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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紫金山天文台

主办单位：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联系电话：025-84347508/13390761781

联 系 人：陈向阳

00533
气象动画系列短片

通过播放气象动画系列短片，寓教于乐，增强科普

活动乐趣，推动科普产业发展。

时    间：5月 22日 14:30-15:30

地    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视听

室（逸夫楼S502）

主办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联系电话：025-58699884

联 系 人：孙姓

00534
寒暑晴雨 - 记录天气变化

参观气象观测场地，了解气温、压强、风向、风速

等气象要素观测方法、仪器使用、数据方式等。

时    间：5月 19日上午 9:00-11:00

地    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综合观测培训实习基地

主办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联系电话：025-58699954

联 系 人：王巍巍

00535
气象科普

开放预报会商大厅，接受社会各界参观学习，通

过讲座、参观、等形式，学习防灾减灾和气象科

普知识。

时    间：5月 19日上午 9:00-11:00

地    点：南信大气象楼 117

主办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联系电话：13813365256

联 系 人：赵光平

浙江

00536
2013 年浙江省暨嘉兴市科技（科普）活动周开

幕式

嘉兴市领导致词；赠书仪式（待定）；省领导致词

并宣布科技（科普）活动周开幕；举办全省范围的

群众性科技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嘉善县

主办单位：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嘉兴市委、

嘉兴市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573- 82159822

联 系 人：肖文红

00537
配合省政协开展“走进基层 走进群众”服务月

活动启动仪式

开展现场咨询及展示活动和实地指导，赠送惠农政

策百问、科技书籍和资料、农机具、种子等。举办

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班等活动。

时    间：5月 8－ 9日

地    点：庆元县

主办单位：省农业厅

联系电话：8675770/86757706

联 系 人：倪英

00538
2013 年森林食品质量安全科技主题活动

在浙江省举办“2013 年森林食品质量安全科技主

题活动”，围绕“森林食品·品质生活”主题，结

合 2013 年科技活动周、食品安全能力建设年、食

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开展森林食品科普咨询活

动、森林食品质量安全培训、到中小学举办科普讲

座及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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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25 日

地    点：浙江省

主办单位：中国林学会

联系电话：010-62889737

联 系 人：郭建斌

00539
浙江人文大讲堂

邀请专家科普讲座，同时在浙江人文大讲堂的合作

媒体钱江晚报、浙江在线、浙江之声以及浙江青春

传媒华数 0频道进行播出和宣传。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浙江图书馆

主办单位：浙江省社科联

联系电话：87057499

联 系 人：方福明

00540
杭州气象科普体验馆开放

杭州气象科普体验馆按照相关安排对公众免费开放。

时    间：5月 19日、5月 25日

地    点：杭州气象科普体验馆

主办单位：杭州市气象局

联系电话：86061821

联 系 人：崔洁  郑芳

00541
促进男性精子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开展男性生殖健康科普知识等系列宣传活动及义

诊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大型广场（参与主办方的大型活动）及

大学校园（杭州）

主办单位： 浙江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卫生

部人类精子库技术培训基地、浙江省人

类精子库）

联系电话：13857170787

联 系 人：张欣宗

00542
生态文明与美丽家园

开展专家讲座、现场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生态环

保好少年的评比等活动。

时    间：5月 13－ 19 日

地    点： 下城区天水街道戒坛寺巷社区、环北新

村社区

主办单位：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联系电话：0571-85062597

联 系 人：丁云

00543
科学 + 会客厅：中科院院士，材料科学晶体结

构专家张泽专访

本期科学 +会客厅邀请中科院院士，材料科学晶

体结构专家张泽教授作科普报告。

时    间：5月 6日下午 14:00

地    点：浙江省科技馆

主办单位：浙江省科协

联系电话：0571-85107600

联 系 人：张恒

00544
科学 + 在现场：揭秘南极科考船

本期科学 +在现场将邀请公众登上刚完成我国第

29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的“雪龙”号极地科考船，

并请专家作现场讲解。

时    间：5月下旬

地    点：“雪龙”号极地科考船

主办单位：浙江省科协

联系电话：0571-85107600

联 系 人：张恒

00545
科学 + 会客厅：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 IUNS 主

席 Elmadfa 专访

本期科学 +会客厅邀请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 IUNS

主席 Elmadfa 作科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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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浙江省科技馆

