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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4日

地    点： 全市各有关社区、中小学、村屯、科普

基地

主办单位： 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市委宣传部、市

科协

联系电话：82363440

联 系 人：陈贵斌

00478
广场科普宣传活动

组织哈工程、哈理工等校大学生现场展示发明制作

成果。组织中小学生现场展示获奖的小发明、小

制作作品。邀请医疗机构专家现场咨询义诊，并

邀请市一院、儿童医院、市五院、市四院等医疗

专家对市民开展各种常见病义诊和健康知识的宣

传和普及。

时    间：5月 19—24 日

地    点：南岗区果戈里大街教堂广场

主办单位： 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市委宣传部、市

科协

联系电话：82363440

联 系 人：陈贵斌

江苏

00479
2013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苏省第二十五届科

普宣传周开幕式

启动千名科学使者进校园（社区）活动；组织“江

苏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举行科普文艺演出等。

时    间：5月 19日上午

地    点：南京工业大学

主办单位：江苏省科普宣传周领导小组

联系电话：025-83701982

联 系 人：吴科明

00480
环保家装、低碳生活、回归自然——家装室内

环境污染危害与治理对策科普宣传活动

“家装室内空气环境中甲醛、氨、甲苯、TVOC等

有毒有害污染物污与治理对策”宣传，提倡低碳生

活文明观念意识，共建美好家园。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省科协主会场

主办单位：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联系电话：13951791544

联 系 人：赵厚民

00481
违禁食品添加剂与人体危害科普宣传活动

针对层出不穷地“违禁食品添加剂和毒食品”事件，

宣传毒食品对人体危害、识别方法和预防措施，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安定团结、和谐社会。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省科协主会场

主办单位：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联系电话：13951791544

联 系 人：赵厚民

00482
关注中老年人健康与食品安全、普及科技知识、

增强科技意识

组织本会专家、科普志愿者 40余人参与科普活动

为广大社区及中老年人赠送自我保健养生宣传资

料，举办讲座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江苏省科技馆；秦淮、下关科普会堂

主办单位：江苏省抗衰老学会

联系电话：025-86634801

联 系 人：龙白云

00483
气象科普走进聋人学校

为南京市聋人学校建立校园气象站，配备温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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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风等基本观测设备，举办“监视天气、了解大气”

科普讲座等。

时    间：5月

地    点：北极阁气象科普基地

主办单位：江苏省气象学会

联系电话：025-83287148

联 系 人：彭海燕

00484
优秀科普影视展播

挑选部分优秀科普节目批量制作成DVD光盘，科

普周期间将免费提供给市县电视台及公共媒体循

环展播。

时    间：科普周期间

地    点：市县电视台及公共媒体

主办单位：科普影视中心

联系电话：68155828

联 系 人：何丹

00485
第二届国际植物日 - 南京分会场

主办第二届国际植物日南京会场的宣传工作。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南京

主办单位：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

联系电话：025-84390361

联 系 人：崔瑾

000486
“2013 中国国际船舶工业博览会”

举办“2013 中国国际船舶工业博览会”。

时    间：5月 15－ 17 日

地    点：江苏南京

主办单位： 江苏省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

联系电话：0513-85960978

联 系 人：陆蓉

00487
江苏省航海科普宣传活动暨 2013 年南通市航

海与车辆模型比赛

通过编印《航海科普知识手册》，向前来参加比赛

的大中小学生宣传航海知识，并向广大参赛选手展

出包括油轮、挖泥船、散货船、游艇、集装箱船、

航空母舰、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近二十件模型作品。

时    间：5月 26日

地    点：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主办单位： 江苏省航海学会、市体育局、教育局、

科协和团市委

联系电话：0513-85960887

联 系 人：徐海涛

00488
江苏省第二十五届科普宣传周紫金山天文台系

列科普活动

组织学生前往紫金山天文台盱眙观测站开展参观、

讲座、晚间观测等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紫金山天文台

主办单位：紫金山天文台

联系电话：13390761781

联 系 人：陈向阳

00489
5.17. 信息通信技术科普宣传系列活动

举办 5.17. 纪念大会，“2013 年全国信息科技产

学研协同创新论坛”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江苏省通信学会

联系电话：83342299/15651600050

联 系 人：章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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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0
“走近电力”科普宣传活动

