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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月 1日－ 12月 31 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联系电话：0571-87119511/13666637576

联 系 人：周祎哲

00659
江洋畈生态公园“相约花与蝶” 科普周活动

活动形式主要有蝴蝶知识科普讲座、蝴蝶图片展、

江洋畈花卉认知及科普展、摄影展、青少年园艺实

践活动等。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

联系电话：13989840626

联 系 人：全璨璨

00660
杭州特色地标实景三维空间建模成果展

普及“智慧城市”理念，举办以“杭州特色地标实

景智能三维空间建模”为主题的科技报告、成果展

览和科学考察等一系列科技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0571-28869858/13221805870

联 系 人：周斌  丁晓东

00661
家庭智慧健康管理科技宣传活动

宣传普及家庭健康管理理念，展示基于移动终端的

智慧健康管理软硬件平台，宣传家庭智慧健康管理

理念。

时    间：4月 1日－ 11 月 30 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0571-28867716/13588714850

联 系 人：袁贞明

00662
嵌名对联生成和手舞对联展示

以中华传统文化遗产——对联为载体，来展示信息

技术中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方面

的成果。

时    间：4月 1日－ 5月 25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0571-28868540/13957182360

联 系 人：潘志庚

安徽

00663
2013 年安徽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举办 2013 年安徽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邀请省

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等领导出席。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合肥市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

联系电话：0551-62655281

联 系 人：杨维维

00664
举办各种宣传活动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咨询活动；省委宣传部新闻媒体

宣传活动；省科协“科普大篷车”展示活动；省地

震局地震知识宣传活动；省安监局安全生产宣传活

动；省质监局科普宣传活动；中国科技大学核科学

知识宣传活动；安徽医科大学健康咨询义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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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合肥市

主办单位： 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地震局、

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医科大学

联系电话：0551-62655281

联 系 人：杨维维

00665
创新型（试点）企业科技专员培训会

股权激励试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省出台

的人才政策、促进民营科技经济发展政策等。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合肥市

主办单位： 省科技厅、省发改委、省经委、省财政

厅等八部门

联系电话：0551-62649661

联 系 人：叶蕊芯

00666
优秀科普作品评选活动

配合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开展“推荐全国科

普优秀作品活动”，组织专家对安徽省推荐的科普

作品进行评审，向组委会办公室择优推荐。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省科技厅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

联系电话：0551-62655281

联 系 人：杨维维

00667
科技大讲堂

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处和教育训练处联合邀请知

名专家学者在省公安厅机关作专题科普讲座，全省

各级公安机关民警参加。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省公安厅一楼大会议室

主办单位：省公安厅

联系电话：0551-62801155

联 系 人：王  晶

00668
组织 100 名基层民警参观智能语音技术公安部

重点实验室

组织 100 名基层民警参观智能语音技术公安部重

点实验室，同期举办一场“智能语音技术在公安工

作中的应用”学术报告会。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智能语音技术公安部重点实验室

主办单位：省公安厅

联系电话：0551-62801155

联 系 人：王晶

00669
开展安徽省百万邮政明信片防震减灾知识有奖

竞答活动

活动以 100 万份“邮政明信片和防震减灾知识宣

传折页”为载体，由各市、县邮政和地震部门免费

投放到机关、学校、家庭、社区、企业、医院等区域，

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六进”活动。全省公众可

以免费回邮，并参与抽奖，活动组委会将对中奖公

众给予奖励。 

时    间：4月－ 8 月

地    点：省地震局、省邮政公司

主办单位：省地震局

联系电话：0551-65568632

联 系 人：江琳

00670
免费开放全省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全省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指导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

校举办讲座、组织演练、开展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省地震局

主办单位：省地震局

联系电话：0551-65568632

联 系 人：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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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1
科技使者进校园（社区）

组织质监系统内100名科技工作者走进校园、社区、

宣传质监工作，普及计量、质量、特种设备等科学

知识。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 计量、质检、农标、特种、纤检、标准

化院（所、局）

主办单位：省质检局

联系电话：18805519166

联 系 人：金辉

00672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第九届公众科学日暨科技

活动周活动

合肥现代科技馆展厅免费开放；开放先进制造技术

研究所、运动与健康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微结构分

析实验室、仿真实验室和光电子技术研究室。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各相关科研

科普单位

主办单位：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联系电话：0551-5591250

联 系 人：葛子红

00673
开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介绍同步辐射光源及应用科普知识和国家同步辐

射实验室发展历程；展示表面物理光束线模型、直

线加速器模型和二级铁、四级铁、六级铁模型。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科大西区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主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

联系电话：0551-63601954

联 系 人：姜川

00674
开放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技展板展示；火灾警示宣传科教片；大型实验台