主办单位：浙江省科协

联系电话：0571-85107600

联 系 人：张恒

00546
科学 + 会客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指挥李长

江专访

本期科学 +会客厅邀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指挥

李长江作科普报告。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浙江省科技馆

主办单位：浙江省科协

联系电话：0571-85107600

联 系 人：张恒

00547
科学 + 百日谭：5 月 20 日学生营养日专题

本期科学 +百日谭活动将邀请省营养学会相关专

家为公众讲述学会营养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存在的

误区。

时    间：5月 20下午 14：00

地    点：浙江省科技馆

主办单位：浙江省营养学会

联系电话：0571-85107600

联 系 人：张恒

00548
浙江大学博士生赴市县开展科技服务活动

深入农村种养大户、中小企业、学校、基层卫生院

等进行科技服务活动。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桐庐县、安吉县等地

主办单位：省科协、浙江大学

联系电话：85106936

联 系 人：尹晓铄

00549
走进传化基地，感受科技魅力，体验低碳生活

组织深入科技型工业企业、探访高科技农业、聆听

企业创新创造故事等活动。

时    间：3月－ 10月

地    点：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省传化农业园内

主办单位：杭州市萧山区传化青少年教育基地

联系电话：0571-83781162

联 系 人：何颖哲

00550
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浙江代表队预

选赛

预选小组赛通过9场循环赛制比赛围绕2个辩题进

行辩论，决出6支代表队进入决赛；决赛进行同立

场淘汰赛，按评分的高低决出冠、亚、季军的名次。

胜出的冠军队将最终代表浙江省赴台参加比赛。

时    间：4月 27－ 28日

地    点：浙江省科技馆

主办单位：浙江省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中心

联系电话：85106941

联 系 人：郭展婷

00551
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暨优秀护士表彰大会

邀请领导讲话；宣布并表彰 2011-2012 年度浙江

省优秀护士；向护龄满三十年护理工作者代表颁发

荣誉证书、证章；优秀护士及三十年护龄荣誉获得

者代表发言。

时    间：5月 10日

地    点：杭州剧院

主办单位：浙江省护理学会

联系电话：0571-85171387

联 系 人：周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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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2
防灾减灾科普展览

受浙江省减灾委办公室、浙江省民政厅救灾处委

托，合作编纂的《防灾减灾·利国利民》等 100

幅科普展板。

时    间：5月

地    点：杭州市

主办单位：浙江省现代科普宣传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0571-88089963

联 系 人：余子真

00553
“远离抑郁幸福生活”全省联动宣传月活动

成立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科普讲师团，以“远离抑

郁，幸福生活”为主题，适时宣传 5月 1日正式

实施的精神卫生法。

时    间：5月

地    点：全省各地市

主办单位：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

联系电话：15957108822

联 系 人：何晓燕

00554
中医药科普大讲堂

举办中医药文化科普知识讲座，并赠阅学会所编写

的养生小册子和宣传资料；中医药适宜技术下基

层；中医药科技对口帮扶。

时    间：5月

地    点：杭州、温州、丽水

主办单位：浙江省中医药学会

联系电话：0571-85166805

联 系 人：高雅虹

00555
中国湿地博物馆 2013 年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

现场招募活动参与者；由工作人员带领参观博物馆

标本展示区，观察湿地生物标本；小朋友在工作人

员的辅导下学习湿地动植物折纸；展示成果，拍照

留念。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中国湿地博物馆馆内

主办单位：中国湿地博物馆

联系电话：0571-88872936

联 系 人：俞小弟

00556
“生态西溪，播种美丽”生态环保体验系列活动

“美丽骑游”自行车花车骑游赠花籽活动；“与春

天相约，徜徉西溪梅海”赏梅护梅活动；“播撒科

普阳光”欢乐亲子体验游；“体验民俗民风，品味

西溪文化”活动。

时    间：3月 10日－ 5月 25日

地    点：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主办单位：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8106622

联 系 人：叶海龙

00557
卫生科技进社区

举办科普讲座，组织现场咨询，发放健康手册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杭州市社区

主办单位：浙江省护理学会

联系电话：0571-85171387

联 系 人：孙利华

00558
生物多样性国际日大众科普活动

组织知识竞赛，资料发放及回答咨询等活动。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浙江自然博物馆

主办单位：浙江省生态学会

联系电话：13157167746

联 系 人：陈水华  唐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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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9
系列科普活动

组织科普小课堂，科普DIY 动手做，免费播放专

题科普影片等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浙江自然博物馆

主办单位：浙江自然博物馆

联系电话：0571-85395170

联 系 人：徐昳昀

00560
结核病防治知识进社区宣传活动

组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现场免费咨询和义诊

等活动。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县（市、区），具体地点待定

主办单位：浙江省防痨协会

联系电话：0571-87115188

联 系 人：何铁牛

00561
2013 年杭州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

举办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开幕式和广场大型科技成

果展示及科技宣传。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杭州市江干区庆春广场

主办单位： 杭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

宣传部、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江

干区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571-87060702/86975157

联 系 人：徐长明  朱宪法

00562
2013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

举办杭州市中小学生“美丽杭州，生态家园”科普

主题活动；杭州市中小学生DI 创新思维与工程设

计大赛等活动。

时    间：5月－ 10月

地    点：杭州全市范围

主办单位： 杭州市教育局、市科委、市科协、团市委、

青少年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0571-87061359/87060702

联 系 人：边宏  徐长明

00563
2013 杭州网络科技周（第三届）

组织 2013 年网络科技周专题报道，杭网会客厅专

项访谈等活动。

时    间：5月 1－ 25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网

联系电话：0571-85053659/13858033025

联 系 人：郑媛

00564
科技大玩场科普特别站（三场）

组织机器人体验区、模型体验区（智能车）、创意

体验区、工程体验区（3D打印）、少科院活动区

等五个大区近 20项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庆春广场

主办单位：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0571-85821053/13906516694

