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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4
“数字科技周”活动

依托重庆科普网集成科技周的活动与科普资源，借

助网络开展科普活动，与京、津、沪等省市形成互

动。具体包括科技周活动交流、科普产品展示、科

普影视动漫展播、热点问题专家谈等。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全国范围联动

主办单位：市科委

联系电话：67957902

联 系 人：刘静

00185
媒体科普传播专题活动

市级媒体统一开设科技活动周专栏，邀请中央驻渝

媒体参加，对活动周筹备情况、开幕式、重点主题

活动等进行跟踪报道。并通过广播电视专题、报刊

网络专栏、科普公益广告、手机报、微博、科普短

信等开展科普专题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3－ 24日

地    点：全市范围

主办单位：市委宣传部、市科委

联系电话：67516607

联 系 人：王娅

河北

00186
睡眠医学科普宣传年——睡眠科学进校园

面向学生开展有关睡眠方面的科普宣传。开展睡眠

专家科普讲座及答疑、展示睡眠医学知识科普展

板、发放睡眠医学知识科普宣传资料等。

时    间：5月 20－ 21 日

地    点：河北省保定联合大学

主办单位：中国睡眠研究会

联系电话：010-65230156

联 系 人：潘继红

00187
2013 年河北省科技活动周暨全国 “流动科技

馆进基层活动”河北站启动及展出仪式

举办2013年河北省科技活动周暨全国 “流动科技

馆进基层活动”河北站启动及展出仪式等。

时    间：5月 17日

地    点：平山县城中心广场

主办单位： 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河北省科技厅、

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85817982

联 系 人：俞宏华

00188
河北省暨石家庄市第四届网络科普知识竞赛

举办 2013 年河北省暨石家庄市第四届科普网络知

识竞赛以创新科技政策和创新知识解读、节约能源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科普知识宣传等。

时    间：5月 1－ 21 日

地    点：河北科普网

主办单位： 河北省科技厅、石家庄市科技局、河北

科普网

联系电话：85054096

联 系 人：张焕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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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9
全省高等学校科普宣传服务系列活动

以“科技创新·美好生活”为主题，展示高校科研

成果，提升公民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组织300

名有关专家、教授针对食品安全、生态环保、应急

避险、低碳节能、健康生活等，开展科普知识系列

讲座、论坛、义务诊疗等活动，以多种形式组织专

家教授、大学生深入社区、乡村基层，开展科技咨

询服务、科普节目汇演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高校、社区、乡村基层

主办单位：各高等学校

联系电话：0311-66005159

联 系 人：王书鹏

00190
环保科普进校园

活动将以发放有关环保科普知识手册、科普宣传

单、张贴科普挂图，组织科普知识讲座，观看环保

影视宣传片，赠送环保背心、环保用具、文具等丰

富多彩的形式宣传环保科普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唐县

主办单位：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联系电话：87803670

联 系 人：崔晓晔

00191
服务基层百姓，共建美好生活

开展以慢性病防治为重点的健康义务诊疗活动，还

可在社区宣传卫生科普知识。

时    间：5月中旬

地    点：谈固社区

主办单位：石家庄市卫生局

联系电话：13833396893

联 系 人：刘琳

00192
全省人口计生系统科普宣传系列活动

充分利用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网络优势，大力普及

预防出生缺陷科学知识。针对遗传因素、环境污染、

营养素缺乏、不良生活习惯等多种出生缺陷的主要

诱因，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民预防出生

缺陷意识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河北省内

主办单位：各市人口计生委、县人口计生局

联系电话：0311-87056847

联 系 人：赵慎

00193
科技引领妇女创造美好新生活

活动由省妇联牵头组织，基层妇联组织配合，依托

省女能手协会、女能手大专班、各地乡村女校，向

广大农村妇女普及科学的种养殖知识、生活理念以

及创业就业技能，向女能手讲授先进的生产方式，

农村妇女广泛参与。

时    间：5月

地    点：各市

主办单位：省妇联

联系电话：0311-87903037

联 系 人：王越

00194
北斗导航卫星原理及应用知识讲座

通过专家讲解人造卫星的发射原理、测控技术、卫

星导航原理、北斗导航卫星应用领域等知识。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河北科技大学

主办单位：河北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

联系电话：0311-87802282

联 系 人：穆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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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0－ 24日