组织高校学生参观“常用电力设备解析展示和智能

配网及新能源实验室科普活动”。邀请电力专家赴

高校，举办“智能电网建设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会。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江苏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及相关高校

主办单位：江苏省电机工程学会

联系电话：025-85083022

联 系 人：陈硕

00491
专家咨询，普及测绘知识

以现场向公众分发科普宣传地图的方式，向公众普

及测绘知识，推广测绘产品应用。

时    间：5月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江苏省测绘学会

联系电话：025-83757083

联 系 人：汪雪筠

00492
低碳，让生活更美好！

开展低碳知识宣传、低碳生活科普讲座、科普知识

竞赛等。

时    间：5月

地    点：江苏科技大学

主办单位：江苏科技大学

联系电话：0511-84401096

联 系 人：李红

00493
“我国的海洋资源与钓鱼岛南海领土争端”讲座

宋为基老师为校内外人员做一次讲座交流。

时    间：6月 2日

地    点：苏州大学

主办单位：苏大老科协

联系电话：0512-67266703

联 系 人：宋为基

00494
王志瑾教授科普系列讲座

邀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志瑾教授前往徐州市开

展航空航天知识科普讲座。

时    间：5月中下旬

地    点：徐州

主办单位：省对外科学技术促进会

联系电话：83302190

联 系 人：赵裕华

00495
研究所开放日

向公众开放湖泊生态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部分实验

设备，以及南京地理湖泊所的陈列馆和成果展示。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南京

主办单位：江苏省海洋湖沼学会

联系电话：86882045

联 系 人：杨磊

00496
科技创新·美好生活、科技与生活同行

开展互动参与的航模科普产品制作放飞活动，增强

科普活动乐趣。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 南京市科技馆、南京航空航天馆、有关社

区广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关实验室

主办单位：江苏省航空航天会

联系电话：84891655

联 系 人：刘晓民

00497
安全合理用药及医护常识巡展

开展安全合理用药以及医护常识的巡展。通过此次

活动为广大群众的安全用药提供指导，让人们了解

日常医护急救知识、常见的中草药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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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4月 20日及 5月

地    点：玄武湖公园

主办单位：江苏省药学会

联系电话：84413557

联 系 人：董培智

00498
裸眼立体显示技术的演示

邀请东南大学电子工程与科学学院负责该技术的

教授和博士亲临现场，为大家演示裸眼立体显示。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科普周主会场

主办单位：江苏省真空学会

联系电话：13611509688

联 系 人：蒋骏  闵光前

00499
江苏省植物学会  科技创新，绿色食品

向市民介绍生物多样性、宣传环境保护；展示从植

物中提炼、研发的绿色食品，宣传食品安全；展出

植物学会风采的展板；发放宣传环境保护的资料。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科普周开幕式地点

主办单位：江苏省科协

联系电话：13951994098

联 系 人：曾虹

00500
食品安全与健康科普动漫创意作品大赛及作品展

在全校范围征集食品健康与安全的科普动漫创意

作品，以大赛形式进行；开展食品安全与健康知识

科普作品展。

时    间：4月 22日－ 5月 10日

地    点：南京师范大学敬文广场、大学生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科协

联系电话：85891012

联 系 人：焦林童

00501
探究远古生命奥秘，增强保护自然意识

推出科普特展《揭秘恐怖虫的前世今生》；举行中

科院第二届名馆精品展《远古时代的海洋动物明

星——头足类》开展仪式等。

时    间：5月

地    点：南京古生物博物馆

主办单位：南京古生物博物馆

联系电话：025-83282253

联 系 人：叶辉

00502
优质、安全食品的生产、控制和检测

参观作物高效、优质、安全生产控制技术体系建立

的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国家肉品工程中心相

关实验室和肉品加工示范加工生产线等。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南京市卫岗 1号

主办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84396439

联 系 人：潘勇

00503
入侵植物展览及科普报告

举办入侵植物展，专家作入侵植物相关内容科普

报告。

时    间：5月 16日－ 6月 2日

地    点：南京中山植物园

主办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

山植物园）

联系电话：025-84347006

联 系 人：汤诗杰

00504
科技传播计划——社区行、校园行

开展信息科学技术、生态与环境保护、食品安全、

减灾防灾、健康养身等科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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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4月－ 5月