联 系 人：窦晓君

00565
“植物让生活更美好”系列科普活动

举办杜鹃花文化科普展，“家庭花草养护” 专题

讲座等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植物园

联系电话：0571-87961089/13033619955

联 系 人：高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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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6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志愿者项目（小小志愿者、

专家志愿者招募）

招募“小小志愿者”和“专家志愿者”以服务参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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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67
科技创新我体验  生态环保我先行——科普进校

园示范点建设

组织环保小课题研究；科普黑板报；科技知识竞赛

等活动。

时    间：5月 18－ 26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科技发展研究会

联系电话：0571-88213169/13906532913

联 系 人：陈永华

00568
绿色、环保、健康的有茶生活

组织周末大讲堂、校园讲座及专家咨询等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中国茶叶博物馆

联系电话：0571-87694232/13083953677

联 系 人：乐素娜

00569
“还地球一片绿色”环保教育项目

宣传保护西湖水环境资源和林木资源。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 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杭州西湖风景

名胜区环境监测站）、杭州师范大学生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571-87025291/13588289933

联 系 人：王良彦

00570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陶瓷文化智力大闯关”

系列活动

组织走进中小学校园，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深入了解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联系电话： 0571-86082071/13136177382/   

13666605636

联 系 人：方忆  王媛

00571
嵌名对联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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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72
科普讲座——神奇的微胶囊

以微胶囊技术为主题的科普知识宣传巡讲和现场

问答；撰写编印相关科普资料，发放到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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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杭州市西湖区相关社区

主办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0571-28865327/13505712128

联 系 人：卢丹

00573
“计量·质量·标准”科技科普宣传周

组织标准化知识宣传（面向杭州市民）及质量大讲

堂活动（面向我院学生）。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 市区（运河广场或西湖周边地区）、下沙（周

边小区）、地铁站、另选择部分人流量

较大的商场（待定）

主办单位：中国计量学院

联系电话：0571-86914441/13666642932

联 系 人：吴旭东

00574
社区校园 DIY 环保气象监测系统成果展示与科

技宣传

展示气象站台本体，数据处理模块、远程通讯模

块、电源模块、远端实时多区域显示系统的设计

与制作。

时    间：9月－ 10月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 杭州机器人俱乐部、下城区潮鸣街道、

杭州艮山中学

联系电话：0571-28868758/13065728651

联 系 人：陈欢庆  张勇  楼明

00575
节约一张纸 重拾一方帕 呵护一片绿——“幸福

黄手帕”公益行动

组织广场活动、赠手帕、并结合有震撼力的科普宣

传图板。

时    间：5月 18日－ 11月 30 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

联系电话：0571-87119528/13250812027

联 系 人：王益钢

00576
科技改变生活——还给居民一个健康的蓝天净

水的生活环境

组织互动式演讲、净水原理演示、图片展示、健康

饮水知识宣讲等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东盈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990167200

联 系 人：杨清

00577
祐康透明工厂食品安全科普参观体验活动——

生产全透明，全程可追溯

组织近距离参观冷饮、冷食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及亲

子互动、体验冷饮等活动。

时    间：5月 18日－ 11月 30 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祐康食品（杭州）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1996068/18805713618

联 系 人：王立飞

00578
防震减灾知识“进社区”活动

组织地震应急疏散演练，家庭防震减灾知识竞赛。

时    间：5月 8日

地    点：北仑区学苑社区

主办单位：宁波市地震局、北仑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0574-55221230

联 系 人：王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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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9
开展百场科普报告进企业活动

开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

康、促进创新创造”的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3月－ 12月

地    点：宁波大市范围内企业

主办单位：宁波市科协、宁波市总工会

联系电话：87362260

联 系 人：蔡春森

00580
组织职工岗位技术创新活动

引导职工投身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的

开发和技术革新，推进 “提一条合理化建议、推

广一项科技成果、学习一门新技术、改造一项新工

艺、刷新一项新记录”五个一活动和“小革新、小

设计、小建议、小发明、小改造”五小竞赛。

时    间：全年

地    点：各企事业单位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联系电话：87362260

联 系 人：蔡春森

00581
2013 年度宁波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授予荣誉称号及颁发职业资格证书。

