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3

辽
宁

Liaoning

辽宁

00418
2013 年辽宁省暨沈阳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在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博物馆门前举行全省科技

活动周启动仪式。邀请省市领导及省直、市直相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并致辞；为新审批的省、市科普基

地授匾；向科普志愿者颁发聘书；参观现场举办的

系列科普展览展示活动等。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沈阳师范大学

主办单位： 辽宁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

沈阳市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24-23983418/22722834

联 系 人：邹复勇  李新

00419
辽宁省科技创新政策法规知识竞赛

组织全省科技管理系统、高新区管委会、创新型企

业的选手，采取现场书面答题的方式，进行创新政

策法规知识竞赛，以推动全省科技创新系统更好的

学习了解掌握科技创新政策。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沈阳市沈空干部培训中心

主办单位：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联系电话：024-23983418

联 系 人：邹复勇

00420
沈阳市首家青少年创新实验室揭牌

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在全市 38所科技教育特色校

的基础上，开展青少年创新实验室认定工作。沈阳

第五中学同时举办一周的学生科技节活动。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沈阳第五中学

主办单位：沈阳市科技局、沈阳市教育局

联系电话：22722834

联 系 人：李新

00421
沈阳方特科技欢乐行

组织沈阳幼儿师范学校西藏中职班的优秀学生参

观沈阳方特欢乐世界科普基地，体验感受最新的科

学技术带来的奇妙体验，鼓励他们敢于创新，勤于

思考的学习精神。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沈阳方特欢乐世界

主办单位：沈阳方特欢乐世界

联系电话：024-24606666

联 系 人：赵铂

00422
沈阳科普基地旅游专线活动

以青少年为主体，把沈阳现有的 60家科普基地设

计出 10条科普旅游线路，供市民参观。同时组织

参观沈阳理工大学、沈阳体育学院、沈阳药科大学、

沈阳工程学院等高校科普基地。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科普基地

主办单位：团市委青年科技发展中心

联系电话：23980405

联 系 人：黄策

00423
优秀科普剧展演活动

沈阳中小学科普剧竞赛的优秀剧目在沈阳科学宫

展演，科技周期间来到科学宫的市民不仅能参观体

验“机器人世界”、“球幕电影”、“防震减灾馆”，

还能欣赏到生动活泼的科普剧。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沈阳科学宫

主办单位：沈阳市科协

联系电话：024-23978052

联 系 人：张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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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4
科普联盟校园公益展

集合沈阳科普联盟各成员单位的特色科普展品，走

进市农民工子弟 109 中学，给学生们展现当前科

技的最新发展成果，并赠送科技创新纪念品给部分

优秀农民工子弟，让他们感受到沈阳科技人员对他

们的勉励和支持。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沈阳 109 中学

主办单位：沈阳科普联盟

联系电话：024-88417693

联 系 人：黄彦青

00425
“农业 120”科技下乡

通过视频通讯平台，使专家与农户远程沟通，普及

种植技术，解决种植问题。围绕当前产业结构调整

和当地特色产业，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产业基地，开展现场培训、科技咨询、示范

指导等科技下乡活动，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苏家屯各农村科技工作站

主办单位：苏家屯农业信息中心

联系电话：024-89132844

联 系 人：王洪安

00426
院士校园科普报告行

邀请两院院士李依依、王天然等著名科学家，给省

实验中学等学校的师生作科普报告，使青少年直接

面对科学家，近距离感受科学家风范。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中科院沈阳分院

主办单位：中科院沈阳分院

联系电话：23983359

联 系 人：崔淑霞

00427
网络科技周活动

以辽宁辽宁网和沈阳科普网为基础，开展网络科普

讲座、竞猜、论坛互动活动，宣传科技创新成果，

扩大科技周的影响力。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www.sykepu.com

主办单位：沈阳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24-22722834

联 系 人：易玉

00428
2013 年大连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中科院大

连化物所开放日

向 2012 年大连市科普基地颁发牌匾；参观中科院

大连化物所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洁净能源国

家实验室等；科普知识讲座；青年博士志愿者科普

小分队活动。

时    间：5月 17日

地    点：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

联系电话：0411-39989846

联 系 人：王琪

00429
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活动

组织 15-20 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活动周期间

开放科研实验设施，讲解相关科技知识，让公众走

进科学殿堂，近距离接触科研活动，感受科技创新

的魅力。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

主办单位：大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411-39989846

联 系 人：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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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0
百名科学使者进校园（社区）

动员组织100名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到中小学校、

科普基地举办科普讲座，指导科学实验，到社区宣

讲科学文明生活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

主办单位：大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411-39989846

联 系 人：王琪

00431
科普基地体验游

在我市的科普基地中，设计 2 条科技旅游线路：

“人与自然”绿色和谐一日游（农科院阳台农业、

旅顺蝴蝶园、太空植物园）；“探索体验”一日

游（化物所重点实验室、海事大学天象馆、大连

市气象台）。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相关科普基地

主办单位：大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411-39989846

联 系 人：王琪

00432
“科技打造安全食品，畅享美好健康生活”大

型安全食品宣讲展示活动

面向全体市民展示绿色安全食品、乳品的生产过程

与先进工艺，传授食品、乳品等的选择、鉴别知识，

每家企业均设置企业参观直通车，到场群众免费乘

坐直通车进企业参观。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锦州市市政府楼前市府广场

主办单位：锦州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0416-2910986

联 系 人：闫铁军

00433
2013 年鞍山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进校园活动开

幕式

举办 2013 年鞍山市科技活动周暨科技进校园活动

开幕式，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参赛项目展示和“科技

创新·美好生活”群众性科普活动展等。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辽宁科技大学图书馆正门前广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412-5210151

