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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1
婚育新风及生殖健康宣传活动

辖区社区居民，特别是新婚居民发放婚育新风、孕

前优生健康知识、生殖健康等宣传资料。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江南小区

主办单位：宁华路街道办事处

联系电话：2025293

联 系 人：史晔华

01212
关爱关爱妇女健康体检

组织辖区 30名已婚妇女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做免费

体检，体检项目主要侧重于孕前优生检查及常见妇

科疾病，并了解相关的生殖健康保健知识。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农垦建社区居委会

主办单位：宁华路街道办事处

联系电话：2023300

联 系 人：姜玉英

01213
组织社区老年人参观牛文化馆

组织辖区 20位老年人参观牛文化馆，丰富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平吉堡牛文化馆

主办单位：宁华路街道办事处

联系电话：2162585

联 系 人：许会莲

01214
消防知识趣味回答

以消防安全为主题，开展消防知识回答。

时    间：4月 24日

地    点：伊地社区

主办单位：贺兰山西路街道办事处

联系电话：2087732

联 系 人：刘彦珍

01215
低碳生活、节能环保

组织社区居民和学生到银川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参

观群众日常生活中排放的废水，并向居民发放《低

碳生活倡议书》等。

时    间：5月 7日

地    点：学院社区

主办单位：贺兰山西路街道办事处

联系电话：301187

联 系 人：马桂玲

青海

01216
青海省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邀请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向 2013 年认定的省级科

普教育基地授牌。在广场设宣传站，组织省内外专

家开展科技服务，以科技大篷车、散发科普资料、

现场医疗、展示专利和科技成果、3D高清电视展

示、开展科技成果项目推介及科技咨询服务等形式

进行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省科技馆广场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

联系电话：0971-6302833

联 系 人：方玮

01217
“科技服务企业”为主题的科技政策解读会

开展解读创新大会出台的政策措施；专利知识解

读；科技成果管理和成果奖励知识解读；科技与金

融结合政策解读；技术市场知识解读等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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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高新技术园区（生物园区）

主办单位： 省科技厅、省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省

知识产权局、省科技信息研究所、省生

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0971-8244525

联 系 人：吴玲娜

01218
科普与新青海建设同行大型科普活动

通过开展科普剧表演、特效影院、青少年流动科学

工作室、Ⅲ型主题科普大篷车、科普体验活动等活

动，向广大公众宣传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公众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并运用科学去革除

陋习，改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西宁市海湖新区

主办单位：省科协、省科技馆

联系电话：0971-6301497

联 系 人：徐东向

01219
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围绕突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

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为内容的科普知识，开展

科普知识有奖问答、现场咨询、“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系列展板展示、《食品安全

与公众健康》与《现代人健康生活》科普书籍发放

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范围

主办单位：省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

联系电话：0971-4397473

联 系 人：殷才让

01220
“青洽会”科技展厅

借助“青洽会”平台，举办科技论坛、邀请组织国

内科技部门和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开展科技

交流与合作、科技成果展示与交流、科技项目引进

等活动。

时    间：5月中旬

地    点：西宁市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

联系电话：0971-8233278

联 系 人：焦士元

01221
农牧业科技宣传活动

通过科技人员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科技咨询

等，向广大农牧民群众宣传农业高效栽培、疫病防

控、饲养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内容，提高农牧业科

技应用水平。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西宁市区

主办单位：农牧厅

联系电话：0971-6155261

联 系 人：熊进宁

01222
康福家千村万户巡回服务活动

采取入户进账、服务上门的方式，宣传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律法规、奖励扶助等政策。开展技术和咨询

服务。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范围

主办单位：省人口计生委

联系电话：13639759809

联 系 人：荣增红

01223
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若干问题的调查

通过抽查本地区各行业 80家有代表性的民营工业

企业进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若干问题的调查问卷，

对现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状况、在创新能力提升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调查，找出存在的共性

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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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待定

地    点：省经济委员会

主办单位：省经济委员会

联系电话：0971-6138701

联 系 人：张绮

01224
展示科技创新成果、营造宣传氛围

制作公安科普图册、张贴图片、展板和产品展示等

多种形式，展示公安机关可科技创新成果；由青海

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对省内安防工程设计施

工企业和产品销售企业进行回访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省公安厅

联系电话：0971-8293164

联 系 人：陈道鸿

01225
爱国卫生宣传月暨科技活动周

开展以“讲究卫生、改变陋习”为内容的宣传教育

活动。积极倡导“禁烟、限酒、降糖、控盐”等健

康生活方式。做好春夏季节传染病防控工作，广泛

宣传重点传染病的防治知识。以举办健康教育大课

堂、开展义诊、健康咨询等形式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各州、地、市

主办单位：省卫生厅

联系电话：0971-8293164

联 系 人：陈道鸿

01226
加强反兴奋剂知识宣传，维护公平竞赛体育道德

举办反兴奋剂知识讲座、培训及咨询、发放宣传单、

展出展板等活动。

时    间：7月－ 9月

地    点：多巴体育训练基地

主办单位：省体育局

联系电话：0971-2298096

联 系 人：马福海

01227
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

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防震减灾

宣传手册、开展有奖知识问答等活动，向群众宣传

防震减灾的安全常识。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西宁市区

主办单位：青海省地震局、西宁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0971-6282309

联 系 人：张长青

01228
气象科普知识进农村

通过开展气象科技咨询、科普挂图巡展、科普资料

散发、气象专家到农村现场指导、组织农村气象信

息员进行培训等活动，利用农村气象信息电子显示

屏、大喇叭等设施开展气象科技知识普及。使气象

服务、气象知识为促进农村发展、农牧增收、农业

增效发挥作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西宁地区

主办单位：青海省气象局

联系电话：0971-6112220

联 系 人：杨印军

01229
气象科技进课堂

组织西建中英文学校学生到西宁市气象台全国科

普基地开展一次实地气象观测知识的学习、体验各

种观测仪器的模拟观测实验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西宁市气象台全国科普基地

主办单位：西宁市气象学会

联系电话：0971-8244577

联 系 人：冯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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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0
数字电视地面覆盖，应急广播村村响宣传活动

