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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竞赛；院士专家进校园科普报告会；青少年环

境知识竞赛等。

时    间：3月－ 6月

地    点：各承办区

主办单位：各区教育局科技站

联系电话：65608471

联 系 人：张伟涛

00849
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

开展“走进市民”节水宣传、武汉节水科技馆科普

宣传、“携手建设创新型泵站”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武汉市汉口江滩

主办单位：武汉市水务局

联系电话：82789177

联 系 人：杨晓伟

00850
武汉市专家服务基层行动计划

开展技术指导、专题培训、健康检查、馈赠物资等。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远城区

主办单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电话：85745297

联 系 人：王京荣

00851
武汉图书馆 2013 年科技活动周活动

举办科普公益讲座、公益学堂、免费科普展览等，

开展科技信息服务、科技下乡举办农技培训、全民

阅读等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武汉图书馆

主办单位：武汉图书馆

联系电话：85718007

联 系 人：姚明玉

湖南

00852
“振兴武陵 服务三农 科技列车湘西行”活动暨

2013 年湖南科技活动周开幕式

举办“振兴武陵 服务三农 科技列车湘西行”活动

接站；举行千人计划专家支持湘西州发展恳谈会和

湘西州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技术需求暨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对接洽谈会和卫生、生态、安全、节能、

环保、防灾减灾等领域专题报告会。举办“振兴武

陵 服务三农 科技列车湘西行”活动暨 2013 年湖

南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举办科技创新助推湖南经济

发展、湘西文化旅游资源产业化专题报告会等。专

家分组奔赴吉首市、凤凰县、花垣县等 8县市开

展系列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17－ 23 日

地    点：湘西州

主办单位： 中宣部、科技部、国家民委、交通运输

部、环境保护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湖南省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743-8239987

联 系 人：彭图瑜

00853
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

展示矿物宝石资源，普及其成因、成分、开采、科

研等科普知识，介绍鉴赏与消费方法。

时    间：5月 16－ 22 日

地    点：湖南省广播电视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湖南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

联系电话：89990089

联 系 人：冯亮

00854
电子商务高科技论坛

举办电子商务高科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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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长沙富丽华大酒店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省经信委

联系电话：13973154386

联 系 人：李国宽

00855
科技活动周电视专栏

开办民生科技专栏；科技活动周重大活动报道及科

普知识宣传普及；（银狐）系列三维科普动漫创作

（第一集）首播。

时    间：5月 19－ 24日

地    点：省广电局《科学生活频道》 

主办单位：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广电局

联系电话：15111188880

联 系 人：聂海贵 

00856
湖南科普网科技活动周专题活动

全方位动态报道科技活动周重大活动；优秀科普创

作征集活动；推出湖南科普网手机版。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湖南科普网站 http://www.hnkp.gov.cn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省新闻出版局

联系电话：13755186382

联 系 人：符俊继 

00857
科技活动周媒体专栏

设立青少年科技创新、科普知识导读专栏；“湖南

创造”专题宣传。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湖南日报·民生专刊、中新社湖南新闻网

主办单位：省新闻出版局、湖南日报社

联系电话：13308422998

联 系 人：粟彪 

00858
科普创意文化演艺

举办科普创意文化演艺。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芙蓉国剧场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省文化厅、湖南师大

联系电话：13574820354/13319553212

联 系 人： 李文凯   刘水良

00859
校园科技活动周科普系列活动

开展科技专家进校园活动；校园科普知识讲座、竞

赛、科学实践等系列活动；大学生挑战杯科技创新

大赛；全省机器人大赛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大、中、小学校，全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基地

主办单位： 省教育厅、省科协、团省委、省科技厅、

省环保厅等

联系电话：13017291785

联 系 人：张晓春  

00860
开放全省科普基地

免费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开放，同期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科普宣传、培训和竞赛等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全省各级科技馆、博物馆，青少年、企业、