联 系 人：刘勇军

00434
2013 年抚顺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在抚顺市商业城步行街举行开幕式，在商业城步行

街以大型义诊、广场科技咨询活动、科技成果展览、

抚顺市科技创新工作巡礼展览、科普节目汇演等活

动，开展广场咨询、展示、宣传服务活动，在活动

现场向广大市民发放科技活动周首日封、国学书籍

及科普宣传单。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抚顺市商业城步行街

主办单位： 抚顺市科技局、抚顺市委宣传部、抚顺

市科学技术协会、新抚区人民政府、新

抚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024-58583634

联 系 人：张桂芬  张新

00435
抚顺市科普展览

举办突出抚顺地方特色的煤精琥珀艺术雕件展、科

普剪纸作品展、青少年科技作品展、食品安全与健

康知识科普图片展、低碳生活、应急避险和疾病预

防科普展板展览等五个方面的大型科普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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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抚顺市新抚区文化市场二楼1000平方米

展厅

主办单位： 新抚区科技局、文化局、科协、站前街

道科协

联系电话：024-58583633

联 系 人：张新

00436
国家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培训

对各县 ( 市 ) 区储备项目企业进行申报知识培训；

各县（市）区实地调研后集中培训。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各县（市）区

主办单位：铁岭市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24-72681319

联 系 人：赵祥民

00437
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在铁岭市银州区驻跸园文化广场举行“铁岭市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同时开展“科技

创新•美好生活”集中性科技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铁岭市银州区

主办单位：铁岭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24-72681308

联 系 人：金秀文

00438
为“双百”工程企业科技兜底服务大调研活动

由各分管局长带队，由业务科室组成服务工作小

组，深入基层、深入企业，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

展调查摸底、登记建档工作。

时    间：5月 20－ 26日

地    点：铁岭市银州区

主办单位：铁岭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24-72681308

联 系 人：金秀文

00439
科技特派春风行活动

组织农业科技特派员20名，分赴各8个县（市）区，

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村农民

提供农业实用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解决农民在生

产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时    间：5月 19－ 26日

地    点：铁岭市银州区

主办单位：铁岭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24-72681315

联 系 人：赵明国

00440
铁岭市科技活动周中小学生参观科普基地

组织中、小学校的青少年 2000 人（次）参观小级

以上科普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增强广大青少年的

科学知识，培养对科技创新的爱好。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铁岭市银州区

主办单位：铁岭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410-2681308

联 系 人：金秀文

00441
阜新市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开展常规农业实用技术季节性培训和特色产业技

术培训相结合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工作，培训工作

中主要采取“三个一” 的形式，即 :发一本技术小

册子，讲一堂技术辅导课，办一个现场培训示范点。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有关乡镇

主办单位：阜新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418-6696007

联 系 人：齐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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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2
知识产权宣传普及活动

举办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通过知识产权宣传板展示，悬

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

向公众宣传专利法及知识产权相关知识，解答专利

申请和专利侵权等方面的问题，编发知识产权宣传

资料 20000 份。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阜新市科技局

主办单位：阜新市知识产权局

联系电话：0418-6696087

联 系 人：李国慧

00443
阜新市第二十八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通过全市各中小学校，组织全市广大青少年动手动

脑，应用所学科技知识，结合自身生活经验，在科

技辅导员老师的辅导下，制作科技创新作品，包括

科技论文、科技发明、科学调查等内容。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阜新市

主办单位：市科技馆

联系电话：0418-6690784

联 系 人：王欣

00444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科普专家进阜新

系列活动

聘请中国科协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普专家来阜，在全

市各县区 10 多所中小学校举办科普大篷车宣传展

示、天文科技馆展示、科技辅导员老师培训，科

技创新方法培训、科技创新作品制作辅导等内容

的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阜新市

主办单位：市科技馆

联系电话：0418-6690784

联 系 人：王欣

00445
阜新市“基层科普行动”优秀项目评选活动

开展“基层科普行动”优秀项目评选活动，包括科

普惠农优秀项目和科普益民优秀项目的评选，然后

推荐参加省和国家评选。

时    间：5月

地    点：阜新市

主办单位：市科协科普部

联系电话：0418-6690788

联 系 人：卢学文

00446
阜新市基层科技需求征集活动

市科协根据全市经济转型新兴产业基地建设的需

要，开展基层科技需求征集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阜新市

主办单位：市科协组宣部

联系电话：0418-6690782

联 系 人：吴成海

00447
阜新市科技应用成果下基层巡展活动

把阜新市第二届科技应用成果展评活动评出的优

秀项目，送到基层乡镇、企业进行巡展，供基层参

观学习和借鉴。

时    间：5月

地    点：阜新市

主办单位：市科协科普部

联系电话：0418-6690788

联 系 人：卢学文

00448
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活动

组织 15-20 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活动周期间

开放科研实验设施，讲解相关科技知识，让公众走

进科学殿堂，近距离接触科研活动，感受科技创新

的魅力。将开放机构名单和联系方式通过报刊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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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媒体向社会公告，方便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参观学

习、体验。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

主办单位：大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411-39989846

联 系 人：王琪

00449
百名科学使者进校园（社区）

动员组织100名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到中小学校、

科普基地举办科普讲座，指导科学实验，到社区宣

讲科学文明生活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

主办单位：大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411-39989846

联 系 人：王琪

00450
科普基地体验游

 “人与自然”绿色和谐一日游（农科院阳台农业、

旅顺蝴蝶园、太空植物园）； “探索体验”一日

游（化物所重点实验室、海事大学天象馆、大连市

气象台）。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相关科普基地

主办单位：大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411-39989846

联 系 人：王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