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活动

090

指南2013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黑龙江

00461
网上科技活动周

开展优秀图书推介、科普知识竞赛、开通科技周微

博、各地科技活动周专栏共享等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哈尔滨市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

联系电话：0451-82634915

联 系 人：汪英华

00462
科普影视巡回展播

选取近年来创作发行的优秀科普影视作品进社区、

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巡回展播。通过多途径、

多方式在全省全面铺开，进行广泛播放，把丰富的

科普知识、优秀的科普影片送到千家万户，激发广

大公众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兴趣。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市、县，各有关部门

主办单位：科技厅、各市（行署）科技局

联系电话：0451-82634915

联 系 人：汪英华

00463
科技创新·美好生活展览

集中展示科研成果科普化的优秀作品，特别是与百

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生态环保、应急

避险、低碳节能、健康生活等方面的科技成果，让

公众了解科技前沿知识，切身感受科技创造美好生

活的魅力。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哈尔滨市

主办单位： 省科技厅、省公安厅、省知识产权局、

省社科联

联系电话：0451-82634915

联 系 人：汪英华

00464
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系列科普活动

开展科研机构、大学向公众开放、科学使者进基层

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部分大中小学校、社区、乡村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科协、省社科联

联系电话：0451-82634915

联 系 人：汪英华

00465
科普场馆基地宣传活动

组织编印全省科普场馆、基地实用手册配发到全省

各市、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公众宣传全省科普

场馆和基地的各种服务信息，包括场馆和基地简介、

科普设施条件、特色科普活动、开放时间、优惠政

策、交通路线等内容，使公众更多感受多彩科技。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市、县，有关部门

主办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市（行署）科技局

联系电话：0451-82634915

联 系 人：汪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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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6
公安科技宣传日活动

通过技防产品实物和图片展览，展示安防科技在

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宣传公安科技服务百姓

生活的理念，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安科技带

来的实惠。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哈尔滨市

主办单位：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

联系电话：0451-82897188

联 系 人：杨林

00467
“龙江讲坛”系列讲座

组织开展专家进社区、校园活动。

时    间：5月 24－ 25 日

地    点：哈尔滨市

主办单位：省社科联

联系电话：0451-82808208 

联 系 人：程石磊

00468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能减排我

先行”主题活动

组织巾帼志愿者在家庭和社区宣传勤俭节约的重

要意义，引导妇女和家庭崇尚勤俭节约、抵制奢靡

浪费，努力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社

会氛围。以绿化、美化、净化家园为目标，组织妇

女参与节能减排、植树护绿和环境整治活动，宣传

普及社区、家庭节能减排理念、知识和技能。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部分乡村

主办单位：省妇女联合会

联系电话：0451-53637680

联 系 人：郭晓红

00469
第九届黑龙江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通过举办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机器人足球比赛、

机器人创新比赛、机器人 FLL 工程挑战赛、机器

人VEX工程挑战等 5项机器人竞赛活动，普及计

算机知识，锻炼青少年创新创造和动手操作能力。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省科技馆

主办单位：省科协

联系电话：0451-82637278

联 系 人：李黎轩

00470
气象防灾减灾知识进广场

通过组织预报、服务、防雷等气象科技人员，就气

象法律法规、气象常识、防雷知识、施放氢气球安

全和气象“12121”、气象短信等内容向市民进行

咨询宣传，向公众普及气象科普知识，提高公众对

气象的认识，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倡导市民关注气

候变化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的影响。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哈尔滨市革新街广场

主办单位：省气象局

联系电话：0451-82627255

联 系 人：任桂林

00471
“科技改变生活，缔造健康人生”主题活动

针对公交车司机、教师等特殊群体，利用高科技体

检设备开展健康检查，进行职业健康危害评估。

时    间：5月 20－ 24日

地    点：黑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主办单位：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联系电话：0451-82330878

联 系 人：鞠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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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2
科技支农惠农活动

动员和组织涉农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结合

国家在我省实施的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项目，针对我

省今春低温、多水现象，深入农村第一线，组织开

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咨询、科技培训等科技支农惠农

服务，帮助农民依靠科技抗春涝、保春耕。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部分乡村

主办单位：各相关部门、各市（行署）科技局

联系电话：0451-82634915

联 系 人：汪英华

00473
“科学节粮减损，保障粮食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以“科学节粮减损，保障粮食安全”为主题宣传科

学储粮装具在产后减损和提质降水方面的作用和

意义、家庭科学存粮减损等方面的科普知识，提高

公众爱粮节粮意识；介绍用感官和检测仪器判定成

品粮油品质的方法，提高公众科学、营养、均衡的

膳食意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市、县

主办单位：省粮食局

联系电话：0451-53609770

联 系 人：赵会明

00474
科技强农惠农系列活动

组织开展科普惠农兴村科技专家报告团讲课、各区

县市科协“科普大集”、生产实用技术培训系列活动。

时    间：5月 19－ 24日

地    点：全市各有关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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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75
青少年科普活动

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四小”（科技发明、手工制作、

科技论文、科幻画）竞赛活动，并推荐优秀作品参

加全市展评。开展“共建美丽哈尔滨 争做环保小卫

士”公益活动，并举行环保小卫士评选及命名仪式。

组织开展第八届哈尔滨市小学生天文知识竞赛。

时    间：5月 19－ 24日

地    点：全市各中小学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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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76
科普进社区活动

开展健康生活知识培训、医疗专家社区义诊活动。

组织十星科普社区的市民科普学校，围绕科技周活

动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全市科普志愿者，围绕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科技周活动主题，开展科普志

愿服务。

时    间：5月 19－ 24日

地    点：全市各有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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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77
科普志愿者“四进”活动

组织科普志愿者进中小学、进社区、进农村、进科

普基地，通过开展志愿服务，大力普及志愿理念，

弘扬志愿精神，组织引导广大科普志愿者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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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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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