地    点：怀来县

主办单位：省级科普基地 -张家口市科技馆

联系电话：2018059

联 系 人：张红亮

00199
省级科普基地－蔚县剪纸科普展览参观活动

开展《蔚县剪纸组织机构展》、《蔚县剪纸作品展》、

《剪纸艺术节成果展》、《蔚县节庆文化剪纸作品

大赛展》参观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蔚县剪纸博物馆

主办单位：蔚县剪纸博物馆

联系电话：13933766536

联 系 人：李崇胜

00200
武安市中小学生免费科普知识教育

组织武安市中小学生集体来我园参观，科普讲解员

义务为其讲解历史文化、植物、地质等科普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东山文博园园内

主办单位：省级科普基地 -武安市东山文博艺园

联系电话：0310-5566900

联 系 人：贾赞梅

00201
省级科普基地 - 磁州窑工艺陶瓷制作

参观省级科普基地，现场学习磁州窑工艺陶瓷制作。

时    间：4月 20日－ 5月 20日

地    点：磁州窑博物馆

主办单位：磁州窑博物馆

联系电话：15081625882

联 系 人：俎少英

00195
省级科普基地 - 中国门窗博物馆科技活动

以中国门窗博物馆为依托，举办“中国门窗博物馆

科技活动周”活动，免费向游人开放，专人讲解，

培养人们的节能和环保意识，文化内涵，同时重在

体现当代高科技节能门窗产品。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河北省高碑店市中国国际门窗城

主办单位：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12-5593712

联 系 人：杜鹃

00196
省级科普基地－英利集团光伏馆向社会开放活动

宣传太阳能光伏科技知识，普及太阳能光伏科技

文化。

时    间：5月 20－ 21 日

地    点：英利集团光伏馆

主办单位：英利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12-8632321

联 系 人：郑京超

00197
展示科技成果，培养创造意识

组织徐水中、小学生对索具公司的重大科技成果进

行参观学习，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河北 保定 徐水

主办单位：省级科普基地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12-8608965

联 系 人：温建辉

00198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巡展活动

组织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巡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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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2
省级科普基地 - 邺城历史文化宣传普及活动

宣传介绍古邺城历史地位及现在邺城总体规划；宣

传普及有关建安文学知识；现场讲解邺城历史。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三台遗址公园、建安文化广场

主办单位：铜雀三台遗址公园

联系电话：0310—4928169

联 系 人：付天峰

00203
省级科普基地 - 走进磁州窑大型科普展

普及磁州窑文化知识；陶瓷技艺展示和互动体验。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磁州窑富田遗址、盐店遗址、峰峰磁州

窑博展馆、大家陶艺公司

主办单位：峰峰磁州窑艺术文化传播基地

联系电话：13613100394

联 系 人：李景欢

00204
河北富岗优质绿色苹果标准化生产技术省级科

普基地揭牌仪式及苹果管理技术科普培训

组织专家上课和到基地苹果园现场指导，开展苹果

管理技术科普培训。

时    间：4月 27日

地    点： 河北富岗优质绿色苹果标准化生产技术

科普基地（内丘县侯家庄乡岗底村）

主办单位： 省级科普基地——河北富岗优质绿色苹

果标准化生产技术科普基地

联系电话：0319-6866285

联 系 人：郭宝玉

00205
省级科普基地专项活动

组织植棉专家到各地指导棉农开展棉花苗期管

理；开展科普展览；组织棉农集中区域的集日宣

传活动。

时    间：5月 15－ 30 日

地    点：河间市

主办单位： 省级科普基地 -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

务总会

联系电话：0317-3650316

联 系 人：郭增香

00206
省级科普基地 -南大港“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

组织南大港“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为人民

群众提供农业科技服务、讲解农业科技知识、卫生

知识，为大家免费测量血压，解答病情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一分区、

二分区、三分区

主办单位：科技局、宣传部、科协、湿地

联系电话：0317-5897831

联 系 人：董玲

00207
举办大学生科技节活动

组织“挑战杯”2013年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

滑翔机大赛、电子电工技能知识大赛、营销策划大

赛、航天知识竞赛等 10余项学科专业竞赛及科普

知识竞赛，并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举办讲座。

时    间：3月 19日－ 5月 25日

地    点：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主办单位：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联系电话：2083870

联 系 人：田东兴

00208
2013 年科技活动周

邀请国内外专家到河北大学开展讲学活动，宣传卫

生知识、疾病预防，开展科技成果宣传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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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河北大学校内

主办单位：河北大学

联系电话：0312-5079605

联 系 人：杨敬伟

00209
认知生命起源，探索生命奥秘

以科学普及为主题，组织专业教师进行讲解等活动。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河北北方学院远志楼生命科学馆