的展示；大型实验演示；互动游戏。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科大西区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

联系电话：0551-63601954

联 系 人：姜川

00675
安徽大学现代实验中心、安徽大学动物标本室

开放安徽大学现代实验中心大型仪器设备、安徽大

学动物标本室各种动物标本，普及科学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安徽大学

主办单位：安徽大学

联系电话：0551-63861875

联 系 人：张玲

00676
化学科普知识校园行

通过“化学之光”科普知识展、“化学足迹”探秘

化学实验室、“化时代”专家讲座、“化学科普知

识竞赛”、“化学力量”魅力化学魔术秀等形式，

普及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生活中的化学”知识，吸

引全社会的人走近化学，了解化学，感受化学。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安徽大学磬苑校区

主办单位：安徽大学

联系电话：0551-63861325

联 系 人：鲍俊杰

00677
安徽大学智能汽车竞赛

在安徽大学磬苑校区举办智能汽车竞赛，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激发更多的学生参与科技活动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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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安徽大学磬苑校区体育馆

主办单位：安徽大学

联系电话：0551-63861461

联 系 人：胡斗猛

00678
省内外高校专家服务基层行活动

积极开展省内外高校（南京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等）专家服务基层行活动，主要围绕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特别是美好乡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展

技术服务活动。

时    间：5月 14－ 20 日

地    点：黄山、阜阳

主办单位：安徽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0551-65786349

联 系 人：于德

00679
开放重点实验室，开展校园科技活动

开放食品安全、茶叶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作物生

物技术、动物遗传以及微生物防治等省级重点实验

室，并派专人讲解与生活紧密联系的日常知识。同

时结合学校开展的“科技活动月”，进行“社会主

义新农村”、保护生态环境等系列讲座和安全健康、

科普知识宣传以及科技图片校园展等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安徽农业大学科技大楼

主办单位：安徽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0551 － 65786349

联 系 人：于德

00680
校馆联合科普行：“禽流感不要怕 我们预防在

先”公共卫生教育活动

举办“H7N9禽流感，并不可怕”访谈式科普讲座

和专题展览（展板 +视频）；合肥市科技馆电子

屏滚动视频，播出H7N9禽流感的应对策略；官网、

微博、数字馆等各种形式宣传科普知识。

时    间：4－ 5月

地    点：安徽医科大学、市科技馆等

主办单位：安徽医科大学、合肥市科技馆

联系电话：0551-65161057

联 系 人：杨志斌  程凡

00681
开放教育部皮肤病学重点实验室

展示教育部“重要遗传病基因利用”重点实验室发

展历程；介绍实验室取得成绩，包括申请科研项目、

发表论文、专利申请情况、对外合作交流、获得奖

项等。讲解在研实验方向；参观实验室大型实验仪

器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科教大楼 11-15 层

主办单位：安徽医科大学

联系电话：0551-62923302

联 系 人：孙良丹

00682
口腔义诊活动

根据安徽省及安徽医科大学 2013 年科技活动周的

安排，结合口腔常见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组织我

院儿童牙病、口腔修复科、口腔内科、口腔颌面外

科、口腔预防科专家及部分大学生、研究生，选择

人员流动较大的国购广场，开展免费口腔普查、口

腔预防保健知识宣传。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合肥市国购广场

主办单位：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联系电话：0551-65161186

联 系 人：赵春晖

00683
专家走进企业，企业家走进校园

根据征集的项目情况，组织相关教师到企业考察，

现场进行技术交流；黄山科技部门组织有关企业家

到安徽工程大学考察，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合作

项目技术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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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安徽工程大学、黄山市有关企业

主办单位：安徽工程大学

联系电话：13955325868

联 系 人：杨国太  江利明

00684
科技型企业技术合同及合同法相关知识培训

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开展关于企业技术合同签

订、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政策支持以及合

同风险等方面的讲座。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大厅

主办单位：合肥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51-68564758

联 系 人：徐明健

00685
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和科普展活动

科技示范镇、示范村、示范户代表分别介绍科技工

作经验；组织科普大篷车，科普专栏进村展；医疗

农业林业等专家现场诊疗，发放禽流感防范、地震

防治及其农业新技术等资料，接受种养殖大户咨

询，现场进行针对性强的指导和培训。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郎溪县毕桥镇

主办单位： 宣城市科技局、市科协、市政协科教文

卫专委会等

联系电话：0563-3020504

联 系 人：刁海华

00686
滁州市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大型广

场宣传活动

组织专家开展科技法规、农业技术、医疗卫生、防

震减灾等方面的科普宣传、咨询。现场将放置彩虹

门、宣传气球，各部门将制作宣传展版，印制各类

政策法规宣传手册。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滁州市人民广场

主办单位：滁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550-3820116

联 系 人：梁睿颖

00687
科技进步法普法大讲堂

以省人大常委会开展科技进步法律法规执法检查

为契机，各单位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进步法》、《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和自主

