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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3
山西省太原市龙潭公园大鼎广场举行隆重启动

仪式

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活动主

题，通过制作展板、印发宣传资料、进行咨询、提

供义诊、现场服务等方式参加启动仪式。

时    间：5月 18日上午

地    点：山西省太原市龙潭公园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

联系电话：0351-4067991

联 系 人：杨  静

00304
省级重点实验室开放活动

对省级重点实验室对公众以及广大的科技人员和

科学爱好者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开放。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各省级重点实验室

主办单位：省科技厅

联系电话：0351-4084395

联 系 人：肖育雷

00305
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

由省科技厅、省卫生厅、省农科院共同组织农业、

医疗卫生方面的专家赴临汾、运城等地开展农业科

技咨询、发放书籍、医疗咨询、义诊等活动。

时    间：5月 20－ 24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 省科技厅、省卫生厅、省计生委、省农

科院

联系电话：0351-4067991

联 系 人：杨静

00306
标准—粮油食品安全的保障

图片展示介绍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质

量及卫生标准知识，介绍在粮油采购，食用、储藏、

消费等方面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粮油食品安全

常识；为群众提供识别各种油脂真伪的相关知识和

咨询服务。

时    间：5月 18日上午

地    点：山西省太原龙潭公园

主办单位：山西省粮油科研所

联系电话：0351-6064368

联 系 人：朱志昂

00307
生殖保健及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服务服务周

活动

开展宣传服务，为服务对象进行各项检查，发放避

孕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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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山西省计生委

联系电话：0351-7596217

联 系 人：李伟

00308
“晋剧流派”——传统戏曲衍变知识普及宣传

活动

制作关于“晋剧流派”（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

冀美莲、程玉英）的图片、文字等相关资料宣传展

板。在所会议室开展“晋剧流派”——传统戏曲衍

变知识相关内容讲座活动。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山西省戏剧研究所

主办单位：山西省戏剧研究所

联系电话：0351-2027452

联 系 人：贾 伟

00309
山西民间艺术科研成果展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十

部文艺集成志书；文化部、山西省重点项目山西民

间艺术资料数据库展示；近期科研成果。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

主办单位：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

联系电话：0351-4136186

联 系 人：张艳婷

00310
2013 年活动周开幕式

举办“2012 年太原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同时

开展2012年科技成果发布项目对接会；科技讲座；

第九届太原市青少年发明创新竞赛及展示等活动。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太原市图书馆广场

主办单位：太原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4225784

联 系 人：万永宏

00311
2013 年太原市农业科技下乡服务活动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现场技术咨询和指导，组织

农村科技特派员、农业科技管理人员及农业科技专

家分别赴 10个县（市）区，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

和推广服务活动，让科技创新的成果走进千家万

户，使广大群众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实践中共享科

技创新的福祉。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太原市十县（市）区

主办单位：太原市星火技术发展中心

联系电话：3336693

联 系 人：聂艳颖

00312
2013 年太原市科技活动周发布、签约仪式

收集、整理省内外各领域成果、专利 500 项，汇

编成册并印刷 800 册；优选 200 项优秀成果、专

利制作成展板现场摆放宣传；组织达成合作意向的

本地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等成果持有方进行项目

对接签约。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太原市图书馆广场

主办单位：转移中心

联系电话：2302519

联 系 人：陶建光

00313
太原市科技讲座

由经济学博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中心副主任房汉廷围绕“科技

与金融”为主题进行科技讲座。

时    间：5月 19日下午

地    点：市图书馆 6楼多功能厅

主办单位：市党政领导科技顾问制度办公室

联系电话：3330931

联 系 人：雷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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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4
晋城市第十三届科技活动周

市科技局举办第十三届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各县

（市、区）、开发区科技局以本县（市、区）为单

位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时    间：5月 19－ 26日

地    点：晋城市、高平市、阳城县

主办单位： 晋城市委宣传部、晋城市科协、晋城市

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6-2198230

联 系 人：董丽君

00315
晋城市第十三届科技活动周

组织农业科技专家对本市的养殖业、种植业等行业

进行培训。

时    间：5月 19－ 26日

地    点：晋城市、高平市、阳城县

主办单位： 晋城市委宣传部、晋城市科协、晋城市

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6-2198230

联 系 人：董丽君

00316
晋城市第十三届科技活动周

免费为六县（市、区）农村赠送有机肥 250 吨。

时    间：5月 19－ 26日

地    点：晋城市、高平市、阳城县

主办单位： 晋城市委宣传部、晋城市科协、晋城市

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6-2198230

联 系 人：董丽君

00317
率先转型 全力跨越 建设文明开放、富裕和谐新

临汾

启动仪式现场与有关单位联合，组织医疗卫生专

家、农业技术人员，现场咨询服务，组织医疗卫生、

农业科技人员深入乡镇、社区、企业、学校开展科

普活动，提高人民群众科学素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临汾市家思博尔广场

主办单位：临汾市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7-2013380

联 系 人：赵有福

00318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吕梁发展

全市围绕科技让国家更富强，科技让城市更美丽，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等三大主题板块进行科普展览。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吕梁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5303487822/15903588881