时    间：5月－ 9月

地    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联系电话：87362260

联 系 人：蔡春森

00582
继续实施中小微企业技术帮扶

组织十大技术攻关队开展生产技术难题破解和技

术讲座等活动。年内全市要组织千名技师，走访联

系万家中小微企业，完成百场技术讲座。

时    间：全年

地    点：中小微企业

主办单位：宁波市总工会

联系电话：87362151

联 系 人：杨允伟

00583
糖尿病患者教育

组织医院内分泌科医生作有关糖尿病知识的科普

讲座。

时    间：5月 14日

地    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主办单位：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联系电话：0574-87035514

联 系 人：陈奋

00584
医务人员科普讲座

讲述脂肪肝的个人饮食干预；NRS营养评估具体

应用；春季饮食调养及个人健康管理。

时    间：4月 12日－ 5月 9日

地    点：宁波市社会福利院、宁波 113 医院

主办单位：宁波李惠利医院

联系电话：87018838

联 系 人：金科美

00585
糖尿病健康宣教

糖尿病专家以幻灯片形式讲解糖尿病相关知识，患

者提问、专家解疑、病友经验交流。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宁波老年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宁波市第一医院

联系电话：663602

联 系 人：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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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6
第九届宁波市发明创新大赛

颁发发明创新奖、设计创新奖、发明创新知识竞赛

奖等。

时    间：4月下旬－ 10月

地    点：宁波市

主办单位：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宁波国家高新区管

委会

联系电话：0574-87272339

联 系 人：吴珂

00587
温州市瓯越科普讲坛“六进”活动

邀请专家讲座，通过瓯越科普讲坛“六进”活动平

台，开展智慧城市、智慧制造、智慧物流、智慧能

源、智慧电网、智慧水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

智慧政务、智慧安防等内容的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1月－ 12月

地    点：有关县（市、区）

主办单位：温州市科协

联系电话：88962209

联 系 人：金瑛

00588
瓯越科学讲堂

开办多场电视科普节目录制与播出，讲述健康生活

中的科学、农业等内容。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温州市电视台

主办单位：温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0577-88921617

联 系 人：张瓯

00589
公交移动电视和平安信息视频科普栏目

宣传节能低碳、保护生态环境、健康生活及贴近百

姓生活等活动的科普知识。

时    间：一年

地    点：公交移动电视、广场、银行、大厦

主办单位：温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0577-88962209

联 系 人：范成武

00590
科普短信栏目

宣传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倡导安全健康

卫生、科学防灾减灾、树立低碳生活理念等活动。

时    间：一年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温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0577-88962212

联 系 人：范成武

00591
科普大篷车万里行活动

开展科普展览活动（科普展品、科普挂图、科普图

书分发）、科普影片放映、医疗义诊、农技咨询等

活动。

时    间：一年

地    点：各县（市、区）

主办单位：温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0577-88962212

联 系 人：范成武

00592
走进诺贝尔科普展览

展示诺贝尔奖的历史、传承，以及诺贝尔奖获奖者

的研究领域及贡献。

时    间：5月 1日－ 6月 23日

地    点：温州科技馆一楼大厅

主办单位：温州科技馆

联系电话：0577-88962111

联 系 人：黄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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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3
温州市 2013 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展示促进经济发展的科技成果，提升公民科技创新

意识。活动现场分科技成果展示、青少年科技活动、

食品安全和健康生活知识宣传及创新创意互动等

四大块。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温州松台广场

主办单位：温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88612269

联 系 人：董小华

00594
防灾减灾广场宣传

防震减灾知识现场咨询、宣传；科技馆免费开放、

倾斜屋体验；科普资料发送；展板展示。

时    间：5月 12日

地    点：温州世纪广场

主办单位：温州市科技（地震局）

联系电话：0577-88962032

联 系 人：刘广臻

00595
2013 年平阳县科技·科普活动周

广场咨询；科普展板展示；科普征文；科普作者现

场签名售书；科技检测机构向公众开放。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平阳县昆阳镇

主办单位： 平阳县科技局、平阳县委宣传部、平阳

县科协

联系电话：0577-63715276

联 系 人：缪雄伟

00596
2013 年湖州市科技活动周暨第十届科普节

开展广场科普宣传咨询；“玩转科学 创新无限”