创新配套政策，宣传《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和《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十二五”规划》、

《淮北市“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淮北师大

主办单位：淮北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561-3895630

联 系 人：王开东

00688
“百名专家乡村学堂讲科普”活动

邀请专家深入乡村学校开展科普讲座、面对面地为

学生呈上一份科普“营养餐”。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山口学校

主办单位：安庆市大观区科技局、大观区科协

联系电话：0556-5502627

联 系 人：王兰英

00689
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培

训会

举办国家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培训会和 2013 年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认定、复审工作培训会，重点解读

有关政策、帮助企业编制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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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市创业中心 4号楼 2层会议厅

主办单位：铜陵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562-2833433

联 系 人：董晶

00690
知识产权科普宣传

向社区群众免费发放知识产权相关书籍；开展知识

产权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增强社区居民和相

关企业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提高公众的知识产权

运用和保护能力。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立新社区

主办单位：铜陵市狮子山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0562-6865100

联 系 人：王普

00691
科技优惠政策知识讲座

面向青阳县有关工业园区企业负责人及科技专员，

开展科技优惠政策知识讲座。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青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办单位：池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3866463137

联 系 人：纪爱明

00692
魏武广场科普宣传活动

邀请农作物（中药）种植、养殖、防震减灾、专利

申请和保护等方面的专家（5名）在魏武广场开展

现场咨询，在广场大型户外电子屏放映科普电影；

科普大篷车进广场，举办科普大篷车现场展示，与

群众互动，让科技紧贴生活。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亳州市魏武文化广场

主办单位：亳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0558-2809010

联 系 人：傅春雨

00693
科普进校园—学校食品安全培训（讲座）会

大力宣传有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法律法规，提高中

小学师生和后勤人员食品安全卫生意识；由县食药

管理部门负责人面向师生进行培训、宣讲饮食和用

药安全知识。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广德县部分中小学校

主办单位：广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系电话：13965411828

联 系 人：罗玉清

00694
产学研对接活动

征集企业技术难题，组织相关高校来当涂县开展产

学研对接会。

时    间：5月

地    点：东方大酒店

主办单位：马鞍山市当涂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555-6713624

联 系 人：高婷

00695
科技文化下乡活动

组织科技人员深入乡镇开展科技文化下乡活动。通

过宣传展板、现场咨询答疑、发放宣传资料和书籍

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农副业、

法律、计生、医疗卫生保健等方面知识的科普宣传。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泗城、屏山、大庄、大路口等乡镇

主办单位：宿州市泗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557-7022310

联 系 人：陈宪宝

00696
举办大型科普一条街大型宣传活动

举行自主创新科技成果展、科技咨询服务、科技与

文化融合、科技与民生、健康与生活、食品与安全、

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等有关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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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日上午 9:00

地    点：淮南市新体育中心（田家庵区广场北路）

主办单位： 淮南市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科协、

田家庵区政府

联系电话：0554-6644166

联 系 人：陈杰

00697
科普电影周活动

通过科普影片进乡镇展影活动，不断提高现代农民

的科学种田知识，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加快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有关乡镇

主办单位：阜阳市委宣传部、科技局

联系电话：0558-2296869

联 系 人：马飞海

00698
开展送科技下乡、进社区活动

赴有关乡镇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请农技专家现场

解答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组织有关医院

医生面向广大市民举办义诊活动，开展街头医疗保

健知识咨询，发放卫生科技资料，以展板图片、文

字形式宣传疾病预防知识；以三农科技短信群发形

式编辑发送 20条有针对农业科技和相关惠农政策

短信，与有关县科技局共同举办送科技下乡活动，

将三农科技短信汇编手册及相关实用技术资料赠

送有关乡镇。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有关乡镇、社区

主办单位： 芜湖市科技局、镜湖区科技局、芜湖市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53-3836575

联 系 人：程辉

00699
专家走进企业，企业家走进高校

黄山市科技局及其下辖各区、县科技局负责人、相

关企业负责人赴黄山学院对接，开展洽谈、签约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黄山学院

主办单位：黄山市科技局、黄山学院

联系电话：13965515005

联 系 人：江利明

00700
地震疏散演练及青少年科技创新辅导

组织全县中小学学生开展地震疏散演练、辅导学生

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组织学生发放科普宣传材料。

时    间：5月 12－ 25 日

地    点：宿松县各中小学

主办单位：宿松县科技局、科协

联系电话：15357207392

联 系 人：陈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