公益性科学传播活动

公众科学日期间，中科院遍布全国 20多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 90余个科研机构将对公众开放，

紧紧围绕“科技创新·美好生活”“科技引领未来”

等主题开展一系列精彩的科普活动。内容包括科学

讲座、开放国家院所重点实验室、参观大科学工程

及科普基地、现场交流互动、科技政策和成果转化

咨询、研究生招生咨询、科研过程体验、中小企业

专场、“科学与中国”学术会堂专场等形式。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沈阳、

昆明、长春、南京、武汉、兰州、新疆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

联系电话：15010258120

联 系 人：季慧

00004
农业部科技下乡活动

举办科技培训和科普讲座；发放科技资料和文化

用品等相关活动。

时    间：6月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联系电话：59193089

联 系 人：靳红

00005
2012 年粮食科技活动周

粮食科技活动周的主要形式包括图片及动漫展示、

网络、材料宣传、科技列车行活动和开放粮食行业

科研院所实验室等。有关高校组织学生辩论赛、话

剧表演、摄影等形式展览。邀请专家作《信息化带

动粮食传统产业发展》和《粮食仓储物流与质量安

全技术进展》的科普讲座。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国 31个省（区、市）

主办单位：国家粮食局

联系电话：63906925/63906832

联 系 人：张成志

00006
2013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

设置“科普商店、科普邮局、电视直播间、大会服

务处”等服务区，采取模拟场景风格设计搭建方式，

呈现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普成果、与城市建

设发展等方面相关的高科技成果。突出科技周“科

普博览”品牌，从不同技术领域充分展现“科技创

新·美好生活”主题，并在各板块内设计闯关和知

识竞猜等游戏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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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活动。重点推出八家名人故居联合举办的《创

造辉煌——文化名人与文化创新》和《20 世纪文

化名人的中国梦》巡展活动，以及“我爱博物馆”

摄影大赛、第二届北京收藏交流大会等。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全市各博物馆

主办单位：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等

联系电话：13693115565

联 系 人：白崇

00010
健康科普能力建设活动

以宣传讲座、义诊咨询、健康体验、网络互动等形

式，提高公众对营养、运动、心理健康知识的认知。

组织专家编写健康科普读本和调查问卷，并向公众

发放；深入社区组织百场恶性肿瘤防治知识讲座，

百场戒烟限酒、合理膳食相关技能培训；免费建立

千份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签订千份家庭医生式服务

合同。向公众介绍宠物传染病的相关知识。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社区

主办单位：北京市卫生局

联系电话：13701320280

联 系 人：司雪峰

00011
扶贫助残送科技下乡活动

在“全国助残日”园博会嘉年华活动中展示残疾人

制作的手工艺品等市残联“爱立方”产品。新建

20 个扶贫助残基地，聘请农业专家、学者，开展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活动。对残情较重、行动不便的

残疾人，开展一对一入户指导工作等。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北京园博园、京郊区县

主办单位：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联系电话：87892487

联 系 人：臧新义  蔡琼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

主办单位：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北京市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66156170

联 系 人：鲁庆莲

00007
2013 年第十六届北京科博会——“智慧北京新

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成果”展览

向公众介绍以宽带、传感、分析、移动为关键特征

的现代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支柱产业的发展趋

势，展示北京建设智慧城市的创新科技成果，宣传

首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前沿地位。通过实

物展示、互动体验等手段，让市民充分体验智慧城

市建设带来的幸福生活。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单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联系电话：57587571

联 系 人：周琼

00008
第十八届商业科技周

举办商业科技周启动仪式；重点选择城六区 30余

家商业企业，设立科普橱窗（电子科普显示墙）、

科普柜台及科普展板，开展形式多样的商业科普宣

传；组织京东商城、凡客诚品、当当网等电子商务

企业利用互联网优势，设立专题页面，宣传商业科

普知识。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华冠天地购物中心、各大商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联系电话：13811657919

联 系 人：耿英贞

00009
2013 年 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宣传活动

举办 5·18 国际博物馆日传统项目“博物馆寻宝

游”、“博物馆系列文化讲座”、“公益性文物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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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2
中国科学院第 9 届公众科学日

联合中国科学院京区 20余个研究所举办第 9届公

众科学日活动。突出展示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成

果，一大批一线科学家、院士将与公众现场交流互

动，对外开放一批国家、院所级重点实验室以及大

型科研设施，举办专题展览、专题科普讲座等内容，

激发公众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中国科学院京区 20余个科研院所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

联系电话：15010258120

联 系 人：季慧

00013
2013 年“美丽北京 魅力科普”科普超市行系

列科普活动

“超市行”活动以百姓视角为出发点，选择贴近民

生的主题，整合优势资源，运用情景化体验、互动

参与的活动形式，通过知名企业的合作参与，深入

挖掘超市服务的文化和科技内涵，展示北京超市服

务的文化底蕴和科技特色。

时    间： 5 月 25 日启动，5 月至 10 月期间周末

1-2 天

地    点：全市范围内的大中型购物中心、超市等

主办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15801560527

联 系 人：马文譞

00014
首都图书馆分会场活动

举办“夕阳红，爱在朝阳”聋人书画作品展、“东

欧艺术展”、“智利摄影展”、“阅读的力量”主

题展览。开展“生活中的化学”系列活动，举办青

少年科普剧比赛。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首都图书馆

主办单位：首都图书馆

联系电话：13910762170

联 系 人：王海茹

0001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生科技文化节活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生科技文化节以北航“冯如

杯”学生学术科技竞赛为标识举行，科技文化节包

括科技讲座﹑科技论坛、学术报告会、大学生科技

博览会等系列活动和“冯如杯”竞赛。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办单位：北航科协、北航团委