地    点：南京

主办单位：省科技干部进修学院

联系电话：025-68155800

联 系 人：丁建宁

00505
应急科普知识等专题片展播

省科教影视协会与省科技干部进修学院科普周期

间共同在省社区科普大学公共服务平台新推出应

急科普知识等 10部专题片供全省社区科普大学下

载，并组织观看。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江苏省社区科普大学公共服务平台

主办单位： 省科教电影电视协会、省科技干部进修

学院

联系电话：13905184477

联 系 人：张建成

00506
江苏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

以 50余件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小型化互动展品

与科学表演、科学实验、科普影视相结合，为观众

营造参与科学实践、体验科学魅力的场所。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科普宣传周主场活动

主办单位：江苏省科普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25-68155875

联 系 人：冯正愚

00507
“科技创新·美好生活”主题宣传展板

编辑制作了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系列科普展板。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科普宣传周主场活动

主办单位：江苏省科普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25-68155875

联 系 人：高飞

00508
2013 年江苏省中小学生态环境科普知识竞赛

组织全省范围内近百所中小学师生参与知识竞赛

（《少年科普报》刊登题目）、征文、创意评比等

活动，并择优表彰。

时    间：5月 15－ 25 日

地    点：江苏省各联系学校

主办单位：省生态学会

联系电话：025-85422123

联 系 人：葛之葳

00509
《养生知识》

医学部袁吉云教授将针对春、夏季的养生知识给我

们校内外人员做一次科普讲座。

时    间：5月 29日

地    点：苏州大学

主办单位：苏大老科协

联系电话：13115105288

联 系 人：袁吉云

00510
应急避险、食品安全及健康生活主题宣传

通过图板、宣传册、视频图像向群众宣传疾病预防、

卫生健康知识。

时    间：科普周期间

地    点：南京市科技馆

主办单位：江苏省科教电影电视协会等

联系电话：13905184477

联 系 人：张建成

00511
地震疏散演练

进行应急避震和疏散演练。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幼儿园

主办单位：江苏省城市应急协会

联系电话：83200109

联 系 人：杨宇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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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2
2013 年市领导科普宣传周电视讲话

号召全市各级党政高度重视科学普及工作，社会各

界大力支持和参与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7日晚

地    点：南京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主办单位：市政府办公厅、科协、科委、广电集团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13
市科普宣传周开幕式

在南京科技馆举行开幕式，在活动举办地广场设置

40 多个展台，组织开展主题科普咨询和新技术、

新产品展示活动。

时    间：5月 18日上午

地    点：南京科技馆

主办单位： 市科协、市科委、市委宣传部、青奥组

委文化教育部、雨花台区委、区政府等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14
举办“科协大讲堂”系列讲座

围绕提高领导干部与公务员等五类群科学文化素

质，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举办以科学与运动、新

能源、生态环境、节能减排等为主要内容的系列“科

协大讲堂”20余场。

时    间：科技周期间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市科协、各区科协、学会、企业科协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15
推动开放社会科普资源

推动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院、高新技术企业

等设立公众开放日、科普接待日，向公众开放实验

室、陈列室、研发机构和生产车间等场地设施。

时    间：5月 18－ 25 日

地    点：各场馆

主办单位：市科协、市科委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16
开展“网络科普进社区”活动

与江苏联著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科普闻道”全

媒体科普产品，在科普周前期举办“网络科普进社

区”启动仪式，并在科普周期间以电子阅览屏的方

式，在全市各试点社推广。

时    间：5月 8－ 25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市科协、各区科协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17
举办全市社区科普大学负责人培训

进一步提高我市社区科普大学的办学水平，对全市

社区科普大学负责人进行集中培训。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南京科技馆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18
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科普实践活动

以“百名专家进百村，科普惠农助发展”工程、社

区益民计划等为载体，深入开展“三下乡活动”等

大型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郊区县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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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9
开展青少年科普