品牌科普；半导体照明进社区宣传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科普馆广场

主办单位：湖州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

联系电话：0572-2667103

联 系 人：朱慧

00597
2013·中科院 - 嘉兴高新技术成果交流会暨百名

院士专家进企业活动

邀请中科院、省科技厅、嘉兴市各级领导致词；请院士、

专家与企业管理、技术以及负责人进行面对面交流等。

时    间：6月 5－ 7日（暂定）

地    点：中国科学院嘉兴应用技术研究院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浙江省科学技

术厅、嘉兴市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82159820

联 系 人：甘人杰

00598
知识产权联合宣传咨询服务活动暨 12330 知识

产权维权援助宣传

发放知识产权宣传资料及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

报投诉宣传活页，知识产权图板展示，设置咨询服

务台接受知识产权保护咨询和投诉。

时    间：4月下旬

地    点：嘉兴市旭辉广场

主办单位：嘉兴市专利局

联系电话：82159811

联 系 人：王勇峰

00599
科普电影巡回放映

开展科普电影巡回放映活动，宣传科学知识和技

术，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各镇（街道）社区

主办单位：海盐县科协

联系电话：861618007/86022635

联 系 人：蔡建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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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0
5.12 防灾减灾日宣传日活动

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讲座、播放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片、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料、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图

片展示和专家咨询活动。开展防震减灾演练。开展

中小学防灾减灾知识竞赛。开展防震减灾专题讲

座。组织参观防震减灾示范学校。

时    间：5月 12日

地    点：各镇、街道、工业园区、中小学

主办单位：各镇、街道、工业园区、中小学

联系电话：82720254

联 系 人：沈宏明

00601
浙江大学科技成果进秀洲对接活动

邀请企业代表与浙江大学相关学院老师、教授现场

对接。为企业下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技术方向。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各镇、街道、工业园区

主办单位：秀洲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82722187

联 系 人：彭伟

00602
科普一日游

开放县科创中心，免费接待市民参观。组织市民参

观碧云花园、吴镇纪念馆、县气象科普馆等省、市、

县科普教育基地。

时    间：5月

地    点：科普教育基地

主办单位：嘉善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0573-84127336

联 系 人：蔡薇

00603
“十镇百企千人”科技服务月活动

开展 10多场培训会，主要从科技项目申报、专利

申报、科技合作与科技成果，征集技术难题和人才

需求等各方面开展宣传。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平湖各镇、街道

主办单位：平湖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85060307

联 系 人：全俊

00604
2013 科技活动周开幕式暨参观森林主题科普教

育基地

为助推桐乡森林城市创建及石门镇森林城镇创建，

组织参观石门镇新建的森林主题科普馆及桂花科

普植物园等科普教育基地，倡导绿色生活、保护生

态环境的生活理念，同时举行 2013 科技活动周开

幕式。

时    间：5月中旬

地    点：石门镇桂花村

主办单位： 市科协、农经局、科技局、创森办、石

门镇政府

联系电话：0573-89398319

联 系 人：杜嘉勇

00605
“五个一”科普套餐配送

在部分新居民子女学校，举办一个主题科普展

览、组织一堂科普知识讲座、播放一场科普宣传

电影、参观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发放一份科普宣

传读物等。

时    间：待定

地    点：新居民子女学校

主办单位：市科协、市教育局、市新居民事务局

联系电话：82521782

联 系 人：戴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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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6
嘉兴市第六届头脑奥林匹克“万人大挑战”活动

竞赛采用全市统一竞赛时间、统一竞赛规则的方式

进行。每个县（市、区）设一个赛点，按规定时间

统一组织比赛，具体事项由各县（市、区）教育局

基教 (教育、普教 )科负责。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 各县（市、区）各自设一个赛点。其中，

南湖区、秀洲区的竞赛地点设在嘉兴市

科技馆，作为本届比赛的主赛场。

主办单位：嘉兴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联系电话：83633511

联 系 人：吴海霞

00607
公务员心理健康讲座

邀请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赵国秋教授，面向

市级机关公务员在绍兴图书馆《越州讲坛》作一场

“心理压力管理与幸福指数提升”讲座。

时    间：活动周期间

地    点：绍兴图书馆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88650211

联 系 人：邵越莉

00608
“送科技下乡”活动

通过科普宣传、科技咨询、科技示范、讲座培训、

医疗服务等形式，赴有关县市开展送科技下乡服务

活动。

时    间：待定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绍兴市科协

联系电话：0575-88650211

联 系 人：邵越莉

00609
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报告团学校巡回报告

邀请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报告团成员赴市区有关

高等院校、中学作巡回科普报告。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市区有关高校、中学

主办单位：绍兴市科协

联系电话：0575-88650211

联 系 人：邵越莉

00610
绍兴常见的植物动物科普摄影图片展

展出100幅摄影作品以及50块展板，现场发放《绍

兴科普摄影》、《家庭防火小常识》手册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城市广场

主办单位：绍兴市科普摄影研究会

联系电话：13336715363

联 系 人：潘宝木

00611
绍兴市第六人民医院第三届学术周活动

以论坛、讲座、比赛、义诊等形式，开展“2013

年第三届鉴湖传染病高峰论坛”、举办国家级及省

继教项目学习班、抗菌药物合理使用讲座、市级科

研项目鉴定、科研管理讲座、健康学校进社区等一

系列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浓厚学术氛围。

时    间：5月 18－ 25 日

地    点：绍兴市第六人民医院

主办单位：绍兴市第六人民医院

联系电话：0575-88091616

联 系 人：陈雪芳

00612
食品安全免费检测及咨询活动

利用本院移动检测车及高端仪器，在城市广场为市

民开展食品免费检测和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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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5日