联系电话：13439856873

联 系 人：孙春兴

00016
北京工业大学科技周分会场活动

举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授牌仪式暨 2013 年北京

科技周北京工业大学分会场启动仪式”。科技与艺

术博物馆的 6个分馆全部对外开放。组织科普物

理演示实验活动。与朝阳区妇幼保健院联合举办

“青春期女性保健知识”讲座等。

时    间：5月

地    点：北京工业大学

主办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联系电话：13661363662

联 系 人：李东松

00017
“绿色北京，绿色行动”宣讲团系列活动

热衷于环保科普宣传工作的专家、学者等宣讲团成

员深入全市开展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为主题的科普宣讲

活动。面向全市少年儿童，举办北京市第十七届小

学生“我爱地球妈妈”演讲比赛。与北京市地铁运

营公司合作，在各地铁站、机关、社区、学校免费

发放绿色出行宣传页及公交卡套几十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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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

主办单位：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联系电话：13041031237

联 系 人：李笑萍

00018
“大嘉讲”科教讲座活动

大嘉讲是以国内外高层人群为定位的高端科教专

业讲座，每期 120 分钟的现场讲座时间内，将邀

请 4名科技、航天、医药、生物、物理、化学等

多种门类的领军人物，以演讲的方式来传递与分享

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中国科技馆

主办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13717517694

联 系 人：崔英明

00019
2013 年北京科技周“爱粮节粮”主题宣传日活动

以“科学膳食、适度消费”为主线，紧密围绕“科

学发展”中心，指导市民珍惜粮食资源，培养市民

正确的主食消费习惯。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粮食局

联系电话：13810991542

联 系 人：宫海燕

00020
第六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暨第五届地坛中

医药健康文化节

包括中医药传承文化展示活动、中医药科普大讲堂

宣讲活动，中医药科普图书展示活动等，还特别邀

请“养生堂”节目组参与宣传。通过科普长廊、文

化展墙、国医读本、视频赏析、实操演示、精品本

草展示等形式，宣传中医文化与知识。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地坛公园

主办单位：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东城区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15811147199

联 系 人：刘刚

00021
“园林科技服务绿色生活”系列活动

开展家庭养花知识普及活动，解决市民在日常花卉

栽培中遇到的难题。通过展板展示的形式向公众介

绍森林的功能、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科普知识。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龙川湖公园

主办单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联系电话：13611050728

联 系 人：孙鲁杰

00022
知识产权文化普及活动

紧密围绕首都知识产权战略，通过科普展板展示、

专家咨询等形式，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产权（以专

利为主）基本知识、首都知识产权（专利）发展情况；

举办知识产权高校巡回讲座、电子申请宣传推广等

活动，提高民众知识产权意识。

时    间：5月 18－ 20 日

地    点：科技周活动主、分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13611076698

联 系 人：魏庆

00023
气象科普知识走进北京打工子弟校园

面向北京青少年弱势群体——打工子弟，将气象科

普知识送进校园，通过开展面对面的知识普及、科

学讲座、科学体验、发放丰富多彩的科普读物等系

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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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8－ 25 日

地    点：14中、海淀寄读、万泉小学等

主办单位：北京气象学会

联系电话：13811912331

联 系 人：高迎新

00024
北京历史文化文物知识问答活动

为普及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文物知识，选编 300

余道与北京历史文化文物知识相关的问答题，开展

有奖知识竞答活动；摆放文物知识展板，由专家现

场为公众介绍北京历史文化文物知识等。

时    间：5月

地    点：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联系电话：13811825007

联 系 人：周正义

00025
科技服务民生展示活动

向公众宣传展示科技惠及民生建设成果，具体包括

开展北京市 96156 社区服务平台展示活动。开展

“公共数字有声图书馆”展示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民政局

联系电话：13910509051/18910022605

联 系 人：刘焱  王佳洋

00026
中医药科普知识下乡

走入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古桑园，与“桑葚文化节”

相结合，宣传“身边的本草食疗”中医药知识，发

放《中医四季养生知识》科普图书。同时启动专家

巡诊活动。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大兴区

主办单位：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联系电话：13810067047

联 系 人：吕凤玲

00027
科技农业展示活动

开展“奇异彩色树”展示活动、DIY彩色树枝创意

画展示活动、DIY艺术压花展示活动、科普惠农业

工程之农机科普丛书互动发放活动、“关爱水生生

物，维护水域生态”主题的科普展示活动、“草莓

立体高效栽培技术”展示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联系电话： 13521086831/13141303639/ 

15300123826/13810720103

联 系 人：唐存莲  张武斌  邹强军  曲明山

00028
弘扬北京精神， 建设世界城市——社科普及下

乡活动

围绕活动主题，开展科技周科普下乡活动，具体内

容包括广场文艺演出、猜灯谜、展览展示、专家咨

询、知识问答、发放科普读物和宣传品等活动形式。

并向当地图书馆、村镇文化活动室赠送书籍。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密云县社区广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科联

联系电话：13522974200

联 系 人：孙颖

00029
“百万家庭低碳行，旧物置换更节能”活动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创办“周末社区旧货交易市场”

试点活动，并通过主流媒体以专栏、专题形式进行

追踪、走访和宣传，倡导旧物置换、循环利用、减

少一次性用品使用等绿色生活方式。

时    间：5月

地    点：大兴

主办单位：北京市妇联

联系电话：13621259643

联 系 人：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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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0
“绿色消费——时尚女性乐享现代生活”活动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联合实施“倡导社区女性参与绿色消费示范项目”，

通过开展家庭和社区绿色消费系列活动，推动整个

社区家庭参与绿色消费行动。

时    间：5月

地    点：东城区交道口街道

主办单位：北京市妇联

联系电话：13681508558

联 系 人：刘阳

00031
传播人道公益理念，普及应急救护科普知识活动

围绕活动主题，通过专家现场讲解、咨询、发放科

普宣传品等形式，向公众普及应急避险、自救互救

知识，并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提高公众应急

救护能力。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红十字会

联系电话：13910234275

联 系 人：李崇森

00032
第二届北京市大学生建筑结构设计竞赛

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工业

大学等北京市 10所高等院校，围绕“大跨结构和

桥梁结构”主题，开展土木工程方面的竞赛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主办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联系电话：15120066168