联 系 人：刘桂寅

00319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吕梁发展

举办科技创新培训会（科技系统、高新技术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吕梁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5303487822/15903588881

联 系 人：刘桂寅

00320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吕梁发展

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传播专题，宣传科技政策、

低碳环保、民生科技、健康生活等。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吕梁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5303487822/15903588881

联 系 人：刘桂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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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1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吕梁发展

组织全市科技系统召开科技“一法一例”研讨会。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吕梁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5303487822/15903588881

联 系 人：刘桂寅

00322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吕梁发展

向公众开放“吕梁生物标本馆”，“吕梁人体科技馆”

科普基地，组织青少年和中小学生亲身体验科技

活动。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吕梁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5303487822/15903588881

联 系 人：刘桂寅

00323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吕梁发展

走进企业宣传科技引领社会，科技创新未来，科技

改变生活活动；走进电业系统进行知识产权培训。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吕梁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5303487822/15903588881

联 系 人：刘桂寅

00324
恒山黄芪规范化栽培技术培训

组织浑源县官儿乡、青磁窑乡、千佛岭乡内的黄芪

种植大户，集中到官儿乡政府，由县内有黄芪规范

化栽培技术研究成果的技术人员，讲授黄芪规范化

栽培技术，并散发相关科技宣传资料。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浑源县官儿乡政府

主办单位：浑源县科教局

联系电话：13903427368

联 系 人：曹秀娟

00325
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及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培训

组织浑源县官儿乡、青磁窑乡、千佛岭乡内的马铃

薯种植大户，集中到官儿乡政府，由县内有脱毒马

铃薯种薯繁育及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成果的

技术人员，讲授马铃薯种薯繁育及马铃薯高产栽培

技术，并散发相关科技宣传资料。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浑源县官儿乡政府

主办单位：浑源县科教局

联系电话：13903427368

联 系 人：曹秀娟

00326
温室大棚蔬菜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培训

组织浑源县东坊城乡、西坊城镇、蔡村镇内的温室

大棚蔬菜种植户，集中到春润集团水磨疃村农业观

光园区，邀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讲授温室大棚蔬

菜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并散发相关科技宣传资料。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春润集团农业观光园区

主办单位：浑源县科教局

联系电话：13903427368

联 系 人：曹秀娟

00327
恒山黄芪羊规模化养殖技术培训

组织浑源县青瓷窑乡、官儿乡、千佛岭乡内的养羊

大户，集中到青瓷窑乡政府，由县内畜牧专家，讲

授恒山黄芪羊规模化养殖技术，并散发相关科技宣

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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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浑源县青瓷窑乡

主办单位：浑源县科教局

联系电话：13903427368

联 系 人：曹秀娟

00328
仁用杏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培训

组织浑源县吴城乡、南榆林乡、沙圪坨镇内的仁用

杏种植大户，集中到吴城乡政府，由县内果树专家，

讲授仁用杏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并散发相关科技宣

传资料。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浑源县吴城乡政府

主办单位：浑源县科教局

联系电话：13903427368

联 系 人：曹秀娟

00329
科普宣传暨矿区 2013 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以图版展览和发放资料的形式，宣传科技法律、法

规，生活中的小科学，专利知识保护等，面向我区

群众，活动目的提高我区广大群众科普知识，提升

我区人们群众科技意识。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矿区政府院

主办单位：矿区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2-4022144

联 系 人：赵海雁

00330
新荣区种植、养殖业重点工程技术培训

聘请省、市、区科技特派员深入区破鲁堡乡、花园

屯乡举办4期培训班，培训内容主要是马铃薯脱毒

种薯生产技术、肉羊高效安全规模化养殖技术，同

时深入种养殖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发放技术资料。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新荣区破鲁堡乡、花园屯乡

主办单位：新荣区科技交流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13513663900

联 系 人：牛贵平

00331
农业科技下乡活动

在蔬菜大棚重点乡镇举办大棚蔬菜栽培培训。丘陵

地区举办脱毒马铃薯栽培培训。同时在重点乡镇

举办科技宣传活动，发放科技宣传资料2万多份，

并聘请专家现场提供咨询服务。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玉泉镇三十里铺乡南河堡乡

主办单位：天镇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13703521619

联 系 人：李荣

00332
阳高县 2013 年科技宣传活动周

召开专题讲座 10场次，深入种养殖大户进行实地

讲解，进一步密切联系科技示范户，及时了解农户

种养殖方面存在的难点，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存在的

问题。宣传适合我县的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提倡

科学的种养殖方式。

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 阳高县龙泉镇、王官屯镇、大白登镇等

13个乡镇

主办单位：阳高县科教局

联系电话：6623321

联 系 人：董洪民

00333
左云县 2013 年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培训

举办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活动；科技下乡活动；

科技兴企服务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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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8－ 24日