地    点：城市广场

主办单位：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联系电话：15958580538

联 系 人：吴坚

00613
广场大型科普宣传活动

开展科普宣传、科技咨询、医疗义诊、科技（科普）

产品展示、科技（科普）资料发放、科技（科普）

图板展示等。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绍兴城市广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85134910

联 系 人：徐占平

00614
防震减灾知识“五进”活动

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

进村镇、进企业活动，发送宣传资料，提供咨询服

务及公交车动漫片公益宣传。

时    间：5月

地    点：绍兴市

主办单位：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89175685

联 系 人：周仕龙

00615
宣传气象科普知识，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组织科技人员参加在城市广场举行的科技活动周

开幕式，邀请市气象局接对社区和市区中小学生走

进气象局，参观气象台、气象模拟观测站和竺可桢

纪念馆；以会议形式，对市本级和越城区气象协理

员、部门联络员进行培训。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城市广场

主办单位：绍兴市气象学会

联系电话：13867559940

联 系 人：张建海

00616
送科技下乡

邀请农技专家现场咨询；针对农民要求举办科普知

识讲座；邀请医疗专家开展义诊；科普图板展览；

向农民赠送科技、科普书籍。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新昌梅渚镇山头村

主办单位：新昌县科协

联系电话：0575-86042782

联 系 人：杨其元    毛美珍

00617
浙江新昌智能纺织印染装备产业科技对接

浙江新昌智能纺织印染装备产业科技对接活动开

幕式；浙江新昌智能纺织印染装备产业科技对接洽

谈会；实地参观考察。

时    间：5月下旬

地    点：泰坦国际大酒店

主办单位：新昌县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86025446

联 系 人：王新英

00618
预防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科普宣传进社区活动

宣传禽流感感防控的有关科普知识，组织医务工作

者开展义诊、咨询等活动。

时    间：5月 20－ 25 日

地    点：各街道省级科普示范社区

主办单位：越城区科协

联系电话：89182089

联 系 人：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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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9
金华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科技展览宣传活动

举行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开展科技政策、科技项

目申报、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保护、防震减灾知识

宣传，农业、林业、计生、医疗、卫生知识咨询和

义诊等活动，发放有关宣传资料。组织创新成果、

知识产权保护、防震减灾知识、科普知识、卫生知

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等展览。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金华市人民广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

联系电话：0579-82469793

联 系 人：黄奕雷

00620
送科技服务到基层活动

组织 “正风提效促赶超”系列活动、“百局千人万企”

专项调研活动和“进企业、解难题、送服务”、“联

村帮户、结对帮扶”等活动。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金华高新园区、婺城区、金东区

主办单位： 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市

高新园区管委会，婺城、金东区科技

局（科协）

联系电话：0579-82469793

联 系 人：黄奕雷

00621
送科技服务到基层活动

组织科研院校义乌虚拟研究院专家赴上溪镇与当

地企业家开展“握手行动”，赴相关镇街组织召开

科技工作扩面座谈会，送科技政策法规、项目申报

与管理、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服务到基层。组织农

业科技特派员、团队科技特派员赴相关农业科技示

范基地开展技术指导服务，送农村实用技术等科技

服务到农村。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相关镇街

主办单位：义乌科技局

联系电话：85313480

联 系 人：周江平

00622
重大科技成果图片展

组织机关干部职工 20人上广场，以图片和科普大

蓬车的方式，展示国家、浙江省、衢州市在科技方

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时    间：5月 19日上午

地    点：南湖广场

主办单位： 衢州市委宣传部、衢州市科技局、衢州

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3021360

联 系 人：林金辉

00623
科技、卫生三下乡

组织市科技、医疗卫生专家 20人，深入农村，以

研讨、讲座、、专家会诊等形式，开展科技培训、

科技服务和巡诊义诊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有关乡镇

主办单位： 衢州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科学技

术协会、市卫生局

联系电话：3026668

联 系 人：晏青

00624
科普篷车进校园

组织科普大篷车到全市中心学校，以图片展示的方

式，宣传科普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市中心学校

主办单位：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3027351

联 系 人：赵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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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5
中小学生应急避险知识宣传活动