联 系 人：王琳

00033
北京科普资源联盟一届二次理事会暨科普产业

联盟成立大会

召开北京科普资源联盟一届二次理事会，讨论

《2013 年北京科普资源联盟工作要点》并宣布成

立子联盟——北京科普产业联盟。集中讨论联盟运

行模式、工作机制，从科研机构、科技类场馆、科

普企业、媒体等多个层面提出好的想法和建议。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北京科技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科普资源联盟

联系电话：13683544807

联 系 人：谭超

00034
2013 年（第十届）北京百万家庭数字生活技能

大赛

大赛将通过新闻发布会在全市 16 个区县全面启

动，届时将开展单项赛、家庭赛、基层活动等一

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7月

地    点：北京科技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联系电话：13811974984

联 系 人：李宁

00035
北京市提高全民信息能力科普展示活动

围绕“信息惠民、健康生活”主题，举行信息科普

活动启动仪式，开展信息科普五进基层活动，通过

信息科普展览、信息科普讲座、信息科普咨询、信

息科普大蓬车、信息科普知识竞赛和向市民赠送网

络科普读本等形式，加大市民信息科普工作力度，

普及新信息科技知识。

时    间：5月－ 10月

地    点：各区县

主办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13701051988

联 系 人：李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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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6
西单科普画廊北京园博会科普主题展

围绕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主题内容，

举办西单科普画廊北京园博会科普主题展，通过大

型展墙灯箱、实物展示、多媒体互动、视频播放等

形式，向公众展示园博会绚丽美景、建设理念等内

容，引导公众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时    间：5月－ 10月

地    点：西单科普画廊

主办单位： 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组

委会、丰台区人民政府、北京市科学技

术协会

联系电话：13911307586

联 系 人：赵国智

00037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九届公众科学日

系列科普活动

通过专题报告、展板展示和实地参观等形式，向公

众介绍高能所重大研究成果，同时向公众免费开发

国家重点实验室。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联系电话：13466398545

联 系 人：冯旻子

00038
“赢在未来”科普公益活动

深入全市 20余个大型社区及科普教育基地，通过

科普讲座、互动交流、实践考察等形式，开展名家

讲堂、家长沙龙、奇趣课堂、家长与青少年俱乐部

活动，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

时    间：4月－ 12月

地    点：北京市各大型社区

主办单位： 中国自然科学学会、北京知乐英才教育

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601050321

联 系 人：伍泓宇

00039
“数字阅读，学海之舟”——少儿数字阅读推

广活动

围绕活动主题，搭建数字阅读推广平台，将我国优

秀数字出版商的数字化少儿读物进行整合，构建网

上知识竞赛题库。

时    间：5月

地    点：国家图书馆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

联系电话：15810639936

联 系 人：张章

00040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图片展

围绕“生物多样性与水源”主题，与台湾特有生物

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海峡两岸生物多样性保护图片

展，由大陆和台湾各提供 100 幅有关生物多样性

保护有关题材的图片进行展出。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北京国家动物标本馆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数码赛组委会

联系电话：13301023754

联 系 人：杨柳

00041
“科技改变生活”互动体验展

举办科技改变生活互动体验展，展览通过互动体验

等形式，展示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所属研究所所

处行业高端技术研究成果，宣传科技事业发展成

就，推广最新技术和科学品牌。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联系电话：66161561

联 系 人：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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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2
2013 年北京数字博物馆研讨会

围绕“数字技术发展趋势与文化创造活力”、“数

据管理与文物资源利用”等议题举办北京数字博物

馆研讨会，并配合研讨会举办主题展览。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北京科技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 北京数字科普协会、首都博物馆联盟、

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数字化专业委员

会、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摄影专业委员会

联系电话：13501094232

联 系 人：刘英

00043
“食品营养标签和营养健康知识”科普宣传活动

通过实物展示、体验健康预警测评、互动活动、专

家咨询、发放科普资料、展板展示等形式，向公众

普及食品营养标签和营养健康知识内容。开展北京

市营养源研究所科普教育基地“营养健康科普展览

馆”参观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

联系电话：13611056104

联 系 人：李黎

00044
2013 年北京科技周东高地社区科普文化广场活动

通过科普文化广场的形式，开展科普知识有奖竞

猜、发放科普丛书、医疗专家义诊、文化体育表演、

宝石鉴定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科技活动。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丰台区东高地万源文化广场

主办单位：北京老科学技术工作者总会

联系电话：51949237

联 系 人：刘宁

00045
“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

促进创新创造”防灾减灾科普宣教活动

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活动，向公众推介科

普图书、《平安北京》防灾减灾科普知识专题片，

展出知识展板，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展出地震

体验车、地震应急搜救救援车、气象应急指挥车，

开展相关互动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减灾协会

联系电话：13681033634

联 系 人：韩淑云

00046
关爱老年·美好生活

北京 15家医院联合举办老年痴呆领域大型义诊宣

讲活动。通过组织专家、大学生志愿者走进街、乡、

社区开展义诊活动，向公众普及预防老年性痴呆病

的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安立路军休所

主办单位： 北京老年痴呆防治协会、 国际老年痴呆

协会中国委员会

联系电话：13811564842

联 系 人：于维

00047
客运站（车）科普宣传活动

开展在北京地区客运站张贴科普宣传画；通过电子

屏幕播放宣传口号；向旅客发放科普读本；建设铁

路站（车）旅客书屋或科普图书室（架）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局管内客运站（车）

主办单位：北京铁道学会、北京铁路局科协

联系电话：13801134261

联 系 人：成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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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
2013 年第九届 UPS 及其供电系统用户调查揭

晓大会

围绕“环境治理，人人参与，太阳能电池进我家”

主题，通过学术报告、调查信息反馈、网络投票、

现场调查、专家点评等方式，表彰在技术创新和

节能环保方面优秀企业，宣传绿色能源，保护生

态环境。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北京电子学会

联系电话：13671051613/13601186466

联 系 人：李俊岐  盛志翔

00049
2013 年北京科技周科普影视创作论坛暨第十届

学术论文颁奖活动

邀请专家介绍国内外科技影视创作现状及发展趋

势；观摩优秀科普影视作品，探讨科普影视创作理

念，交流拍摄制作技巧；开展第十届学术论文颁奖

活动。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主办单位：北京科技声像工作者协会

联系电话：13621218037 

联 系 人：夏桂云

00050
幼儿创造力绘画大赛

面向全市征集幼儿创意绘画，邀请专家评选出获奖

作品并举行颁奖典礼。

时    间：4月－ 7月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联系电话：13811533301