地    点：县文化广场、各乡镇

主办单位：左云县科技教育局

联系电话：0352-3952781

联 系 人：胡建忠

00334
南郊区政府所在地集中宣传、咨询活动

在区五一街等主要街道，以条幅、横幅的形式，张

贴宣传标语，大力宣传“强化自主创新、保护知识

产权”等口号，展出宣传图板，发放宣传资料。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五一街

主办单位：大同市南郊区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2-4040092

联 系 人：冯元宝

00335
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举办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布设宣传点，

制作宣传版面，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手册，努力实

现双向互动、全民参与的效果。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忻州市日月广场

主办单位：忻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0-3399649

联 系 人：卢建华

00336
创新驱动发展讲座

组织各单位领导、企业负责人前往创新型试点企业

参观、学习，并组织研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市科技局

主办单位：忻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0-3399649

联 系 人：卢建华

00337
科技下基层活动

市县两级成立 15支科技小分队，奔赴各乡村开展

科普活动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以丰富多彩的活动

广泛开展科技宣传、培训、咨询，增大科技辐射力

度和范围，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忻州

主办单位：忻州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0-3399649

联 系 人：卢建华

00338
科技服务民生 创新驱动发展

开展食品安全、节能环保、健康生活等方面科技知

识咨询，展出科普板面，发放科普资料，普及科技

知识，增强科技意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 府前广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瑞特合作社

主办单位：科技局、宣传部、科协

联系电话：4023449

联 系 人：郝春娟

00339
科技服务民生 创新驱动发展

省级科普基地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小学生创新实

践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府前广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瑞特合作社

主办单位：科技局、宣传部、科协

联系电话：4023449

联 系 人：郝春娟

00340
科技服务民生 创新驱动发展

举办精品苹果和葡萄管理技术讲座，推广农业科技

成果，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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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府前广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瑞特合作社

主办单位：科技局、宣传部、科协

联系电话：4023449

联 系 人：郝春娟

00341
科技服务民生 创新驱动发展

深入企业、深入农村宣传、发动、挖掘专利，并邀

请省、市专利专家现场指导、办公，以进一步推动

全县专利工作。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府前广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瑞特合作社

主办单位：科技局、宣传部、科协

联系电话：4023449

联 系 人：郝春娟

00342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驱动发展”宣传周

通过悬挂横幅、制作版面、媒体报道等形式进行宣

传。邀请专家对果树、蔬菜、红枣、核桃、桃、李、

花椒、菊花等产业进行技术培训。对果农发放技术

资料、物资等。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宣传及专利申

报工作。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芮城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3023025

联 系 人：陈丽萍

00343
2013“运城市科技活动周”启动暨宣传咨询活动

市委、市政府领导参加启动仪式并发表讲话；市直

各科普成员单位根据部门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科

普活动，包括悬挂标语、印发资料、版面展示、影

音播放、义诊、咨询、培训等。

时    间：活动周第一天

地    点：市委市政府门前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市宣传部、市科协

联系电话：0359-6380213

联 系 人：尉小莉

00344
针对目前 H7N9 禽流感防治开展宣传活动

在全市主要街道向广大公众展出“应对H7N9 禽

流感病毒的预防措施”系列挂图，同时，组织部分

医疗学会走上街头，共同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 19日前后启动

地    点：市区繁华街道及各县市部分乡镇

主办单位：运城市科协

联系电话：2282365

联 系 人：吴维娟

00345
农业科技培训

科技活动周期间，深入裴社乡、后宫乡、桐城镇、

东镇等乡（镇）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活动。

时    间：4月 21－ 27 日

地    点：乡（镇）

主办单位：科技局

联系电话：7026984

联 系 人：张君爱

00346
专利知识培训

在科技活动周期间，深入全县企业广泛宣传党和国

家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知识产权保护

的政策措施，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并进行专利

知识培训。

时    间：4月 21－ 27 日

地    点：企业

主办单位：科技局

联系电话：7026984

联 系 人：张君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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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7
永济市科技活动周

