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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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00814
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中原区领导致辞；对郑州市七十三中航空航天科技

成果体验中心揭牌；市领导讲话并宣布活动周开

幕。开幕式结束后，参观集中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郑州市七十三中学

主办单位： 郑州市科技局、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

郑州市科协，中原区委、区政府

联系电话：0371-67181456

联 系 人：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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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5
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活动

通过培训班、田间学校、现场观摩会、送科技下乡

等多种形式开展关键生产技术培训活动，对农民进

行手把手、面对面地指导。

时    间：4月下旬－ 5月底

地    点：郑州市辖区

主办单位：郑州市农委

联系电话：0371-67170738

联 系 人：张旭

00816
健康知识科普宣传

郑州市卫生局成立卫生系统科技活动周领导小组，

组织全市卫生系统，开展卫生科普知识讲座和咨

询、卫生科技成果展示等活动。

时    间：5月份

地    点：郑州市

主办单位：郑州市卫生局

联系电话：0371-67170821

联 系 人：毛成民

00817
“科普基地开放周”活动

充分发挥郑州市科普场馆的作用，通过组织中小学

生、社区居民等到市科普基地进行参观及开展各种

动手实践活动，进一步培养广大公众学科学、爱科

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

时    间：5月份

地    点：郑州市各科普场馆

主办单位：郑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71-67181456

联 系 人：张旭

00818
郑州科普网网上活动

在郑州科技港、中华科普网上开设“网上科技活动

周”专栏。发布科技活动周的最新动态；开辟网上

科技馆、科普电影展、科普讲座、有奖答题活动等

栏目；收集制作国内外创新型国家、城市的资料，

借助网络手段进行宣传。

时    间：5月 17－ 23 日

地    点：郑州科技港

主办单位：郑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71-68868005

联 系 人：霍小四

00819
送科技下乡活动

举办科技大集，开展技术咨询、科技成果展示、科

技政策宣传、科技信息发布等。举办种植、养殖、

果树、蔬菜、花卉、苗木等专题培训班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市属五县、五区

主办单位： 开封市科学技术局、卫生局、粮食局、

农林局、畜牧局、文化局、广电新闻出

版局、县、区科技局、科研院所

联系电话：0378-5954937

联 系 人：王东

00820
栾川县科技成果和科普知识展

举办栾川县科技成果和科普知识展览、专利知识培

训班等，讲解科技创新和专利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县城兴华路政府门前

主办单位：栾川县科技局、科协

联系电话：0379-66811110

联 系 人：南少智

00821
大学生村干部实用技术培训

聘请专家，采取集中授课和现场观摩学习等方式，

对全市9县（市、区）120名大学生村干部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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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2 日

地    点：平顶山市委党校

主办单位：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委党校

联系电话：0375-3931191

联 系 人：魏保华

00822
科技下基层活动

进行科技指导、科技咨询、田间技术指导、科技信

息宣传、农业技术指导和养殖技术指导。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滑县、内黄

主办单位：安阳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72-5920505

联 系 人：张广杰

00823
农业实用技术讲座（夏栽香菇高产技术培训、

无公害蔬菜种植技术讲座、食用菌的栽培等）

采用现场培训方式，根据群众提问，现场解答技术

难题，派专家深入现场指导。

时    间：5月 20－ 22 日

地    点：安阳县、文峰区

主办单位：安阳县科技局、文峰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5920505

联 系 人：张怀顺 李柯璞

00824
科技活动周大型科普宣传活动

各单位及企业结合各自工作特点，积极参与并开展

丰富多彩的科技宣传活动，展示相关成果，宣传相

关知识，接受群众咨询，让科学文化知识惠及民生。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殷都区贞元广场

主办单位：殷都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3396018

联 系 人：许珂

00825
安阳市科技特派员服务企业

组织科技特派员深入中小企业开展技术指导、技术

咨询活动，举办“技术创新与专利保护”知识讲座，

切实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安阳市高新区

主办单位：安阳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72-5920505

联 系 人：张广杰

00826
科普进校园

举办地震知识和知识产权讲座，向学生赠送科普图

书和资料，卫生专家现场义诊等。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兰苑中学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科协、地震局、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3328150

联 系 人：张岐

00827
科技成果展 / 食品安全知识展 / 科技资源开放活

动 / 家用电器义务维修 / 科普知识咨询

举办科技成果展、食品安全知识展，开展家用电器

义务维修等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濮阳市

主办单位：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电话：0393-4676918

联 系 人：李朝军  张昂

00828
科普大篷车进社区宣传活动

以科普大篷车为主要载体，动员组织科技专家、科

普志愿者等 20余人，深入到建设路街道办事处站

前社区，面向社区广大居民开展科学文明生活知识

宣讲活动，同时进行科普器材展示、科普图片展览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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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地    点：建设路街道办事处站前社区