联 系 人：姚奇

00051
我讲科学小故事

围绕活动主题，面向全市征集幼儿讲科学故事的视

频短片，并聘请专家进行评选和表彰。

时    间：4月－ 6月

地    点：北京幼儿科普协会

主办单位：北京幼儿科普协会

联系电话：13001159400

联 系 人：潘秀芳

00052
“科学对待辐射，健康绿色生活”系列宣传

活动

围绕核技术应用的发展、辐射安全与防护、电磁与

生活的关系等内容，组织有关专家，进社区、进企

业、进机关，采取实物展示、现场测试、科普讲座、

互动交流、发放资料等形式，普及核知识，消除公

众对核设施的疑虑。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腾达大厦报告厅及有关区县社区

主办单位：北京环境科学学会

联系电话：13311414547

联 系 人：李笑飞

00053
北京印刷学院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节

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节主要包括主题竞赛类、展演

展示类、实践服务类、讲座论坛类四部分活动内容。

时    间：4月－ 6月

地    点：北京印刷学院

主办单位：北京印刷学院科协

联系电话：18911622016

联 系 人：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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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4
“绿色汽车驶进万家，交通安全穿越无限”科

普活动

向公众推介几十种百余册丛书、免费发放《北京

汽车报》，宣传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

倡导绿色出行。举办汽车技术创新方面的科普报

告会 。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西郊雅森汽车装饰城

主办单位：北京汽车工程学会

联系电话：13522420457

联 系 人：刘俊峰

00055   
科技周系列科普活动

开展“废旧用品DIY，用心动手促环保”活动、“生

态环保知识大闯关”活动，以“生态拼图 +环保

涂鸦 +闯关沙龙”的形式，向公众普及生态文明

和节能环保的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科学技术期刊学会

联系电话：13811595768

联 系 人：林育智

00056
环境健康检测公益行动

深入全市 16区县大型社区，对居民生活环境进行

实地检测，对电磁、空气、噪音、水质等环境指数

进行分析，举办专家讲座，公开发布环境信息，使

公众客观了解环境状况，提升公众认知水平。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社区

主办单位：达尔问环境研究所

联系电话：13511077622

联 系 人：陈晓珊

00057
果林、蔬菜、园林植物等主要病虫害诊断与技

术指导

组织专家针对“果蔬病虫害诊断防治”科普内容，

赴京郊区县，通过田间课堂、免费发放科技图书等

形式，提高农民种植技能。针对“花卉病虫害防控”

科普内容，开展咨询活动。

时    间：5月 18－ 25 日

地    点： 景山公园、昌平刘村镇、大兴冬枣营村、

顺义杨镇

主办单位：北京植物病理学会

联系电话：13701007525

联 系 人：陈立新

00058
科学喂养宠物，关注公共安全科普活动

向社会推介预防宠物人兽共患病、宠物训导等科普

图书及宣传册，将书发放到社区图书室和百姓家

中。同时启动宠物营养与健康咨询活动，组织专家

走进街乡社区，开展科普讲座。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社区

主办单位：北京畜牧兽医学会

联系电话：13701036485

联 系 人：范捷

00059
北京科技周系列科普活动

开展现代食品生物技术及食品质量控制宣传活动、

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宣传咨询活动，开展食品安全进

农村、进社区活动。“科技搭台，文化唱戏，节能

环保”主题科技节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丰台区停产矿区、

北京实美职业学校

主办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联系电话：18910067219/13426365396

联 系 人：张涛  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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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0
北京科技周系列科普活动

开展第六届北京科技大学百科知识竞赛活动，开展

科普进社区活动，向社区 8-13 岁儿童普及百科小

知识，通过组织制作科学小实验，激发小学生对科

学的热情。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 北京科学技术大学学术报告厅、志新里

社区

主办单位：北京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13810218259

联 系 人：刘昶

00061
“送科技下乡”水产系列科技服务活动

深入朝阳区、昌平区、通州区、房山区、延庆县等

区县农村基层养殖生产现场，开展送技术下乡活

动，提高渔民保证水产品安全的知识和能力。

时    间：5月

地    点：昌平、通州、朝阳、延庆、房山等地

主办单位：北京水产学会

联系电话：13910201068

联 系 人：丁文

00062
北京科技周系列科普活动

开展“北京市科普网站推介宣传活动”。举办“大

豆与中国”主题展览。围绕“北京传统文化”主题，

创作《“古都之声”科普动漫短片》、和《“长城谣”

科普动漫短片》2个科普短片。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千龙网、密云科技馆

主办单位：北京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联系电话：13911519565

联 系 人：安然

00063
纪念“2013 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科普

活动

组织召开青年科技人员座谈会，采取学术交流、青

年科技人员专题座谈会等形式，研讨信息通信技术

和业务发展趋势，以及信息通信产业在促进我国和

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北京邮电大学

主办单位：北京通信学会

联系电话：13301010688

联 系 人：肖彤  王雁伟

00064
反邪教警示教育社区行

把反邪教内容和科普形式结合起来，面向社区居

民，通过展览、发放宣传资料、播放视频资料、专

家现场咨询等方式，深入开展反邪教科普宣传与警

示教育。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社区

主办单位：北京反邪教协会

联系电话：13146170103

联 系 人：孙涛

00065
北京科技周系列科普活动

开展“快乐学习，幸福教育”学情调查活动，组织

学会专家对孩子进行学习素质调查及分析，并开展

咨询活动与学情调查讲座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

联系电话：13671135465

联 系 人：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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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6
安全伴你行——“安全与健康”科普知识宣讲