主办单位：河北北方学院

联系电话：03134029189

联 系 人：张维西

00210
2013 年邯郸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走进科普基

地活动

举办专家咨询讲座，展牌展示等活动。

时    间：5月 16－ 29日

地    点：河北工程大学

主办单位： 河北工程大学机电学院现代制造技术实

验室

联系电话：18230229098

联 系 人：姬晓利

00211
2013 年邯郸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走进科普基

地活动

举办 2013 年邯郸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组织开展

走进科普基地等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 河北工程大学国防教育与现代农业科普

基地

主办单位：邯郸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0-3118090

联 系 人：张亮

00212
“防震减灾从我做起”主题宣传活动

组织开展防震减灾图片展、防震应急避险、自救互

救知识讲座等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学校、社区

主办单位：邯郸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0310-8083062

联 系 人：王玮

00213
“科技气象·美好生活”科普宣传活动

举办专家咨询讲座，展牌展示，发放宣传单、宣传

画册和手提环保袋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气象观测站

主办单位：邯郸市气象观测站

联系电话：13832016977

联 系 人：刘思华

00214
检验检疫知识、外贸知识和技术标准培训

举办检验检疫知识培训讲座，发放检验检疫宣传手

册，检验检疫工作人员通过下厂、接受委托检测等

多种机会向进出口企业宣传产品的技术标准、国内

外法规。

时    间：4月和 5月期间

地    点：邯郸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地

主办单位：邯郸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联系电话：0310-8066361

联 系 人：裴新华

00215
科普小制作和趣味科学实验展览

对外开放青少年宫科学工作室，展览科学工作室内

的科普作品，科普专业教师讲授科普知识和利用科

普器材制作科普小作品方法，举办趣味科学实验展

及机器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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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邯郸市青少年宫

主办单位：邯郸市青少年宫

联系电话：0310-3014049

联 系 人：李艳海

00216
常见眼病防治常识普及

通过陈列展板、实物、模型、现场操作、书籍资料、

播放视频、科普知识讲座、眼部健康检查、普及眼

保健操等形式来宣传眼保健知识，开展老年白内障

防治科普知识宣传。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邯郸视光眼病医院、社会场所

主办单位：邯郸视光眼病医院

联系电话：15100068208

联 系 人：刘英敏

00217
少儿科普作品展示暨科技制作现场演示会

展示少儿科普高端产品和少儿科学制作成果，推广

介绍北京《疯狂博士玩转科学》项目，宣传启迪科

学传播中心的科学体验普及规划。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青少年宫广场

主办单位：邯郸市启迪科学传播中心

联系电话：18931058339

联 系 人：张振贤

00218
科技活动周视频宣传报道

利用科技频道平台传播科技信息、科技知识，并开

辟专栏为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科技知识。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武安市科技局

主办单位：武安市科技视频点播中心

联系电话：0310-5653660

联 系 人：乔庆生

00219
校企对接活动

邀请专家深入企业调研，通过校企对接解决企业存

在的技术难题。

时    间：5月

地    点：武安市

主办单位：武安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0-5653325

联 系 人：郭学斌

00220
湿地公园生态环保科技宣传

组织学生参观学习，跟随讲解员参观树种、植物，

认识有关植物品种，学习植物种植科普知识。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武安市磁山二街湿地公园

主办单位：武安市磁山二街村委会

联系电话：18632052282

联 系 人：霍艳敏

00221
平衡施肥、科学施肥技术讲座

以“科技创新·美好生活”为主题，发挥科普基地

阵地作用，通过举办平衡施肥、科学施肥技术讲座，

推广传播农业生产技术。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鸡泽县高效农业科普示范基地

主办单位：鸡泽县汇丰农研会

联系电话：0310-7558659

联 系 人：张强

00222
组织参观金银花科普示范基地

组织青少年学生参观市级科普示范基地—鸡泽县

高效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展示创新产品—旭诚金银

花茶，宣传普及科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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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砚池金银花基地、金银花加工厂

主办单位：鸡泽县汇丰农研会

联系电话：0310-7558659

联 系 人：张强

00223
棉麦连作双丰产技术示范与推广培训

利用冬春自然温室效应和工厂化育苗移栽技术，开

展棉麦连作双丰收示范推广。推广普及该项技术，

改春棉单季生产为棉麦双季连作，实现棉麦双丰收。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河北蕾邦种业有限公司会议室

主办单位：鸡泽县蕾邦科普基地

联系电话：0310-7636308

联 系 人：王军

00224
科普漫画展览与征集活动

举办邱县科普漫画展览活动；发布开展科普漫画征

集活动的通知；组织科普漫画绘画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邱县文化馆

主办单位：邱县文广新局

联系电话：0310-8366728

联 系 人：李朝红

00225
科普宣传—躲不开的食品添加剂

开展食品添加剂相关科普知识，采用观看视频《色

香味的秘密》、主题演讲、发放科普读物等方式

开展。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邯郸市天然色素科普基地

联系电话：0310-8859020

联 系 人：程建华

00226
“保增长、促发展、构和谐”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开展焊工、砌砖、财会、导游、教学（三科）、点

钞（单指、多指）、园林修剪、文明用语、车工、

钳工、中药调剂、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涉县科技馆

主办单位：涉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0-3893678

联 系 人：张秀梅

00227
科普画廊展

展示防震减灾、常见疾病预防、互联网常识、日常

生活小常识等内容，开展集中展示活动，邀请县有

关单位集中展示科普类教育知识，组织学生参加。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临漳县邺都花园