组织消防、地震、交通等相关专业人员 5人走进

中小学，以讲座和演练的方式，宣传普及应急避险

方面的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有关中小学校

主办单位：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3027351

联 系 人：赵秀应

00626
专家与中小企业技术对接

组织巨化集团公司相关技术专家 10人，到常山县

生态工业园区进厂入企，面对面帮助企业解决技术

难题。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常山县生态工业园区

主办单位：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3027351

联 系 人：赵秀应

00627
知识产权专项行动

组织知识产权律师进科技创新型企业、专利申请知

识讲座、知识产权联合执法行动、知识产权巡回宣

讲、知识产权进乡镇进学校等活动。

时    间：4月 26日－ 12月

地    点：有关企业、学校、乡镇、社区

主办单位：衢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3021621

联 系 人：吕燕萍

00628
公交车载视频科普知识展播

在衢州市所有公交车播放科普视频，探索科普宣传

的长效机制。

时    间：5月

地    点：衢州市公交公司

主办单位：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3027351

联 系 人：赵秀应

00629
科技月系列活动

组织柯城区新世纪学校开展信息学竞赛、电脑机器

人竞赛、简易模型制作比赛、“我爱学科学”科普

征文等活动。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柯城区新世纪学校

主办单位： 衢州市市科技局、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市教育局

联系电话：3021360

联 系 人：赵秀应

00630
科普电影下乡

组织专业放映队到全市农村巡回放映科普电影。

时    间：5月－ 12月

地    点：全市农村

主办单位：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联系电话：3021360

联 系 人：赵秀应

00631
科技活动周大型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展示各部门画版，资料发放、科技咨询等活动。组

织医疗、渔业、林业、农业、畜牧等科技下乡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定海、沈家门、高亭、菜园

主办单位：  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及各县（区）

科技局

联系电话：0580-2280778

联 系 人：郭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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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2
舟山中小民营企业与有关院校科技对接活动

组织有关院校与我市中小民营企业进行对接交流

活动，帮助中小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得到高科技

的支撑，为企业引进相关院校的科技成果，实现科

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时    间：5月－ 8月

地    点：舟山新城

主办单位：舟山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580-2280778

联 系 人：孔万伦

00633
2013 年企业专利工程师培训班

组织聘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审查部专家以

及我市专利代理资深专家授课。

时    间：4月－ 6月

地    点：普陀东港中学

主办单位：舟山市科技局、普陀区科技局

联系电话：0580-3012179

联 系 人：程丽娜

00634
专业技术小分队科技下乡服务活动

组织农业种植、水产养殖等专业技术人员，2-3人

一小组，按需要组成若干单独的科技服务活动小

组，深入到田间、池塘，解决渔农民生产中的技术

难题。

时    间：5月

地    点：六横、蚂蚁、登步等地

主办单位： 舟山市科技局、普陀区科技局、普陀区

科协

联系电话：0580-3012179

联 系 人：程丽娜

00635
舟山市第十三届中小学生教育科技艺术节

组织开展校级、县（区）级、市级中小学生科技创

新项目、科技实践活动、科幻画、机器人创新项目、

老师科技创新成果大赛，5月份为校级层面组织学

生活动。

时    间：3月－ 11月

地    点：学校、县（区）教育局、市教育局

主办单位：市教育局、市文广局、市科协

联系电话：2025245

联 系 人：严美君

00636
科普进军舰

开设科普知识、科普报告等专题讲座；举办实用技

术培训班；送科普图书进军营，科普展版巡回展等

活动。

时    间：5月初

地    点：温州舰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0580-2281273

联 系 人：林亚英

00637
科普画廊大联展

依托全市科普画廊，围绕今年科技周活动“科技创

新，美好生活”主题，组织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

开展海洋科普画廊大联展。

时    间：5月份

地    点： 全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科普

画廊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0580-2281275

联 系 人：陈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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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8
南海实验学校校园气象科普实践活动

开展一次气象科普知识讲座，让师生了解基本气象

知识、舟山主要气象灾害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利

用校园气象站，开展气象观测实践活动，通过动手

实践活动，培养活动兴趣，增强师生对气象知识的

进一步理解和应用。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南海实验学校

主办单位：舟山市气象局

联系电话：2087577

联 系 人：赵海林

00639
“创新定海”—工业产品设计大赛

举办“创新定海”—工业产品设计大赛。

时    间：4月 25日－ 9月 30日

地    点：定海区

主办单位： 定海区科学科技局、定海区科学技术协

会定海区委组织部

联系电话：0580-2045039

联 系 人：陈国富

00640
渔农村科技义诊活动

组织医卫专家深入偏僻的渔农村，为村民尤其是所

在的留守老人进行健康体检服务、科技保健知识宣

传等，并免费提供治疗感冒、高血压等基本药物。

时    间：5月

地    点：白沙、东极、虾峙等地

主办单位：区卫生局

联系电话：0580-3012179

联 系 人：程丽娜

00641
青少年防震避险教育宣传活动

组织地震专家工作者，对青少年进行防震避险教育

宣传活动，选择在芦花中学地震科普示范学校、沈

家门小学、六横中学等校，对中小学生开展地震知

识讲座等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东港中学、芦花中学

主办单位：区教育局、东港中学等

联系电话：0580-3012179

联 系 人：程丽娜

00642
企业科普展示

举办以“科技创新 .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科普画板

展示，同时组织相关医院、农林、水产等部门参加

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居民进行科普宣传、免费议诊和

技术培训。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高亭镇人民广场

主办单位：岱山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4478986

联 系 人：刘紫红

00643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台州巡回演讲

邀请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来台州作巡回演讲。

时    间：5月 25－ 31 日

地    点：台州图书馆、有关学校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0576-88511098