活动

展示家庭安全用品、推广安全防范技术、普及运动

与健康知识、交通安全知识。组织专家走进街乡社

区，开展安全主题科普讲座。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安全技术学会

联系电话：13641291021

联 系 人：许东宇

00067
共创美好生活科普活动

举办“共创美好生活”主题科普展览活动，深入社

区、学校，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高校

主办单位： 北京腐蚀与防护学会、北京图学学会、

北京航空航天学会、北京振动工程学会、

北京表面工程学会

联系电话：13520108915/13021081240

联 系 人：耿文章  俆屹

00068
“促进生态和谐，建设美丽中国”2013 年北京

科技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专家报告会

与培星小学签约并举行林科院为科普实践活动基

地授牌仪式。邀请林科院专家为同学们做《认识森

林》的科普报告。

时    间：5月 17日

地    点：中国林业科学研究科技报告厅

主办单位：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办事处

联系电话：13488822486

联 系 人：闵潇仪

00069
“大院士牵手小院士”北京园博会湿地科普活动

向“北京科技报青少年科学院”的约200名“小院士”

介绍湿地公园水处理系统，并进行实地考察体验，

宣传“科技北京”建设成果。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园博园湿地公园

主办单位：北京科技报社

联系电话：13520234607

联 系 人：蔡艳军

00070
“新媒体对舆论宣传工作的影响”沙龙

举办“新媒体对舆论宣传工作的影响”沙龙，让

创新报道模式和表达方式在新媒体主阵地上有所

作为。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

联系电话：13001159400

联 系 人：潘秀芳

00071
和谐社会——从心理健康开始

邀请专家举办“和谐社会——从心理健康开始”讲

座，同时开展社区心理医生培训活动，建立双向转

诊制度，使更多的市民受益。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社区

主办单位：北京心理卫生协会

联系电话：13699988682

联 系 人：杨小欢

00072
中国海洋的未来和保护

针对海洋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海洋权益两大主题，

向公众普及中国海洋现状及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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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现代舰船》杂志社

联系电话：13426001032

联 系 人：郭雨琴

00073
听障儿童教育救助公益项目

开展北京听力协会听障儿童家长培训、咿呀总动员

听障儿童教育救助等公益项目。

时    间：5月

地    点：北京舒耘听力语言康复中心

主办单位：北京听力协会

联系电话：13801328398

联 系 人：范春颖

00074
凤凰计划脑瘫儿童救助

向公众普及脑瘫的预防和康复等科普知识，并现场

招募志愿者，募集脑瘫儿童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

等，唤起人们对于脑瘫孩子的关注和爱护。

时    间：5月

地    点：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

主办单位：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

联系电话：18610243273

联 系 人：郭增光

00075
服装与安全

通过“行为艺术” （Flash mob）表演、专家咨询、

现场检测、展板展示等方式，向公众普及纺织品安

全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纺织工程学会

联系电话：13910586793

联 系 人：由莉蕻

00076
学校营养健康教育——健康校园计划

举行健康进校园启动仪式，邀请营养师进行健康教

育的宣讲；编印宣教材料；开展互动游戏；对学生

身体健康指标进行检测。同时，对学校餐厅的学生

餐进行营养配餐的合理搭配调整，学年结束后，对

学生身体健康指标进行检测。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学校

主办单位：北京营养师协会

联系电话：13520076683

联 系 人：刘兰

00077
节能减排科技宣传活动

展示、讲解首都大学生的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作品，

向公众宣传生态文明理念，用当代青年学生的奇思

妙想和创新激情感染社会各界。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北京科技大学

主办单位：北京热物理与能源工程学会

联系电话：13439966053

联 系 人：刘欣

00078
第五届首都创新论坛

邀请政界要员、知名学者和企业领袖做专题报告，

并进行交流互动，探讨创新与成果转化等议题，并

向公众展示、发布创新成果。

时    间：5月 20－ 21 日

地    点：亦庄经济开发区

主办单位：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电话：18211027468

联 系 人：赵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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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9
核安全科普知识普及活动

举办核科普展览，组织专家举办讲座，向社区居民

普及核电站的相关知识及安全防护知识等内容。举

办关于驻日使馆应对福岛核事故辐射防护体会的

讲座。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区、北京房

山区千禧家园

主办单位：北京核学会

联系电话：13811654728/15201558672

联 系 人：时春丽  杨桂香

00080
理化中心实验室开放活动

向公众开放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由科技人员

讲解大型前端实验室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现场演

示并指导公众体验操作实验室仪器。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主办单位：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联系电话：13521025618

联 系 人：张婷婷

00081
创新科技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

开展“拥有立体绿化，PM2.5不再可怕”活动、“光

触媒——拓展幸福空间”活动，宣传改善生存环境

的科技惠民成果。

时    间：5月 18－ 23 日

地    点： 新国展、顺义林河工业开发区、农展馆

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科协、中国建筑工

程总公司技术中心

联系电话：15210469668

联 系 人：魏巍

00082
书山有路——我的图书我做主

活动通过展板展示及科普志愿者详细解说等形式

面向中老年人群普及图书制作常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科技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北京科技活动中心培训学校

联系电话：18611977178

联 系 人：墨雪

00083
中关村虚拟现实技术科普互动展示活动

通过设立互动体验区，发挥会员单位资源优势，现

场演示科普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可以通过亲身体

验和互动来了解虚拟现实的技术及其应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科技周主场

主办单位：中关村虚拟现实产业协会

联系电话：13466562788

联 系 人：张红玲

00084
绿色车生活—2013 北京社区汽车科普文化节

立足社区，以汽车为媒介，面向广大居民，普及汽

车与节能、汽车与环保等相关知识，宣传零碳生活。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社区

主办单位：北京首携科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10881539

联 系 人：迟红

00085
深入山区宣讲水科学

在山区进行水土保持科学知识推广，展演一台文艺

小品——《绿水清波》、开展实物科研秀等活动，

宣传水土保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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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7日

地    点：延庆千家店镇

主办单位：北京水利学会

联系电话：13701261633

联 系 人：李京明

00086
冠状支架术后的管理

邀请专家开展科普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宣传教育、

健康咨询、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讲授冠状支架术

后管理相关知识。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

候诊大厅

主办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科协

联系电话：18701242703

联 系 人：赵勤

00087
“绿色消费”环保科普活动

选择大型知名建材超市及社区进行现场科普宣传

活动，主要有绿色消费理念介绍、环境标志及认知

识讲解以及绿色家装建材产品展示等内容。

时    间：5月底－ 6月初

地    点：建材市场、社区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联系电话：010-66556211