有计划地举办好围绕“提升科学素质、迎接亚青青

奥”的主题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比赛

等活动。

时    间：5月 18－ 25 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南京市科协、各区县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20
举办科普文艺汇演

由科技馆、各区推荐一批优秀科普剧，在科普周期

间在科技馆集中汇演，给人们奉上一道丰厚的科普

大餐。

时    间：5月 18－ 25 日

地    点：南京科技馆

主办单位：南京市科技馆、各区科协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21
开展“流动科技馆”等系列活动

围绕“提升科学素质、迎接亚青青奥”、节能环保、

科技创新等主题，组织科普大蓬车进学校、社区、

部队等开展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支持与参与

科技创新。

时    间：科普周期间

地    点：学校、社区、部队

主办单位：市科协、科技馆、各区科协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22
举办一场专题科普展

引进中国科协推荐的德国道达尔公司环境科普展，

在南京科技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时    间：科普周期间

地    点：南京科技馆

主办单位：市科协、科技馆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23
“南京动漫馆一日游”等活动

增进公众对环境保护、人口与计划生育、国土资源

利用等各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的认识与了解，

组织万人参观环保教育场馆并举行“南京动漫馆一

日游”等活动。

时    间：科普周期间

地    点：南京科技馆

主办单位：市科协、科技馆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24
有奖知识竞答活动

借助南京日报等媒体，举办“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等知识竞赛，在广大读者中广泛开展有奖知识竞答

活动。

时    间：科普周期间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市科协、各区科协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25
中国科学院天地奥秘科普展

以实物及图片为主干，加以新颖的布展格局，以网

络为主的宣传方式，配套一场科普讲座，适度进行

展览讲解，为广大市民及青少年提供科普知识。

时    间：5月 19日－ 6月 1日

地    点：南京科学会堂

主办单位： 南京科学会堂、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市科协

联系电话：025-83614772

联 系 人：唐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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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6
国防军事科普宣传活动

组织《钓鱼岛 : 历史与主权》主题展以及《最新尖

端武器军模》展，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我国第一首航

母辽宁号模型，按照1:200制作的辽宁号航母；以

及歼 15、歼 20等模型。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南京国防园

主办单位：南京市科委

联系电话：025-83303045

联 系 人：张莉

00527
心泉行动优秀项目推选

组织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 “垃圾分类—

心泉行动优秀项目”推选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南京

主办单位： 南京市环保宣教中心、南京市环保科学

学会

联系电话：83720027/83713971

联 系 人：戴虹  滕宏宇

00528
开展市民“生态之旅”活动

分批组织参观南京市生态文明教育馆、南京江北

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南京市江宁石塘竹海及世凹

桃园。

时    间：5月

地    点：南京

主办单位： 南京市环保宣教中心、南京市环保科学

学会

联系电话：83729937

联 系 人：司乃昌

00529
交通安全及防灾减灾科普展

通过交通学院团委、科协选拔培训志愿者，形成固

定的“交通安全及防灾减灾”志愿者队伍；开展

交通安全及防灾减灾的科普报告和“交通文明出

行·安全出行”的社区宣传；参加南京市科普周主

场活动，开展“交通安全及防灾减灾” 科普宣传

及青少年未来工程师 -桥模型与力学实验。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

主办单位：南京工业大学交通学院

联系电话：13770690417

联 系 人：翁渊翰

00530
科普宣传系列活动

组织开展“智慧南京、我的科技梦”；科普报告会、

科普讲师团、市科普大篷车送科普下农村进学校；

老区留守儿童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等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10月

地    点：社区、学校等

主办单位：市中小学生特技活动基金会

联系电话：83612297

联 系 人：张国香

00531
组织科普志愿者下基层服务活动

组织医药卫生、农业科技等各类专家深入部队、社

区、企业等参加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

时    间：5月 18－ 25 日

地    点：六合、江宁、浦口、溧水等

主办单位：市科委、市科协、市农委、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532
2013 年科技活动周紫金山天文台系列科普活动

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科研科普园区对公众开放，接

待参观；组织中学生前往紫金山天文台盱眙观测

站，参观盱眙天文观测站，听取科普报告，晚间开

展观星等系列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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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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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