主办单位：临漳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0-7862804

联 系 人：王磊

00228
电视台科普专栏节目

开办《农技电波》和《科技之窗》两个科普栏目，

播出农业科技知识和生活小常识，指导农民科学生

产，引导群众健康生活。另外在临漳网络电视台网

站设置《农业资讯》栏目，重点介绍农业科普知识、

科普法规、最新资讯等，栏目内容及时更新，方便

群众浏览。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临漳县电视台

主办单位：临漳县电视台

联系电话：13931039996

联 系 人：叶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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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9
“葛根等药材提取醒酒剂”和“食用菌中提取

天然防腐剂”技术管理培训

邀请相关专家教授授课，针对西北农林大学研究成

果“葛根等药材提取醒酒剂”和“从食用菌中提取

加工天然防腐剂”开展技术示范推广讲座。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临漳县人民政府大会议室

主办单位：临漳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0-7862804

联 系 人：张杰

00230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走生态发展之路

组织群众到河北绿岭薄皮核桃标准化生产技术科

普基地参观，让广大群众从绿岭公司的发展过程

中，认识科技创新是引领现代农业走生态发展的必

由之路。

时    间：4月 29日

地    点：绿岭公司

主办单位：科技局 绿岭公司

联系电话：7191865

联 系 人：赵文增

00231
内丘县青少年小发明、小创造作品评比赛

组织全县青少年小发明、小创造、小创新作品的展

示和评比，届时将邀请各学校的科技辅导员和部分

中小学生进行观摩。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内丘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内丘县教育局

联系电话：6861378

联 系 人：朱琳  刘剑华

00232
邢台市山区生态特色产业技术万人大培训

为进一步做好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园、百里优质核桃

产业带、山区生态产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全面推

进“还邢台青山绿水，走生态发展之路”战略在山

区实施，组织开展“邢台市山区生态特色产业技术

万人大培训”活动。

时    间：3月－ 11月

地    点：邢台山区

主办单位：邢台市山办

联系电话：0319-3288332

联 系 人：张红霞

00233
2013 年石家庄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

举办 2013 年石家庄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各科普

联席会成员单位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正定科技馆科

普知识展牌、科普大篷车及天文观测车、车载天象

厅等现场展示宣传。

时    间：5月 6日

地    点：裕华区

主办单位：石家庄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1-85057966

联 系 人：谢宝会

00234
石家庄市科普巡回宣讲活动

依托“石家庄市科普巡回宣讲团”，根据群众实际

需求，深入农村、社区有针对性地开展宣讲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23个县市区

主办单位：石家庄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1-85057966

联 系 人：谢宝会

00235
石家庄市科普基地科普展出活动

以科普基地科普的科普展品，科普挂图、车载天文

台车及新研发的车载天象厅等方式在活动现场展

示和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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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23个县市区

主办单位：石家庄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1-85057966

联 系 人：谢宝会

00236
科技大培训

举办培训班、现场技术指导、发放科技明白纸、播

放科技光盘等，开展设施蔬菜栽培、核桃、中华寿桃、

食用菌、生猪养殖、禽流感防控、小麦管理、卫生

保健、常见多发病预防治疗等方面的科技培训。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乡镇、村

主办单位：各乡镇、农林牧、卫生等单位

联系电话：82911135/82911738/82911355

联 系 人：郝文谦  刘德珍

00237
平山县 2013 年科技活动周集中科普宣传活动

举办平山县 2013 年科技活动周集中科普宣传活

动，开展种植、养殖、卫生保健、节能减排、防震

减灾、文物、知识产权保护、富民政策、法律法规

等方面的科普知识宣传。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中山广场

主办单位：科技局、科协、宣传部

联系电话：82935063

联 系 人：孙贵风

00238
举办博物馆日活动

举办平山文化遗产图片展、“三年大变样”图片展、

现场咨询、讲解、发放《文物保护法》、《博物馆

管理办法》宣传材料等。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县博物馆

主办单位：文广新局

联系电话：82931261

联 系 人：张学亮

00239
创建农家书屋

结合基层建设年活动的开展，由文广新局牵头，在

科技活动周期间，筛选 10个具备一定场所、设施

较完善的村，帮助创建农家书屋，赠送科普图书，

培训图书管理人员。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各乡镇

主办单位：文广新局

联系电话：82931261

联 系 人：张学亮

00240
创业帮扶百村行活动

针对全县农村妇女创业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开展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农业实用技术等创业帮

扶活动，圆广大农村妇女的创业就业梦，增强致富

能力。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乡镇

主办单位：县妇联

联系电话：82942015

联 系 人：王联琴

00241
送科技卫生下乡活动

宣传普及科学种养技术、卫生保健、防震减灾、节

能减排、富民政策等方面的科普知识，大力推广农

业新技术新品种，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北荣村

主办单位：科技局

联系电话：82935063

联 系 人：孙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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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2
科普讲座