联 系 人：华立鸣

00088
中学生对中学生农村环保科普帮扶活动

组织北京育英学校和河北围场二中开展“中学生对

中学生农村环保科普帮扶活动”，并组织参观考察

国家环保科普基地（塞罕坝）等。

时    间：5月

地    点：河北围场县第二中学

主办单位：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

联系电话：010-66556211

联 系 人：张弛

00089
《地海漫诗》海洋科普专题展

举办《地海漫诗》展览、国土资源博物馆年会、科

普展示活动、《碧空慧眼》专题科普讲座、《玩转

地博》青少年科普互动活动等。

时    间：5月 16－ 18日

地    点：北京、湖南长沙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博物馆

联系电话：010-66557476

联 系 人：江 楠  陈媛媛

00090
第四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活动

开展第四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表彰

活动。

时    间：3月－ 12月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全国总工会

联系电话：010-68591412

联 系 人：查新安

00091
工会参与 2013 年科技活动周主会场活动

以图片展示《锐意创新谱华章——记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车工状元”王尚典》等 7名第四届

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状元的成长纪实报道；并让

创新工作室技术带头人进行现场讲演。

时    间：5月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全国总工会

联系电话：010-68591412

联 系 人：查新安

00092
提升儿童用品质量，维护儿童健康安全——让

健康走入校园

开展“把健康穿在身上”为主题的质量提升活动，

形式多样，将以童装安全设计大赛及儿童服装安全

问答比赛为主开展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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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4月－ 5月

地    点：西城区少年宫

主办单位：中国纤维检验局

联系电话：010-51006193

联 系 人：周硕

00093
空间天气日活动

举办首届“空间天气日”活动。在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附中等学校举办空间天气

科普讲座，并通过展板、宣传手册、短片、参观空

间天气站等形式在全国十个省市开展空间天气科

普宣传。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 北京、上海、合肥、昆明、武汉、南京、

厦门、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

主办单位：中国气象学会

联系电话：010-68406932

联 系 人：冯雪竹  王劲松

00094
气象科技下乡活动

通过专家咨询、展品展览、流动影院、展板宣传、

资料赠阅等形式开展气象科技下乡活动。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湖北

主办单位：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

联系电话：010-58991941/58993144

联 系 人：康雯瑛

00095
共筑健康生活，网络权威科普

百度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卫计委

临床医生科普项目 / 百科名医网合作，通过百度提

供技术支持以及百度网络平台，向 5亿网民持续

发布权威医学科普知识。

时    间：5月 21日上午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0号百度大厦

主办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百

科名医网、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01173661/18701359055

联 系 人：彭南燕  杨忠鹏

00096
优秀科普影片展播

从 2012 年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会暨制作人年会

获奖影片中挑选8部优秀影片，复制100套光盘，

发放到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苏电视台、上海教育电

视台、辽宁电视台、新疆教育台、贵州电视台等多

家电视台和地方科协及相关播出单位在科技周期

间进行展播。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国

主办单位：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

联系电话：62113038

联 系 人：刘通海

00097
铁路科技活动周

以“实施安全风险管理，强化安全管理基础”为主

题，通过制作科普展板、编印科普资料、发送科普

读物、举办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重点宣传科技创

新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南站

主办单位：中国铁道学会

联系电话：51892354/13601098513

联 系 人：刘华

00098
全国冶金科技活动周

邀请数十名专家前往河北涉县，通过举办主题报告

会、专家专题讲座、技术咨询与交流、举办冶金节

能减排展览和大型群众互动型科技活动等，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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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生产大省河北人民宣传和解读国家经济发展

的政策方针，同时组织行业专家到企业现场进行咨

询诊断。

时    间：5月 20－ 26日

地    点：河北涉县

主办单位：中国金属学会

联系电话：010-65126576

联 系 人：曹莉霞

00099
地质科普展览会

于北京园博会期间在北京园举办地质科普展览会，

主要展出地质标本（岩石、矿物、观赏石、珠宝玉

石及化石）70余件，并有专家对标本进行讲解等。

时    间：5月 18－ 28日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学会

联系电话：13521565337

联 系 人：谢平

00100
儿童成长期牙耳眼的科学知识我知道

举办“儿童成长期牙耳眼的科学知识我知道”主题

宣传活动。组织相关专业护理人员以视频、画册、

图解等方式，面向小学生开展趣味性的适合此年龄

段的活动，在活动中开发、挖掘出优秀的科普作品，

进行总结和推广。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华护理学会

联系电话：010-65265331

联 系 人：应岚

00101
保护环境 善待地球

设计制作“保护环境，善待地球”科普展板，免费

开放地大博物馆，举办相关科普讲座，设计制作自

然灾害防御科普挂图和食品安全科普展板。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国

主办单位：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联系电话：13811685076

联 系 人：王晨阳

00102
关爱动物保护环境科普活动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专家科普讲座，组织部分学生进

行昆虫标本制作培训、青海湖迁飞鸟实时监控系统

使用讲解和观摩、新出版动物学科普图书发布会等

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国家动物博物馆

主办单位：中国动物学会、中国生态学会

联系电话：010-64807051

联 系 人：张永文

00103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公众开放日活动

针对目前禽流感的情况，联合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

究所共同开展科普活动，让大众了解病毒和疫苗的

发现过程，消除无知引起的恐慌心理，引导群众正

确防范。同时开放实验室，让大众了解病毒研究的

基础知识。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主办单位：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联系电话：021-63846651

联 系 人：莫筱卫

00104
2013 年第二届国际植物日全国大型主题科普活动

举办 2013 年第二届国际植物日全国大型主题科普

活动。包括科普讲座、主题展览、科普竞赛、青少

年互动体验活动、专家见面会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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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地    点：全国

主办单位：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联系电话：021-54922859/54920737