联 系 人：葛晓强

00644
科普大篷车 “四进”活动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

时    间：5月 19－ 26日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0576-88511098

联 系 人：葛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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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5
民工子弟学校学生走进海洋世界

组织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免费游台州海洋世界等科

普教育基地。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台州海洋世界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0576-88511098

联 系 人：葛晓强

00646
科技（科普）活动周开幕式及送科技下乡服务活动

领导讲话；市、县农业、林业专家现场咨询会；市

专家医疗队现场义诊；网络图书馆现场服务咨询。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 丽水市科技局、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

市科协

联系电话：0578-2129460

联 系 人：陈建

00647
国家大院名校丽水产业科技服务中心科技成果

推介会

召开“国家大院名校丽水产业科技服务中心科技成

果推介会。邀请省内外高校、院所派人员进驻“国

家大院名校丽水产业科技服务中心”，并向我市企

业介绍本校基本情况和技术成果。

时    间：5月中旬

地    点：市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578-2159471

联 系 人：沈一峰

00648
“丽水市网络图书馆走进县城”活动

丽水市网络图书馆使用培训三场（县政府、中学、

人民医院）；建立“丽水市网络图书馆服务点”，

现场赠送电脑、送书活动。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丽水市科技信息中心

联系电话：0578-2136133

联 系 人：郎卫红

00649
知识产权宣传活动

知识产权执法维权“护航”专项执法检查行动；“知

识产权进校园”活动-知识抢答活动；知识产权进

企业活动。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市、县联动

主办单位：丽水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处

联系电话：0578-2113130

联 系 人：谢冠鉴

00650
微博专题互动

与丽水市政府官方微博“丽水发布”合作，举办为

期一周的微博互动活动，开设科技知识问答，抢答，

最喜爱活动投票，科技好建议等专栏。普及科技知

识，扩大科技宣传，增强与微友们的互动。

时    间：待定

地    点：微博

主办单位：丽水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2134635

联 系 人：夏珊

00651
2013 年杭州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

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建设美丽杭州”的主题，举

办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开幕式和广场大型科技成果

展示及科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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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杭州市江干区庆春广场

主办单位： 杭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

宣传部、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江

干区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571-87060702/86975157

联 系 人：徐长明  朱宪法

00652
2013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

举办杭州市中小学生“美丽杭州，生态家园”科普

主题、DI 创新思维与工程设计大赛等活动。

时    间：5月－ 10月

地    点：杭州全市范围

主办单位： 杭州市教育局、市科委、市科协、团市委、

青少年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0571-87061359/87060702

联 系 人：边宏  徐长明

00653
杭州市第十七届青工“五小”科技创新创效活动

举办“青年科技大讲堂”活动，评选青工“五小”

科技成果、评选十佳“青年科技创新能手”。

时    间：5月－ 10月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 杭州市科委、共青团杭州市委、杭州市

青年联合会

联系电话：0571-87060702/87915495

联 系 人：徐长明  周骆斌

00654
2013 杭州网络科技周（第三届）

2013 年开展网络科技周专题报道、杭网会客厅专

项访谈、青少年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1－ 25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网

联系电话：0571-85053659/13858033025

联 系 人：郑媛

00655
杭州青少年“美丽杭州·生态家园”科学考察活动

针对绿色出行、垃圾处理、PM2.5、等民生进行调

查、记录，进行生态效应小实验。

时    间：5月 18－ 25 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0571-85821053/13906516694

联 系 人：窦晓君

00656
科技大玩场科普特别站（三场）

开展机器人体验区、模型体验区（智能车）、创意

体验区、工程体验区（3D打印）、少科院活动区

等五个大区近 20项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庆春广场

主办单位：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0571-85821053/13906516694

联 系 人：窦晓君

00657
保护生物多样性，爱护生态环境

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爱护生态环境”科技大讲

堂、影视宣传等。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杭州市区

主办单位：杭州动物园

联系电话：0571-87153412/13958178109

联 系 人：蒋国红

00658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志愿者项目（小小志愿者、

专家志愿者招募）

秉承“使参观者文明有序地进行低碳理念、低碳行

为再教育”的使命，奉行“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精神，低碳馆拟招募“小小志愿者”和“专

家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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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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