利用县电视台开办的《平山农业》、《健康之友》、

《科普大蓬车》等栏目，组织有关部门科技专家举

办小麦病虫害防治、核桃管理、禽流感防控、常见

病多发病防治等科普讲座，提高全县人民的整体科

技素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县电视台

主办单位：科协、农牧局、卫生局、电视台等

联系电话：82936078/82911135

联 系 人：刘建文

00243
科技宣传

组织相关企事业单位在市人民广场开展科技文化

知识宣传活动，展出新型科技产品、优秀科普作品

推介，发放科普知识图册，邀请草莓所专家为村民

讲解草莓种植知识，组织科普知识讲座。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保定市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2-3312067

联 系 人：张福清

00244
科技创新、建设善美安国、实力药都

举办有市直相关部门领、企业骨干、及优秀学生代

表参加的启动仪式；聘请教授对全市企业骨干进行

中药制剂的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中药炮制、加工

技术、技术转让等内容培训；通过展板、图片、发

放明白纸等形式宣传相关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政府大院广场

主办单位：安国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2-3552317

联 系 人：霍利伟

00245
定州市 2013 年科技活动周集中宣传活动

围绕“科技创新·美好生活”，以贴近实际、贴

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紧紧围绕“加强节约

能源资源、低碳生活、卫生防疫、网络信息安全、

防震减灾、食品安全及健康饮食、核辐射的预防、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内容，通过设置咨询台，

悬挂条幅、展板图片宣传、科普短信、科技游园等

形式，服务群众，普及科学知识。

时    间：5月 16－ 22 日

地    点：张寒晖文化广场

主办单位：科技局、宣传部、科协

联系电话：0312-8431515

联 系 人：赵胜琴

00246
身体力行·建设美丽乡村

开展枣树春季管理培训，进行交流并指导他们如何

进行科学管理；聘请专家，环保人士等现场宣讲。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北果园乡李家庄村

主办单位：阜平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2-7221245

联 系 人：魏海霞

00247
科技活动周

科普宣传进校园活动，印发防灾减灾、低碳生活科

普资料；开展科技下乡活动，聘请专家深入农村开

展科技咨询和培训；组织科技部门机关干部深入基

层开展“科技创新·美好生活”主题宣讲。

时    间：5月 10－ 25 日

地    点：河北省涞水县

主办单位：涞水县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12-4522120

联 系 人：兰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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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8
普及科普知识，推进科技创新

制作展板和宣传条幅；开展宣传活动，发放明白纸、

宣传册；驻村入企，开展服务基层活动；到沿公村

集中开展科普咨询活动，建市级科普示范村，铺设

百米科普长廊。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徐水县

主办单位：徐水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2-8683959

联 系 人：祁志红

00249
涿州市科技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书籍等形式进行科技宣传活动；进

行以农业、养殖为主的科技下乡活动，并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进行科普宣传。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涿州市广场

主办单位：涿州市工信局

联系电话：0312-3638587

联 系 人：王育杰

00250
《中华魂——长城展》展

黄骅市博物馆制作《中华魂——长城展》展牌30块，

展览以“中国长城”、“河北长城”和“长城名词、

故事”三个部分对长城作了图文并茂的系统介绍。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黄骅市人民公园广场

主办单位：黄骅市博物馆

联系电话：0317-5221355

联 系 人：孙德昌

00251
“推进科技创新，共建美丽乡村” 科普活动农

村行

开展农业、防震减灾、专利知识、节约能源倡导绿

色低碳、生命健康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宣

传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衡水市枣强县唐林乡

主办单位：衡水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8-5265112

联 系 人：马援利

00252
2013 年廊坊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暨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论坛

举办 2013 年廊坊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举办“固

安肽谷生物科技科普基地揭牌仪式”；举办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论坛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和企业展开

研讨和交流。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廊坊东方大学城

主办单位： 市科技局、宣传部、市科协、固安肽谷

生物科技园

联系电话：5212187

联 系 人：徐雅斌

00253
河北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成果项目对接活动

邀请专家来廊坊发布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

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重点项目，并与重点企业进行对

接洽谈。

时    间：5月 19日下午

地    点：廊坊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廊坊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5212191

联 系 人：田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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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4
开展科技服务新农村活动

深入农村开展科技活动，开展高效种植、立体循环

种养、节能增效等致富技术培训。

时    间：3月 1日－ 6月 25日

地    点：廊坊市各县市区

主办单位：廊坊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5212186

联 系 人：王琦玮

00255
举办气象科普活动

举办“气象在我身边”有奖征文活动，普及气象科

普和防灾减灾知识，展示气象科技成果等，召开校

园气象灾害应急联络人培训会议。

时    间：3月 19日－ 5月 25日

地    点：廊坊气象局

主办单位：廊坊气象局

联系电话：2023703

联 系 人：刘振山

00256
科普“五进”系列宣传

开展有奖征文；进企业开展支持企业创新优惠政策

解读培训；网上科普知识竞赛；防震减灾进学校。

时    间：5月 15－ 21 日

地    点：新澳海底世界广场

主办单位：秦皇岛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35-3639716

联 系 人：余国军

00257
科技创新 •美好生活

在学校进行地震应急演练，并邀请市局领导到现场

摩指导；在各个社区安装应急避难疏散示意图和防

震减灾知识展牌；把农村作为宣传工作重点，以科

技活动周为契机，启动“防震减灾百村巡讲”活动，

同时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渠道进行宣传。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全区