联 系 人：冷冰  周丽

00105
关注环境  乐享绿色生活

开展科学家进校园、知识讲座、园主任专家导游、

专家问答、体验互动、展览展示、现场咨询等多种

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云南西双版纳

主办单位：中国生态学学会

联系电话：010-62849101

联 系 人：庄琰

00106
“知水节水在校园”互动科普活动

组织开发2台“知水节水在校园”触屏展示系统，

包括图文知识、“校园水危机”Flash游戏、留言板、

涂鸦板四个模块。中小学生受众可以通过互动游戏

学习校园中的节水窍门，在留言板和涂鸦板中留下

自己的意见和心得。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中国农展馆

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联系电话：18810400278

联 系 人：沈恬

00107
“影像技术助力科技创新 共享美好生活”科技

活动周

在北京中科院理化所举办“理化技术、创新为民”

公众科学日活动，邀请学会专家举办科普报告。组

织中小学生和社会公众参观中科院理化所实验室，

观看并参与实验演示。组织社会公众参观在全国科

普教育基地天津美术科技馆举办的科普展览。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感光学会

联系电话：010-82543686

联 系 人：周云霞

00108
实验动物 •人类健康—科普宣传

开展制作宣传展板、制作宣传折页、组织专家现

场咨询与答疑、展示部分实物、演示、操作等互

动活动。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联系电话：67781534

联 系 人：赵宏旭

00109
电力科普下乡活动

组织“电力科普下乡”活动。面向湖北省恩施市龙

凤镇龙马中学学生、当地村民赠送科普教学用品及

学习用具，并开展科普大篷车“声、光、电、磁”

科普展示、举办专家科普讲座、开展触电施救措施

及现场人工急救演练、开展拓展互动活动。

时    间：5月 10日

地    点：湖北省恩施市

主办单位：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联系电话：010-63414375

联 系 人：伍晶晶

00110
声学科普活动日

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联合举办“声学科普活动

日”。组织公众参观实验室、与科学家面对面交流、

科普讲座、观看影片、展板、实物模型、参加实际

体验及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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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主办单位：中国声学学会

联系电话：82547910

联 系 人：刘臻

00111
水力模型实验展示、地质之角参观

面向社会开放参观实验室，包括水力模型实验展

示：模拟金沙江下游的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巨型水电

站——白鹤滩水电站泄洪消能试验；清华大学《地

质之角》地质博物园，集中、全面、系统地展示典

型地壳岩石和典型地质现象。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主办单位：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联系电话：62785566/13910734861

联 系 人：沈言琍

00112
自动化之光

准备 30项左右的科普成果演示；围绕最新的自动

化与信息技术的科研动态安排科普报告；安排机器

仿真鱼、机器人等贴近生活且新奇趣味的成果与参

观者进行“零距离”接触。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主办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

联系电话：62521822

联 系 人：张楠

00113
2013 年中国通信学会科技活动周

邀请专家围绕议题进行科普宣传讲座，并安排观众

与专家的互动环节；举办信息通信科普展、智能交

通成果展等智能交通成果展示；举办智能交通科普

挂图展；推介信息通信优秀科普图书等。

时    间：5月 17日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通信学会

联系电话：66061551/66051303

联 系 人：薄旸

00114
流动科技馆进基层——“人类、海洋、航海”

科普宣教

在大专院校开展科普教育，布设《人类 海洋 海军》

科普教育展板，组织海军博物馆优秀讲解员赴学校

对师生进行海洋知识的科普讲解。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青岛工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航海学会

联系电话：13361225283

联 系 人：王鹏

00115
流动科技馆进基层——中国古代海船节能环保

结构研究与实践

举办学术讲座及手工制作体验，邀请我国知名文物

保护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李国清老师为活

动参与者做以福船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海船结构讲

座；组织前往泉州海滨古城崇武，观摩当地的古代

木帆船制造专家制造船模过程，并且通过实际操

作，协作制造古船模型。

时    间：5月

地    点：泉州师范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航海学会

联系电话：0595-22100561

联 系 人：黄皓婧

00116
2013 年航空科技周

组织开展全国科技周专场报告会、“飞豹杯”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第五届航模节暨 2013 年全国航空模

型公开赛（南京站）系列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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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0 日

地    点：南京

主办单位：中国航空学会

联系电话：84928795

联 系 人：姜绪金

00117
“创新改变生活，兵工连接你我”系列科普宣

传活动

制作一套兵工系统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并在

民用领域发挥重大作用的典型案例展板进行展示；

扩展制作电子版内容，与门户网站合作，以专题形

式发布。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兵工学会

联系电话：010-68961990

联 系 人：李可  李海峰

00118
走近空间科学

组织公众参观“东方红一号”卫星模型、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展览室、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

国科学院微波遥感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

间环境研究预报中心；举办空间科学科普讲座等。

时    间：5月

地    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空间科学学会

联系电话：13521995007

联 系 人：王占群

00119
时代小先生，未来大主人

为西城区所属中小学教师举办心理讲座；开展拓展

训练、互动体验、作客宋庆龄奶奶家一天主题活动、

志愿讲解员活动。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联系电话：58303239

联 系 人：周秋菊

00120
低碳节能为整治环境作贡献论坛

举办“低碳节能为整治环境作贡献”论坛。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研究会

联系电话：13651364895

联 系 人：韩炜

00121
2013 年中国硅酸盐学会科技活动周

以海报展板、多媒体形式展示“锂离子电池及其在

电动汽车中的应用”；组织山东大学开放晶体科研

实验设施，在上海组织智能电网知识普及活动；举

办“锂离子电池的力量”科普讲座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硅酸盐学会

联系电话：010-57811245

联 系 人：伍玲

00122
陆海空天惯性技术科普展

举办陆海空天惯性技术科普展，展示惯性技术在陆

海空天各领域的应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理工大学

主办单位：中国惯性技术学会

联系电话：18601251526

联 系 人：邓志红



037

Beijing

北
京

00123
风景园林师送设计下基层活动

组织青年设计师，志愿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和咨询，

开展风景园林专业知识宣讲，并对相关的村镇人员

进行咨询和培训。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浙江嘉兴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联系电话：010-58933918/13391678841