在科技活动周期间，向公众以宣传、展出展板等形

式，做好国标地面数字电视地面覆盖，应急广播村

村响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青海省广播电视局

联系电话：13897420055

联 系 人：杜国强

01231
科普下乡活动

向当地农民及相关技术员开展冬小麦栽培、有机蔬

菜栽培、杂交油菜种植、马铃薯栽培、蚕豆栽培、

平衡施肥等技术培训。以集中培训、现场指导、观

摩、发放资料等方式，提高农牧民技术水平和收入。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循化县、大通县、互助县、湟源县等

主办单位：青海大学、省农林科学院

联系电话：0971-5311197

联 系 人：穆德智

01232
魅力科学，相约盐湖

组织 100 名中小学生到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参

观展览室、实验室、阅览室，并开展科普讲座。参

观期间进行科普小问答、现场留言等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主办单位：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联系电话：0971-6304306

联 系 人：葛飞

01233
科普知识进校园

通过开展科技大篷车进校园、科普知识讲座、观看

科普影片等活动，激发中小学生科技热情，培养青

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科技意识和科普素养。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西宁市少年宫、西宁市第七中学、第八

中学、第十中学

主办单位： 西宁市科协、西宁市少年宫、西宁市第

七中学、第八中学、第十中学

联系电话：0971-6107836

联 系 人：李永磬

01234
家畜健康养殖广场宣传活动

现场展示牦牛体外受精技术、D型肉毒灭鼠剂研究

与应用、牛羊专用营养添砖、家畜幼畜保健知识等

展板，发放宣传材料。并由研究人员现场进行讲解、

介绍和解答观众问题。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青海大学、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

联系电话：0971-5318396

联 系 人：赵婷静

01235
青海大学科技活动周活动

组织开展放线菌研究内容及进展的专题讲座；向青

海大学在校学生、西宁市中小学师生进行趣味物理

内容展示，进行现场演示和讲解；开放新建成的水

坝模型实验平台；举办青海省新材料发展战略方面

研讨会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青海大学校园

主办单位：青海大学

联系电话：0971-5312092

联 系 人：段晓明

01236
知识改变命运，科技展望未来科普活动

举办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暨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科

技、文化、卫生”进校园活动。开展“知识产权知识”、

“专利文献知识”、“商标知识”及“版权知识”

等图片展览，并以此为主题举办有奖问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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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1 日

地    点：青海民族大学校园

主办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联系电话：0971-8804627

联 系 人：曹建华

01237
认识和保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活动

科普展厅结合幻灯播放、多媒体演示现场参观，特

邀所内研究专家，采取讲座、报告等形式，让观众

了解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知识和科学探险考察等方面的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新宁路小学

主办单位：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联系电话：13909789434

联 系 人：陈晓澄

01238
文化科技宣传

开展摆放文化科技展板、挂图，发放文化科技宣传

资料，播放科普影片和动画片等文化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中心广场

主办单位：省文化与新闻出版厅

联系电话：0971- 8253719

联 系 人：尚军邦

01239
天文科普活动

组织西宁地区部分在校中小学生，集体观看四季星

空，并进行网络宣传。

时    间：5月

地    点：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天文馆

主办单位：团省委、青海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13997056768

联 系 人：桂苏海

01240
高清电视、3D 电视效果演示

在中心广场搭建展台，现场演示高清机顶盒，以散

发传单、现场讲解等方式为用户全方位展示高清机

顶盒的收视效果，普及高清电视节目与标清电视节

目的相关知识与区别。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中心广场

主办单位：青海省广电信息网络

联系电话：0971-6329020

联 系 人：戴海春

01241
果洛州科技活动周活动

组织全州及玛沁县各所学校举办一次科普知识竞

赛，邀请科协成员单位、移民办、乡镇社区、群众

代表及基层科普工作者召开专题座谈会，做实农牧

民科技培训。

时    间：4月 20日－ 5月 20日

地    点：果洛州科技馆

主办单位：果洛州科协、果洛州科技馆

联系电话：13909753000

联 系 人：彭红梅

01242
玉树州科技活动周

采取悬挂横幅、展出科普展板、张贴标语、免费医

诊、发放药品、散发宣传资料、科技咨询活动等形

式在结古格萨尔广场举办大型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结古格萨尔广场

主办单位：玉树州科技局

联系电话：13897160170

联 系 人：王丰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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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43
海北州科技活动周

组织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进社区、进农牧区巡

展活动，开展科技、卫生、文化、法律“四下乡”

宣传活动。同时举办科技致富能手，科技示范户座

谈会，参观学习科技示范现场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县中心镇

主办单位：海北州科技局

联系电话：0970-8642717

联 系 人：元旦尖措

01244
黄南州科技活动周活动

组织科普大篷车向师生展示各类展项、挂图。举办

一期冷水鱼养殖技术培训班。在同仁县隆务镇吾屯

村举办一期热贡艺术技术培训班。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州府主要街道

主办单位：黄南州科技局

联系电话：0973-8722949

联 系 人：项尖加

01245
海南州科技活动周活动

通过“科普大篷车”展示各种颇具趣味性的科普展

品。开展“食品安全，健康生活”科普宣传展活动

和“食品安全，健康生活科普知识竞赛”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海南州及辖区五县

主办单位：海南州科技局

联系电话：0974-8512898

联 系 人：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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