主办单位：海港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3553907

联 系 人：李冀宁

00258
科技创新  美好生活

组织相关单位科技工作者、科技能人、科技特派员、

工程师、专家、各行各业精英骨干分子，参加民族

广场大型科普宣传活动，建科普咨询点，发放科普

知识小册子、明白纸，宣传林果、食用菌、中药材、

蔬菜等种植及病虫害防治等科普知识；宣传防震减

灾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等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民族文化广场

主办单位：青龙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35-7862293

联 系 人：白忠国

00259
张家口市 2013 年科技活动周科普活动

开展优秀科普作品推介、职工技能大赛、科普讲堂

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张家口市

主办单位：张家口市科技和地震局

联系电话：0313-4193631

联 系 人：穆军

00260
科技周启动仪式

宣布“2013 年赤城县科技活动周”开幕，成员单

位现场答复群众咨询，发放宣传资料。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汤泉河文化广场

主办单位：科技局

联系电话：6312256

联 系 人：靳春风



059

河
北

H
ebei

00261
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

深入农村开展科技惠及民生的服务活动，通过组织

科技人员科技下乡、巡回宣讲、现场指导、入户服

务、印发资料等多种形式，进行新品种、新技术推

广，并以音乐、舞蹈、戏曲等文艺形式宣传科学生

活常识。

时    间：5月 20－ 25 日

地    点：后城镇、东卯镇等重点乡镇

主办单位：科技局、文广新局、卫生局

联系电话：6312256

联 系 人：靳春风

00262
无公害蔬菜栽培培训班

聘请市农业局专家对全县 18个乡镇蔬菜种植户进

行集中培训，发放绿色蔬菜栽培实用手册2000份。

时    间：5月 20－ 25 日

地    点：温泉怡园宾馆

主办单位：科技局、农业局

联系电话：6312295

联 系 人：董卫国

00263
崇礼县科技活动周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开展农业科技、知识产权，防震减灾、卫生等科普

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崇礼县青少年活动广场

主办单位：崇礼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3-4617598

联 系 人：刘悦军

00264
科普知识下乡活动

开展大棚蔬菜种植、大棚蔬菜职业病、知识产权、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下乡活动。

时    间：5月 20－ 25 日

地    点：崇礼县驿马图乡、石嘴子乡

主办单位：崇礼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3-4617598

联 系 人：刘悦军

00265
沽源县科技周活动

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政策和我县“十一五”科

技发展成果及“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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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普内容；结合我县实际，组织开展

不同类型的科技培训、技术创新和示范推广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沽源县

主办单位：沽源县地震局

联系电话：5812375

联 系 人：杨晓清

00266
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普及及地震应急演练

在全县中小学中普遍开展一次“三个一”活动，即

办一期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普及板报、组织开展一次

应急疏散逃生演练、讲一堂防震安全课。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二中院内

主办单位：康保县第二中学

联系电话：0313-5512621

联 系 人：张二军

00267
“低碳生活”报告会

举办大型“低碳生活”报告会；发放“二氧化碳排

放给地球造成的危害”等宣传资料。

时    间：5月 21－ 25 日

地    点：县一中礼堂

主办单位：康保县环保局

联系电话：0313-5512075

联 系 人：李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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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8
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