主办单位：濮阳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4418150

联 系 人：张艳玲

00829
许昌市第三届中小学科技制作技能创新大赛

举办许昌市第三届中小学科技制作技能创新大赛。

时    间：5月－ 8月

地    点：许昌市中小学

主办单位：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科协

联系电话：0374-2965021

联 系 人：吴卫东

00830
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活动

在漯河食品职业学院和漯河市商检局实验室，开放

科研实验设施，讲解食品安全知识，让公众近距离

接触科研活动，提高公众食品安全意识。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漯河食品学院和漯河市商检局

主办单位：漯河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95-3134362

联 系 人：杨春生

00831
科普电影播放周

精选 20部创新成果及活动体验宣传片为主要内容

的影视作品，在市内各小区大屏幕循环播放。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湖滨广场

主办单位：三门峡科普宣教中心

联系电话：18639895062

联 系 人：孙治军

00832
举办节能环保、低碳生活等科技知识讲座

举办节能环保讲座；展示低碳节能，健康生活等百

姓相关的图片；进行健康生活宣传教育活动。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商丘市帝和广场

主办单位：商丘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70-3289789

联 系 人：王学文

00833
籼改粳技术培训

组织农业局科技人员到罗陈乡周湾村进行籼改粳

高产栽培现场技术培训、技术指导、技术服务等。

时    间：5月 22－ 23 日

地    点：光山县罗陈乡周湾村

主办单位：光山县科学技术开发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6-8855529

联 系 人：卢从良

00834
农村三级医疗网技术培训

聘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尹岭到光山

县人民医院、光山县中心医院、罗陈乡中心医院举

办农村三级医疗网建设及医务人员技术培训。

时    间：5月 19日—20日

地    点： 光山县人民医院、中心医院、罗陈乡中

心医院

主办单位：光山县科学技术开发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76-8855529

联 系 人：卢从良

00835
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及科普宣传一条街

以“科技创新  美好生活”为主题，展出展板、设

立咨询台、发放宣传单、播放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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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日上午

地    点：县华英广场

主办单位：潢川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76-6121566

联 系 人：李兰兰

00836
第一届浉河区青少年机器人竟赛

举办“第一届浉河区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选拔出

优秀代表队参加 2013 年在郑州举办的“第十三届

河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浉河区

主办单位： 浉河区科学技术协会、浉河区教体局、

浉河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0376-6652215

联 系 人：周晓红

00837
信阳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首届信阳市大学

生电子创新大赛

举办 2013 年信阳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和首届信

阳市大学生电子创新大赛。

时    间：4月 10日－ 5月 11日 

地    点： 信阳师范学院物理电子工程学院（信阳

市机电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主办单位： 信阳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科协、

浉河区科技局、信阳师范学院

联系电话：18790178266

联 系 人：吴向英

00838
送科技下乡活动

组成科技下乡服务团，深入周口市所辖县市乡镇，

组织技术人员有系统地进行科技讲座、辅导、发放

培训书籍、光盘。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县（市、区）科技局

主办单位：周口市科技局、各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948273761

联 系 人：高卫兵

00839
大型健康社区服务活动

组织周口市中心医院、周口市中医院有关科室专家

到周口市七一社区开展大型义诊活动，讲解健康知

识，发放健康常识知识读本和一些基本药物。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周口市七一社区

主办单位：周口市科技局、周口市卫生局

联系电话：0394-8273761

联 系 人：高卫兵

00840
科普基地教育宣传

开放商水县练集美人指葡萄、高志航生态园、姚集

日光温室、黄寨无籽西瓜、周口女子职专等 5个

科普示范基地。有关学校、乡村可组织参观学习和

开展科学普及活动。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商水县

主办单位：周口市科技局、商水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94-8273761

联 系 人：高卫兵

00841
科研基地向社会开放活动

周口农科院面向社会开放农业试验基地 3天，让

社会人员参观考察，亲身体验科技成果带来的社会

进步。

时    间：5月 20－ 22 日

地    点：周口市

主办单位：周口市科技局、周口市农科院

联系电话：0394-8273761

联 系 人：高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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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2
驻马店市 2013 年科技创新成果展

在市天中广场举办驻马店市 2013 年科技活动周科

技创新成果展。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市天中广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

联系电话：2835538

联 系 人：丁峰

00843
科普传播专家行

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和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玉泉、梨林镇、五龙口镇、思礼镇、下冶镇、

克井镇、邵原镇、王屋镇

主办单位： 科技局、科协、农业局、畜牧局、林业局、

农科所

联系电话：13838929866

联 系 人：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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