农村科普基地

主办单位：各级湖南科普基地主管部门

联系电话：0731-84465779

联 系 人：刘慧民

00861
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进乡村活动

组织科技特派员开展系列科普活动。组织农业特派

员和医卫特派员开展科技咨询与培训活动、义诊和

卫生科普知识宣讲活动，充分发挥省派科技特派员

在农村科普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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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省各市州

联系电话：0731-82218117

联 系 人：谈笑    

00862
技术援助服务活动

邀请省内知名高级技术专家开展讲座和现场辅导

等形式，帮助省重点工程开展技术攻关、解决重大

技术难题、提高职工的技术技能素质。

时    间：5月

地    点：常德市

主办单位：湖南省总工会

联系电话：0731-84320140

联 系 人：张定平

00863
科普知识大讲堂之“春色满园”系列活动

在“春之歌”花展期间，以‘世界最美春季花园’

为主题，免费给游人做科普知识的介绍，介绍我园

世界名花节——“春之歌”七大主题花展的科普知

识。创意无限之—书签DIY、幸运瓶DIY 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省森林植物园

主办单位：省林业厅、省森林植物园

联系电话：0731-85782355

联 系 人：聂小梅    

00864
开展“十个一”地质科普系列活动

即做好一次科普布展、群发一批科普短信、分发一

批科普读物、参加一次科技列车湘西行、免费开放

一周地质博物馆、参加一次科技报告会、到几所学

校各举办一场科普讲座、支持一个科技项目、宣传

一批典型、举办好一场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

时    间：5月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国土资源厅

联系电话：0731-89991270

联 系 人：易利国    

00865
大型网上人才智力交流会

在湖南人才网首页开设“博士后与建设创新型湖

南”主题专栏。

时    间：5月 19－ 25 日

主办单位： 湖南省科技厅、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联系电话：13548590000

联 系 人：杨浩

00866
水土保持宣传系列科普活动

开放株洲攸县的水土保持科技园。水利专家到县、

乡、村开展防汛抢险、山洪地质灾害、农村实用科

技活动，解决实际问题，开展相关科技咨询、技术

讲座、物资赠送、资料发放，准备宣传展板、图片。

举办水利科普知识讲座。

时    间：5月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水利厅

联系电话：0731-85483136

联 系 人：王睿    

00867
农业专家下基层系列活动

组织专家赴韶山送科技下乡活动，开展中药材、茶叶、

蔬菜等农业科技知识的专家咨询活动，并现场赠送

种子、肥料、科技书籍等。组织有关果树和蔬菜方

面的专家到基点为农民送科技，进行专题讲座等。

时    间：5月

地    点：省农科院所属示范基地

主办单位：省农科院

联系电话：13974960046

联 系 人：黄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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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8
防震减灾保安全，珍爱生命促发