宣讲防震减灾知识，提高学生应对地震灾害的能

力，通过实地宣讲传授知识，通过实地演练，增强

防震减灾的实际应对能力。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安宁街小学广场

主办单位：尚义教科局、地震局

联系电话：4323547

联 系 人：李丽

00269
蔬菜栽培技术培训

深入两个村实地进行蔬菜植培培训。

时    间：5月 23－ 25 日

地    点：七甲村、小五村

主办单位：尚义县农牧局

联系电话：4323547

联 系 人：魏志卿

00270
杏树优质高效丰产技术宣传

针对杏树生产上有关品种选择、嫁接改造、管理措

施等具体栽培技术，进行现场宣传展示；通过发放

明白纸、现场咨询、集中培训等形式开展活动，广

泛宣传优良鲜食、仁用杏品种，推介先进实用栽培

技术和优质高产管理措施。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万全县旧堡乡

主办单位：万全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13-4230497

联 系 人：杨天利

00271
无公害蔬菜栽培技术宣传

针对无公害蔬菜技术，从农产品安全标准、管理措

施规范、施肥及植保限制等方面进行宣传。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万全县北新屯乡

主办单位：万全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13-4230497

联 系 人：杨天利

00272
下花园区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及宣传活动

以“科技创新•美好生活”为活动主题的科技活

动周启动仪式在区广场举办，并邀请区领导出席，

采取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科技图书、现场咨询等方

式进行宣传。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站前广场

主办单位：下花园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5187896

联 系 人：朱爱芳

00273
下花园区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

进行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开展义诊、讲座、

现场咨询等活动，采取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科技图

书等方式进行科普宣传。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花园乡上花园村

主办单位：下花园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5187896

联 系 人：朱爱芳

00274
关注群众健康  加强群控群防

利用 5.12 汶川地震纪念日，加强防震减害的相关

宣传活动，同时组织相关部门对学校等重点单位进

行实地检查和相关演练；针对当前H7N9 禽流感

流行趋势和防控方式，协同区疾病控制中心组织街

道、社区进行积极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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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2－ 25 日

地    点：中山广场

主办单位：宣化区科技局、疾病控制中心

联系电话：3238856

联 系 人：刘晓刚

00275
宣化县科技活动周“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

集中示范活动

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医疗卫生人员将现场为群众进

行义诊，免费为群众看病，并现场赠送药品。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宣化县江家屯乡江家屯村

主办单位：宣化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3-3012643

联 系 人：王鹏燕

00276
香瓜种植先进栽培技术科技讲座

举办“关于香瓜种植先进栽培技术”为主要内容的

科技讲座。进行详细讲解并发放相关资料。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宣化县塔儿村乡塔儿村村

主办单位：宣化县科技局、塔儿村乡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313-3012643

联 系 人：王鹏燕

00277
科技政策落实培训活动

就国家企业所得税法，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办法、专利费用减缓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等政策开展培训活动。

时    间：5月下旬

地    点：市内

主办单位：承德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4-2050884

联 系 人：李长杉

00278
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

组织市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志愿者为广大农民送科

技、送服务。拟赴双桥、双滦两区和隆化县开展一

次集中培训、技术指导活动。

时    间：5月下旬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承德市科技局、承德市科协

联系电话：0314-2024501

联 系 人：王飞

00279
防震减灾宣传普及活动

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农村民居

地震发全工程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等形式，让广

大群众了解和掌握震灾预防知识，震时自救与互救

知识，新闻媒体同步报道，参与上街宣传。

时    间：5月份

地    点：市内主要街道

主办单位：承德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0314-2025057

联 系 人：李阔

00280
企业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训研

讨会

组织召开“企业自主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培训研讨

会”，宣传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的重

要意义、工作内容、发展重点和支持政策。

时    间：5月

地    点：承德市

主办单位：承德市发展改革委

联系电话：2051851

联 系 人：王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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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1
科技活动周宣传

举办“生态承德，绿色家园”主题征文活动以及“创

国家环保模范城，共享美好生态环境”环保知识竞赛。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中心广场

主办单位：承德市环境保护局

联系电话：2295955

联 系 人：段琏

00282
科技培训、示范、推广行动

开展以科技知识为主的科技大培训、以经济林产业

为主体的科技大推广活动。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双桥区

主办单位：承德市林业局

联系电话：2050245

联 系 人：杨印聪

00283
义诊

开展义务诊疗活动，宣传预防保健、常见病、老年

病等医疗卫生知识。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社区

主办单位：承德市中心医院

联系电话：2072179

联 系 人：郝鹏

00284
科学使者进校园（社区）活动

组织科技特派员、科普讲师团、科普志愿者、科技

工作者深入县城区域中 7所小学开展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县城区域中小学

主办单位：围场县科学技术和地震局

联系电话：0314-7528523

联 系 人：杨国庆

00285
科技创新 绿色农业

举办科普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奖活动、发放科普资

料、现场咨询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隆化县中心广场

主办单位：隆化县科学技术和地震局

联系电话：0314-7062255

联 系 人：于秀芬

00286
组织参观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活动

组织中小学校师生代表 30人到宽城一中观摩地震

应急演练，参观科普画展，组织观看地震自救知识

短片，进行防震减灾宣传教育。

时    间：4月 22日

地    点：宽城一中

主办单位：宽城满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联系电话：0314-6862215

联 系 人：高国艳

00287
推动科技创新·共享美好生活

开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引进推广、果树管理、等方

面的科普宣传；组织县城内中小学生参观博物馆；

科普大篷车到丰宁民族文化广场播放科普宣传专

题片。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丰宁县城

主办单位：丰宁科震局

联系电话：0314-8086269

联 系 人：杨秀芳

00288
科技惠民行——2013 科技活动周科技下乡活动

组织相关部门带技术人员现场进行指导；围绕农业

“4+1”主导产业进行培训；聘请有关专家进行授

课、讲座；科普宣传，发放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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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0－ 24日

