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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2
2013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上海科技节主会场活动

向公众传播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性，向

公众传播科学生活方式和传递幸福生活理念，打造

一场互动体验式的主题科普嘉年华。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2062 新能源主题公园

主办单位： 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组委会、上海科

技节组委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23112578

联 系 人：俞琪国

00143
第五届上海市科普艺术展演活动

本次展演以“关爱生命、关注安全”为主题，创编

和展示公众年喜闻乐见的科普文艺节目。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沪东工人文化宫

主办单位： 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组委会、上海

科技节组委会、杨浦区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23112545

联 系 人：施天音

00144
第十届上海市大众科学奖

本届评选将改变以往传统的评选模式，在奖项定

位、奖项设置、推荐申报、评审程序等多方面都有

所创新，且更贴近“大众”的定位。

时    间：3月－ 12月

地    点：上海

主办单位：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53822040-63004

联 系 人：刘敏超

00145
上海市第九届青少年科技节

本届青少年科技节活动围绕 “创新 . 探索 . 成才—

科技创新引领幸福生活”主题，引导青少年关心、

探讨、研究我们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时    间：5月中旬－ 6月底

地    点： 2062 新能源主题公园、市科艺中心、各

区县

主办单位：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上

海市委员会

联系电话：64674469

联 系 人：曹晓清

00146
上海科普大讲坛——转基因与食品安全

讲座特邀请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院士为我们深入

讲解转基因食品的原理及其安全性问题。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2062 新能源主题公园

主办单位： 上海科普大讲坛管理办公室、上海院士

中心

联系电话：63875151-684

联 系 人：李静

00147
上海市职工创新创效推进会暨第五届上海职工

科技节开幕式

举行“2013 上海职工科技创新成果网上展”开通

仪式；部署深化职工创新创效工作。

时    间：5月 17日

地    点： 2062 新能源主题公园（浦东新区塘子泾

路 191 号）

主办单位： 市总工会、市发改委、市科委、市教委、

市人社局、市知识产权局、团市委、市

科协

联系电话：63391939

联 系 人：武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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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8
海洋，我们的家园——2013 年江浙沪青少年科

技制作系列大赛

由航海模型设计制作竞赛、“海洋，我们的家

园”——江浙沪青少年海洋知识竞赛、“未来海上

资源利用畅想”少儿科学幻想绘画竞赛三大板块活

动组成。

时    间：5月下旬－ 9月下旬

地    点：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单位：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上海市海洋局、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中国航海博

物馆

联系电话：53826326

联 系 人：陈新华

00149
世博零碳馆 2.0 升级版“智能化人居系统”实

样展示

在当年世博“零碳馆”的理念和技术支撑下，制作

的“智能化人居系统”，已经可以达到“零碳排放”

的水平，在很多现场将为市民展示未来的“零”碳

生活。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鄂尔多斯广场

主办单位：黄浦区科协

联系电话：53083038

联 系 人：王约

00150
弘扬气象文化，普及气象科普知识——新建徐

家汇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将新建的徐家汇博物馆及现代一体化业务大平台

对公众开放。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上海市气象局

主办单位：上海市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联系电话：64385865

联 系 人：张颖

00151
2013 年多媒体论坛

瞄准科普多媒体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关系，通过

高层次的互动激荡，得到在智慧城市中，科普多媒

体开发与应用的启迪。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长宁区科委（协）

联系电话：52388296

联 系 人：洪嫣

00152
“智慧时代 . 魅力静安”科普主题展览

通过智慧时尚、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商务、

智慧政务五大板块，向参观者呈现一个真实的智慧

城市。

时    间：周一到周六，9:00- 16:00

地    点：昌平路 710 号静安科技馆

主办单位： 静安区科委、科协、上海市信息化青年

人才协会、上海交通大学“城市创造力

与传播研究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62183045

联 系 人：冉江海

00153
2013 年青少年知识产权教育系列活动

举办青少年创造发明与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活动，并

拟定于2013年 4月－5月在区青少年中心举办总

决赛。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普陀区科委、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52564588-7158

联 系 人：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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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4
制作发送一期公共安全科普宣传手机报

结合公共安全科普宣传的特色内容，紧贴民生需

求，利用公共传播媒体开展科普宣传，联手上海电

信、移动、联通和制作公司制作一期公共安全科普

宣传手机报。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发送给当天工作、生活在闸北区域的用户

主办单位：闸北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联系电话：61421328-5121

联 系 人：周倩

00155
预防禽流感你我在行动

针对突发的H7N9禽流感病毒，以专题科普报告、

科普讲座、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法，增强公众

防范病毒侵蚀的科学知识和有效方法。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虹口区社区、学校、企业、机关

主办单位：虹口区科委、区科协

联系电话：25015337

联 系 人：龚健

00156
上海院士风采馆主题巡展活动

以院士馆主题的展示内容和开展的重要科普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为载体，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

社会公众介绍院士馆的展示内涵，吸引更多青少年

参观学习。

时    间：全年

地    点：杨浦区域内中小学

主办单位：上海院士风采馆

联系电话：55226911 转 212

联 系 人：顾佳美

00157
闵行区科技节开幕式

围绕“闵行区建设低碳科普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

及“闵行区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2013-2015）

行动计划”，开展的科技、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智慧园

主办单位：闵行区科委、科协

联系电话：64986253

联 系 人：施华青

00158
“你我同参与 全家都来赛”— 社区创新屋擂台赛

围绕“科技创新引领幸福生活”这一主题，开展“你

我同参与 全家都来赛”—社区创新屋擂台赛。

时    间：科技节期间

地    点：相关社区创新屋

主办单位：宝山区科普联席会议

联系电话：56167243

联 系 人：吴强

00159
浦东新区科技节开幕式暨中国·上海浦东首届科

普微电影大赛颁奖仪式

开幕式上将颁布中国·上海浦东首届科普微电影大

赛获奖作品。

时    间：5月 19日 9:30

地    点：浦东东视演播厅

主办单位： 浦东新区科普联席会议、浦东新区科技

节组委会、浦东新区科协

联系电话：38583327

联 系 人：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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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0
2013 年全国科技周松江区活动开幕式暨科普文

艺巡演

举办 2013 年全国科技周松江区活动开幕式，会上

将表彰 2011 － 2012 年松江区科普创建。同时，

创作一台科普文艺节目，到全区巡演。

时    间：5月 17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松江区科协

联系电话：37736435

联 系 人：卢斌

00161
社区乐享科普成果，携手共建美丽中国——

2013 科普驿站青浦站

主要包含“生态文明，你我共参与”、“安全生活

伴你行”两大主题展以及“潜海飞天，科技强国”

大型体验活动。

时    间：5月 7－ 15日

地    点：青浦区博物馆

主办单位： 青浦区科委、青浦区科协、市科普教育

展示技术中心

联系电话：69717441

联 系 人：舒良宇

00162
春季迁徙鸟类保护“六进”宣传活动

开展春季迁徙鸟类保护“六进”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6－ 31日

地    点：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主办单位：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联系电话：5971556

联 系 人：李梓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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