宣传防震减灾法律法规知识、防震减灾基础知识、

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知识；获取防震减灾知识的主

要方式。

时    间：5月 12－ 19 日

主办单位：湖南省科协

联系电话：0731-84884350

联 系 人：陈满生   

00869
“林业生态与美丽中国建设”讲座

开放省森林植物园、开放省林科院林业科技成果展

览室、全国油茶科技成果展览室等科普教育基地。

开展送科技下乡和科技进村入户活动。主办“林业

生态与美丽中国建设”讲座。制作林业科普展版，

并在《湖南林业》、《湖南林业科技》上开展林业

科普知识宣传。

时    间：5月

地    点：省内

主办单位：省林业厅

联系电话：0731-85550777

联 系 人：姚贤清     

00870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科学发展”监狱系统系

列科普活动

主办科技专栏、科技人员座谈会、专题讲座、科普

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全省

主办单位：省监狱管理局

联系电话：0731-84592649

联 系 人：汪绍年

00871
共倡科学饮食安全用药科普系列活动

开设宣传餐饮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专栏，

报道“十一五”以来药品、医疗器械、餐饮食品、

化妆品、保健食品安全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取得的

成效等，公布 12331。

时    间：5月

主办单位：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系电话：0731-88633337

联 系 人：包昌红    

00872
专家企业行

组织冶金材料专家到金天铝粉现场调研咨询、组织

采选、冶炼专家到太丰、三立指导并了解产学研创

新联盟运作情况。

00873
金属锑形成、开采、冶炼、应用等科普宣传

我省有色金属行业工作座谈会；与省广电局《科学

生活频道》、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公司合作进行金

属锑形成、开采、冶炼、应用等科普宣传；制作宣

传栏。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长沙市

主办单位：湖南省有色金属管理局

联系电话：13973139700

联 系 人：田松鹤    

00874
开展科普书法创作活动

组织一批书法家深入科普基地、场所、学校采风，

并创作一批科普书法作品。邀请知名书法家为科普

活动周、科普示范基地题写展标、馆名、基地名。

时    间：5月 18－ 22日

地    点：湘西自治州泸溪县、花垣县

主办单位：湖南省有色金属管理局

联系电话：13973139700

联 系 人：田松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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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地    点：长沙市

主办单位：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联系电话：0731-84582617

联 系 人：谢子元

00875
防震减灾科普知识“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

进学校、进乡村”活动

在相关电视台播放介绍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小短片；

组织专家到相关学校进行防震避险知识讲座；开放

湖南省地震局防震减灾科普展示室等。

时    间：5月

地    点：长沙市

主办单位：湖南省地震局

联系电话：0731-85642556

联 系 人：吴帅   

00876
科学节粮减损，保障粮食安全科普知识宣传

进行粮油质量安全科普知识讲解，宣传节约粮食的

重要性，演示粮油质量检测试验等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17－ 25 日

地    点：长沙市

主办单位：湖南省粮食局

联系电话：13874995169

联 系 人：罗一兵

00877
“科技引领梦想”大型科普活动

举办第十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暑假期间开展湖南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组建湖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导师团到各高校巡回

讲座；建立一批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在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QQ、微信等宣传科技作品。

时    间：5月起

主办单位：团省委

联系电话：0731-88776838

联 系 人：王虹彬   

00878
国防科技大学科技创新文化节活动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校，面向全校师生举办学术

报告。组织学生科技创新文化节活动。举办学校第

十二届“长城信息杯”学员科技创新竞赛决赛暨颁

奖仪式并组织获奖作品展示。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内

主办单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联系电话：0731-84572335

联 系 人：张继东    

00879
“科技园区行”活动

结合我校“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组织科技创新

大赛；邀请知名教授做相关科普学术讲座；组织学

院学生参观长沙市重点实验室，开展“科技园区行”

活动，做好科研单位与园区的科技对接。

时    间：5月 14－ 20 日

地    点：长沙学院内

主办单位：长沙学院

联系电话：0731-84261248

联 系 人：陈为

00880
开展“美丽中国、绿色环保”校园科技活动

开展“美丽中国、绿色环保”“食品安全、卫生、

健康”等主题讲座。联合校团委，研究生部开展“校

园科技周”。积极组织相关科普活动；组织好长沙

市“第十届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选拔赛。开

展专家与企业的技术问诊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内

主办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联系电话：13787153708

联 系 人：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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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1
“亲身体验科学，感受科学”青少年科普活动

开展科普剧表演、科学实验、机器人制作等多项活

动；馆校结合，科普活动进校园进社区。组织科普

大篷车走进地市州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并以环境保

护为主题宣讲科普知识。在数字科技馆网站（http://

www.hnstm.org.cn/）开设网络科普知识专栏。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长沙市天心区杉木冲西路 9号科技学术

馆共享大厅

主办单位：湖南省科学技术馆

联系电话：0731-89808577

联 系 人：吴玲   

00882
“科技创新进校园”爱心公益活动—“院士专

家宜章一中行”