地    点：巴克什营镇、长山峪镇

主办单位：滦平县科学技术和地震局

联系电话：8582821

联 系 人：韩恽章

00289
知识产权集中宣传执法活动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活动；普及知识产权知识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

时    间：5月

地    点：市中心广场等地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4-2050074

联 系 人：范东

00290
创新大赛科技辅导员和组织工作者培训班

邀请省科协负责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专家和我

市优秀辅导教师为广大辅导员和科技教师、大赛组

织者开展培训。

时    间：5月中旬

地    点：平泉县

主办单位：市科协、承德县科协、平泉县

联系电话：0314-2024501

联 系 人：朱景柱

00291
建设和谐社区，为社区群众送健康活动

邀请疾控中心专家和市中心医院专家走进社区以

科普讲座，发放“明白纸”等方式宣传讲解H7N9

禽流感的基本知识和预防常识，同时以咨询方式向

广大社区居民传播健康生活的方法。

时    间：5月上旬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市科协、双桥区科协

联系电话：0314-2024501

联 系 人：朱景柱

00292
中央一号文件专题辅导讲座

邀请市农工委领导辅导中央一号文件。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承德市行政中心会议中心

主办单位：承德市妇联

联系电话：0314-2051071

联 系 人：宋晓伟

00293
大型工业科技技术名企名品主题展览

展出仪器、仪表、风能、太阳能、中药、中草药等

产品。

时    间：5月 19－ 24日

地    点：工信局会议室

主办单位：承德市工信局

联系电话：0314-2050092

联 系 人：马荣霞

00294
2013 年唐山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及大型宣传

活动

组织科技、卫生、环保、地震、教育、安全等方面

的专家现场开展科普宣讲、技术咨询、展览以及义

诊等科技服务活动，发放食品安全、卫生防疫、防

灾减灾、知识产权、应急知识等科普宣传资料。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河北联合大学

主办单位：唐山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15-2821718

联 系 人：吴志博

00295
科普大篷车巡展行动

举办展品展示，展板宣传，科普资料发放，科普影

视放映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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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4－ 31日

地    点：河北省市县

主办单位：河北省科协

联系电话：0311-86054723

联 系 人：张建辉

00296
2013 年建设生态文明、美丽河北——环保科普

漫画大赛

通过漫画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丰富多彩的

将由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进行评定，获奖作品将颁发

证书和奖品，并在相关媒体进行展示。

时    间：4月 17日－ 5月 22日

地    点：石家庄市

主办单位： 河北省科协、河北省文明办、河北环保

联合会

联系电话：0311-86054723

联 系 人：张建辉

00297
2013 年河北省基层建设年科普图书编写

集中财力招标做好面向农村的种养加实用技术和

常见病慢性病防治科普资料的编印工作，集中为全

省 5000 个基层建设年工作组和帮扶点及其他重点

区域提供科普资源服务，为推动基层建设年帮扶工

作取得实效助一臂之力。

时    间：5月

地    点：石家庄市

主办单位：河北省科协

联系电话：0311-86054723

联 系 人：张建辉

00298
从小爱科学 强我中国梦——2013 年河北省青

少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富于创造性的科普教育

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石家庄市运河桃园联合小学

主办单位：共青团河北省委

联系电话：0311-87903811

联 系 人：闫亮

00299
科技知识进社区、科级小课堂

在社区搭建活动舞台，并有科普图片、实物模型、

互动体验、科技闯关等多种形式，并邀请有关专家、

企业代表进入社区与居民互动交流。

时    间：5月初

地    点：各社区

主办单位：河北电台经济频道

联系电话：13832372726

联 系 人：李娜

00300
国土资源科技周活动之科普报告会

邀请专家在石家庄经济学院举办专题科普报告会，

介绍我们身边的地球环境（水、大气、土壤），推

动大学生群体形成一种良好的珍惜国土资源、珍爱

地球的思想与氛围。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石家庄经济学院

主办单位：河北省国土资源厅

联系电话：0311-66771383

联 系 人：刘超英

00301
国土资源科技周活动之“美丽河北我先行”主

题演讲比赛

一是在 5月中旬预赛，5月 21 日前 5名决赛，并

予以适当奖励；二是现场互动活动。三是编印宣传

土地、矿产资源环境方面的海报资料等；四是环境

应急监测车现场展示（中国地科院水环所负责组织

实施）。

笔调，反映出身边的环保人物、事件和感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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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石家庄经济学院

主办单位：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科技处

联系电话：0311-66771383

联 系 人：刘超英

00302
国土资源科技周活动之科普大游园

活动分为科普问答活动区、专题展览活动区、地球

科学博物馆活动区、环保出行方式倡议区等区域。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石家庄经济学院

主办单位：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科技处

联系电话：0311-66771383

联 系 人：刘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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