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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 30日

地    点：海口市、文昌市、澄迈县、琼中县

主办单位：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联系电话：65929110/18789066760

联 系 人：董晓娜                  

01051
为企业提供检测和技术服务项目

组织各专业科室技术人员到企业进行现场服务，帮

助企业解决检测和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时    间：5月

地    点：海口、儋州

主办单位：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联系电话：65340077/13519897713

联 系 人：陈运刚

01052
海南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文化沙龙

科技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题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主

题”，突破专利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资产质押贷

款的障碍进行探讨、交流、对接。

时    间：5月 30日

地    点：海口市

主办单位：省技术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65384791/18289735032

联 系 人：李秋香                 

01053
第三次工业革命读书沙龙

举办第三次工业革命读书沙龙活动，向社会宣传以

新能源和能源互联网、新材料科技发展为特征的第

三次革命的重大意义。

时    间：5月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省可再生能源协会

联系电话：65336531

联 系 人：李军

四川

01054
四川省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开幕式

在凉山州西昌市举行四川省 2013 年科技活动周以

及国家科技富民项目启动仪式。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凉山州西昌市

主办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13980487309

联 系 人：曹晓星

01055
抗震救灾、灾后重建、食品安全、疫病防控

灾后重建知识及技术培训，心理疏导，科技赶场，

科普进村入户、进厂、进校和进社区活动。编印抗

震救灾科普读物，赠送发送发放科技书籍和资料。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芦山、宝兴等县

主办单位：各区县科技局市

联系电话：2361448

联 系 人：具中元

01056
科技服务生活大游园

进行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示范园区授牌，举行

共建环电子科大知识经济圈签约仪式，开展科技创

新政策宣传，展示近年来成都市的科技创新成果，

开展与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科技应用体

验，提供互动科技游戏和趣味科学实验，举办科普

书籍展览及著名科普作家签名送书等活动。

时    间：5月 25－ 26日

地    点：成都东郊记忆

主办单位：成都市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28-61881741

联 系 人：许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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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7
第九届西部科学论坛

第九届西部科学论坛——美丽城市·生态发展高端

论坛以“美丽城市·生态建设”为主题，邀请院士、

专家，围绕“国内外相关城市生态建设的先进理念

和实践经验，我国生态建设面临的挑战、机遇和方

向，以及成都建设生态城市的战略举措和发展路

径”展开深入研讨。专家研讨形成的相关政策建议

将通过内刊的形式呈送给市委、市政府领导参考。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成都市润邦国际酒店

主办单位：成都市科学技术顾问团

联系电话：028-85311098

联 系 人：李 霞

01058
青少年“蓉城科普游”

成都市科技局将与成都日报社联手推出品牌活

动——青少年“蓉城科普游”，以 50余个成都市

科普基地为“坐标”，策划 3—4条主题线路，面

向全市中小学生遴选科普“准营员”，开展实地体

验活动，用新颖、互动的方式引导形成社会“科普

热”，推动公众主动关注、参与、融入成都市的科

技创新。

时    间：5月

地    点：成都市科普基地

主办单位：成都市科学技术局、成都日报社

联系电话：18615782930

联 系 人：缪琴

01059
成都市科技活动周在东郊记忆集中活动

在东郊记忆开展“保护资源，爱护环境，欢享科学，

和谐成华”科普展，同时开展宝玉石现场鉴定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东郊记忆

主办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联系电话：8407756

联 系 人：李益民

01060
快乐成长，科普相伴——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博物馆下乡为留守儿童送科普

在乡镇小学开展以“高校科普文化惠及农村留守儿

童”为主题的古生物化石科普展，现场指导学生认

识化石。

时    间：5月

地    点：金堂县

主办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联系电话：8407756

联 系 人：李益民

01061
少数民族地区芒果实用技术培训与田间技术示

范指导

邀请专家在攀枝花市仁和区福田镇金龟村、务子田

村、塘坝村等地进行芒果实用技术培训与田间技术

示范指导。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攀枝花市仁和区福田镇

主办单位：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联系电话：0812-2901895

联 系 人：滕 志

01062
开展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及科技进园区活动

开展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组织科技专家进企业开

展企业创新能力知识培训，开展抗震救灾、禽流感

防治和老年人健康知识讲座等。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全市范围

主办单位：市及县（区）科技局（科文局）

联系电话：0827-5266261

联 系 人：叶俊杰

01063
达州市 2013 年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

筹备召开我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产业推进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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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6个市级科技特派员团队深入宣汉县开展现场

咨询、科技培训及科普示范村授牌仪式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通川区、宣汉县、达县

主办单位：达州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

联系电话：0818-2374381

联 系 人：李国林

01064
2013 年南充市科技活动周系列宣传活动

举办科技成就图片展，举行大型广场宣传活动，开

展科技管理及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培训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顺庆区

主办单位：南充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15281756800

联 系 人：李晋贤

01065
送“科技下乡”活动

组织资阳市、乐至县两级相关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开

展科技下乡活动。结合该镇蔬菜、水果、蚕桑等主

导产业，组织科技人员开展适用技术现场培训等。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资阳市乐至县高寺镇

主办单位：资阳市科技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028-26110789

联 系 人：刘胜全

01066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集中展示活动

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展览活动，将我市的重大成果转

化项目，通过图片、展板等形式在我市中央商务区

者集中展示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遂宁市

主办单位：遂宁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0825-2655072

联 系 人：杨蓉

01067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开展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发放科普资料、悬挂科普

挂图，放映科普电影；开展卫生咨询和义诊；开展

食品安全宣传；组织有关企业展示全市最新高新技

术成果；免费开放科普基地；机器人展示。

时    间：5月

地    点：攀枝花市中心广场

主办单位：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812-3324635

联 系 人：李盛国

01068
攀枝花市送科技下乡、进社区活动

宣传《四川省科普条例》；开展爱滋病防治健康教

育等卫生知识下乡进社区；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及宣传；印刷、发放卫生、农村实用科普技术 10

万册到 5个县（区）20个乡镇。

时    间：5月

地    点：5个县（区）

主办单位：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0812-3324635

联 系 人：李盛国

01069
“泸州变迁”图片展

举办“泸州变迁”图片展。

时    间：5月

地    点：泸州市博物馆

主办单位：泸州市博物馆

联系电话：3197943

联 系 人：刘莉

01070
智能电网科普教育

举办四川省科普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参观智能电网

展厅，了解智能电网的特点与发展，展望智能电网

的美好生活。



主要活动

184

指南2013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供电服务中心

主办单位：四川省电力公司

联系电话：13908041312

联 系 人：林文静

01071
成都海昌极地海洋世界科普活动周

讲解园区内动物的鲜为人知的趣事，以及完成一些

互动实验。

时    间：5月 19－ 24日

地    点：成都海昌极地海洋世界

主办单位：成都海昌极地海洋世界

联系电话：15196676617

联 系 人：张长皓

01072
科普知识巡回展

编制科普知识展板，“科普知识展”将在四川省科

技活动周期间面向社区居民、干部、青少年在西昌

市、成都市的广场、学校进行宣传巡回展示。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四川省西昌市、成都市等

主办单位：四川省科技交流中心

联系电话：028-85247931

联 系 人：段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