联 系 人：付彦荣

00124
2013 年林业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

举办“2013 年林业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邀请

专家学者，围绕林业科普主题开展讲座，面向青少

年普及林业科技知识，传播生态理念。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市

主办单位：中国林学会

联系电话：010-62889737

联 系 人：郭建斌

00125
2013 水产科技周活动

通过院士科技讲座、邀请国外专家交流科普创新经

验、科普创新论坛包括中外科普经验交流、科技成

果展示、现场科技指导、下乡科技宣传等活动，建

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

时    间：5月 15－ 22 日

地    点：江苏省无锡市

主办单位：中国水产学会

联系电话：59199609

联 系 人：刘柱军

00126
走近作物科学，促进科技创新

面向大众开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温室、实验田等

实验基地，邀请农业科技专家进行现场咨询和讲

解，并带领参观者进入大田，感受作物科技工作者

真实的科研工作场所。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郊区农村

主办单位：中国作物学会

联系电话：010-82108616

联 系 人：杜娟

00127
“全民健康科技行动”科普大讲堂暨“公众健

康知识普及科技行动”公益宣传活动

邀请医药健康领域的专家面向公众开展“全民健康

科技行动”科普大讲堂讲座，以展板或者实物展示

健康科普产品，向公众宣传健康知识。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中国科技馆

主办单位：中国药学会等中国科协所属医口学会

联系电话：010-65660956/13641321590

联 系 人：施阳

00128
健康生活 远离肿瘤科普活动

通过平面宣传、现场宣传互动等普及肿瘤的易感因

素等知识。编写相关知识简易手册，现场发放。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北京龙潭湖公园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联系电话：13520329075（翁）/13311381002（赵）

联 系 人：赵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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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9
麻风科普宣传年

举办陈设宣传展板、发放麻风防治知识“科普资源

包”光盘，宣传折页、宣传画、发放健康生活宣传单、

开展专家现场咨询等活动。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北京龙潭湖公园

主办单位：中国麻风防治协会

联系电话：010-67522205

联 系 人：杨京

00130
2013 年全民健身科技志愿服务神州行

开展全民健身科学志愿服务神州行活动：进行科学

健身项目展示；摆放健身知识科普长廊；组织专家

为群众进行现场体质测试与评价、并为群众开具运

动处方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江苏、安徽、四川、湖北

主办单位：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联系电话：15811013697

联 系 人：高利君

00131
美好生活与毒理

举办“合理用药进社区”、“抵制毒品 参与禁毒”、“关

注食品安全 确保健康生活”、“健康与生殖毒性”

等活动，编写并发放《常见重金属健康危害与防治

手册》。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辽宁、南京、四川、西安等

主办单位：中国毒理学会

联系电话：66932387

联 系 人：赵平渝

00132
“迎六一 儿童口腔健康行活动”

通过参加有奖竞答、唱诵爱牙歌谣等形式激发学龄

儿童爱牙护齿的意识，普及口腔保健的知识，同时

培训小学卫生老师。

时    间：5月 26日

地    点：重庆市

主办单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联系电话：010-62116665 转 231

联 系 人：朱若曦

00133
乐享科技，体验新阅读

举行“全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平台”试运行活

动，正式对外公布“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基本藏书

目录（2013）”，宣传推广平台的相关资源内容

及服务等。

时    间：5月 19日－ 6月 5日

地    点：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

联系电话：010-88545563

联 系 人：张章

00134
中国绿色印刷科普活动周

举办绿色印刷工作的推进及绿色印刷科技成果展、

印刷文化展，普及印刷源流知识，举办绿色印刷现

场体验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深圳

主办单位：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010-59361487

联 系 人：李永林

00135
公众科学日活动

联合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组织公众科学日活

动，组织科普报告会，邀请有关专家进行科普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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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气候变化与青藏高原研究相关进展，放映介绍

青藏高原原生态的记录影片。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中科院地理资源所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

联系电话：010-64889819/13661304156

联 系 人：宁建贞

00136
传递科学之心，科普期刊照亮贫困农村少年

在科技周活动现场免费发放优秀科普期刊，由公众

放入爱心邮筒中寄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传递科学

之心，让科普期刊照亮贫困农村少年。

时    间：5月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科普期刊研究会

联系电话：010-64882823

联 系 人：林育智

00137
“科学眼中的那些花儿”科学沙龙

鼓励参与活动的观众现场领取一包特定的植物种

子，亲手将种子种植，记录成长过程发布“成长日

记”微博并@官网，从一点一滴中为建设美丽城

市和美好生活做贡献。

时    间：5月

地    点：北京林业大学

主办单位：中国科普期刊研究会

联系电话：010-64882823

联 系 人：林育智

00138
“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中国” 主题科普活动

开展科技培训和科普讲座、举办环保科普报告会、

发放科技资料和文化用品、制作农业环保科普宣传

品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天津、湖北、湖南、河南

主办单位：中国农学会

联系电话：010-59194479

联 系 人：王超英

00139
运筹学的科普宣传活动

设置运筹学历史、运筹学各个分支展板介绍；举办

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学术指导中心和学生实

践基地揭牌仪式；举办院士专家运筹科普讲座。

时    间：5月 12日

地    点：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主办单位：中国运筹学会

联系电话：62541695

联 系 人：胡洁

00140
2013 年北京地铁 5 号线生态系列图片展

在北京市地铁五号线磁器口、灯市口、和平里北街

等三个站厅举办“大熊猫回归自然之路”摄影展。

时    间：5月 1日－ 6月 1日

地    点： 北京地铁5号线：和平里北街、灯市口、

磁器口三个站

主办单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联系电话：010-84239016

联 系 人：郭立新

00141
儿童成长期牙耳眼的科学知识我知道

开展“儿童成长期牙耳眼的科学知识我知道”的主

题宣传活动。中华护理学会将组织相关专业护理人

员以视频、画册、图解等方式，对小学生中开展趣

味性的适合此年龄段的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华护理学会

联系电话：010-65265331

联 系 人：应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