捐赠科普读物和科学器材；专家为学生举行青少年

科技创新知识讲座；杂志社编辑为校园小记者进行

科技新闻采写培训；科技教育界专家、领导和学校

领导、老师们举行中小学校创新教育座谈会等。

时    间：5月 23－ 24 日

地    点：宜章县第一中学

主办单位：《发明与创新》杂志社

联系电话：0731-84586643/13873153509

联 系 人：李柏春

00883
“趣味科学小实验”亲子活动

本次活动准备了“请给出证据卡片”、“爆米花容

器”、“工具线索”、“气球实验”、“带电的报纸”、

“漂浮的针”、“神奇的牙签”、“可爱的浮水印”

等几十个有趣的科普小实验，孩子们将在教师的指

导下，与父母一起动手参与这些趣味科学小实验，

一起来探索这些小实验的奥秘。

时    间：5月 13－ 17 日

地    点：天心区碧湘街小学操场

主办单位：天心区碧湘街小学

联系电话：0731-85122510

联 系 人：沙靖源   

00884
湖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表演、选拔优胜者参加中国青

少年机器人竞赛。

时    间：5月 17－ 19 日

地    点：常德市芷兰中学

主办单位： 湖南省科协、教育厅、科技厅

联 系 人：汪湘  刘志平

00885
激情五月  青春飞扬—青年科学家进校园

青年科学家与青年学子谈励志。

时    间：5月 6－ 20日

地    点：吉首市、郴州市

主办单位：湖南省科协

联系电话：0731-84884350

联 系 人：陈满生

00886
“美丽中国，精美长沙”科普知识竞赛 

举办“美丽中国，精美长沙”科普知识竞赛。

时    间：4月 16日－ 5月 19日

主办单位：长沙市科普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联系电话：0731-88666164

联 系 人：吴许文  

00887
科普电影进农村活动 

深入农村播放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安全健康的科

教宣传片。

时    间：5月

地    点：各乡镇

主办单位：攸县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731-28687612

联 系 人：陈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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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8
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活动

开展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乡镇

主办单位：湘潭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731-58570305

联 系 人：陈伟林  

00889
全市青少年科技发明、科技论文和科幻绘画获

奖作品展

组织近年来我市青少年在科技发明、科技论文、科

幻绘画比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到各中小学进行巡

回展览。组织小发明家现场讲解和演示、小画家现

场作画和交流。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市科技馆、各中小学校

主办单位：邵阳市科协、市教育局

联系电话：0739-5360552

联 系 人：刘建平

00890
打造“东方莱茵河”科普进基层活动

湘江河边开展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畅想“东方

莱茵河”大型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4日

地    点：湘阴县

主办单位：湘阴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730-8845903

联 系 人：杨子成

00891
博士联谊会“我的科学梦”活动

围绕“与人生对话——我的科学梦”这一主题，邀

请市博士联谊会会员与青少年面对面开展趣味实

验和座谈交流，进行科普体验和寻访梦想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主办单位： 共青团常德市委、市科学技术局、湖南

文理学院物电学院、芷兰实验中学

联系电话：18973663999

联 系 人：张红照  

00892
中药材技术培训

杜仲、葛根人工栽培、菊花芯柚提质增效技术、蓝

莓种植技术培训等。

时    间：5月 10－ 24日

地    点：全市各乡镇、村

主办单位：张家界市科技局、市科协、各相关单位

联系电话：0744-8322047

联 系 人：周可慧 

00893
科技专家与郴州企业对接活动

开展科技专家与郴州企业对接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郴州市政府礼堂

主办单位： 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办、市

经信委、市科协

联系电话：0735-2887745

联 系 人：肖云飞  

00894
“科技与生活同行”

开展“安全用药、科学餐饮、健康生活”、“科技

卫生安全”、卫生健康科普、计生科技服务、粮食

安全科普、气象科普等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 市妇联、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科协、

市卫生局等

联系电话：0746-8217920

联 系 人：唐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