围绕“科技创新·美好生活”主题，在广场展示科

技产品，宣传养殖户如何防治禽流感，人民在生活

中如何防治禽流感等科技知识，举办科技咨询，发

放科技宣传册。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市区、各镇

主办单位：永济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8022092

联 系 人：刘水平

00348
永济市科技活动周

深入民营科技企业，讲解宣传科技法规，促进民营

企业创新发展。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市区、各镇

主办单位：永济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8022092

联 系 人：刘水平

00349
悬挂、张贴宣传标语，公益广告

在县政府门前和县城主要街道悬挂宣传标语，在县

电视台播放“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科技

与生活同行”的公益广告。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新城镇

主办单位：垣曲县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9-6023468

联 系 人：周立峰

00350
开展科技一条街宣传咨询服务活动

开展科技一条街宣传咨询服务活动。组织近 20家

县直单位、服务机构在县城主要街道（新城大街）

开展科技一条街宣传咨询服务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新城镇

主办单位：垣曲县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43700

联 系 人：弟海珍

00351
在解峪乡黄浪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科技培训

请山西省农科院谷子研究所谷子专家郭二虎在解

峪乡黄浪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谷子种植科技培训。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解峪乡

主办单位：垣曲县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9-6023468

联 系 人：弟海珍

00352
在王茅镇汤之绿果蔬专业科技合作社开展科技

培训

请山西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蔬菜专家焦彦生在王

茅镇汤之绿果蔬专业科技合作社开展科技培训。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王茅镇

主办单位：垣曲县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9-6023468

联 系 人：董国红

00353
在皋落乡岭回村开展核桃种植科技培训

请山西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核桃专家乔永胜在皋

落乡岭回村开展核桃种植科技培训。

时    间：5月 23日

地    点：皋落乡

主办单位：垣曲县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9-6023468

联 系 人：弟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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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4
在华峰乡华峰村开展核桃种植科技培训

请山西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核桃专家乔永胜在华

峰乡华峰村开展核桃种植科技培训。

时    间：5月 24日

地    点：华峰乡

主办单位：垣曲县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9 － 6023468

联 系 人：董国红

00355
在历山镇同善村开展核桃种植科技培训

请山西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核桃专家乔永胜在历

山镇同善村开展核桃种植科技培训。

时    间：5月 25日

地    点：历山镇

主办单位：垣曲县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359-6023468

联 系 人：杨芝霞

00356
黎城县科技咨询培训广场

聘请省、市专家进行优质核桃标准化管理、保护地

蔬菜技术培训。

时    间：5月 9日

地    点：黎城县停河铺乡（或县街心广场）

主办单位：黎城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5672197

联 系 人：张涛

00357
“科技活动周”政务网站宣传专题

在长治市科技局政务网站开辟“科技活动周”宣传

专题栏目，重点介绍食品安全、生态环保、应急避

险、低碳节能、健康生活等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热

点问题，普及科技知识，增强科技意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长治科技局政务网站

主办单位：市科技信息中心

联系电话：0355-2025670

联 系 人：朱宇飞

00358
长治市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推介会

开展科技文献资源平台推介。推介内容包括介绍科

技文献平台功能、内容和使用方法，专家和文献工

作人员在平台的使用和文献的利用等方面开展讲解。

时    间：待定

地    点：长治市科技局

主办单位：长治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联系电话：0355-3020269

联 系 人：刘禾雨

00359
科技情报服务宣传活动

开展科技宣传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散发科普知识

读本、《长治科技》杂志、科技常识宣传单等科技

资料、科技专家现场答疑指导、科技版面展示。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八一广场

主办单位：长治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联系电话：0355-3020269

联 系 人：刘禾雨

00360
食用菌栽培技术讲座

在郊区进行为期1-2天的技术讲座，并深入田间，

为广大菇农进行现场技术服务。

时    间：5月 22日

地    点：长治市郊区张庄村

主办单位：长治市微生物研究所

联系电话：0355-2022941

联 系 人：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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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1
肉鸡养殖技术培训

畜牧开发中心技术人员主讲：肉鸡养殖的笼养、网

养、散养不同养殖的温度、湿度、防疫等技术培训。

时    间：5月 20日

地    点：贾豁村

主办单位：武乡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6388893

联 系 人：杨俊贤

00362
核桃种植技术培训、96236 语音电话宣传

由林业局科技人员主讲核桃品种引进、栽培、水肥

管理、冬夏修剪、病虫防治技术等。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上司村

主办单位：武乡县科技局

联系电话：6388893

联 系 人：杨俊贤

00363
开幕式暨集中宣传日活动

展出防震减灾、医疗卫生、计划生育、节能减排、

消防安全等科普版面 100 块，并开展现场咨询，

发放宣传资料。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阳泉市城市广场

主办单位：阳泉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3-6699008

联 系 人：李银河

00364
科普电影放映周

5 月 19 日至 25 日，每晚在北山公园向周边居民

免费放映1部科普电影，总共放映7部科普电影。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北山公园

主办单位：阳泉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3-6699008

联 系 人：李银河

00365
阳泉市知识产权展

科技活动周期间，通过图版和实物，普及宣传知识

产权知识，展出我市近年来的专利保护、开发、利

用方面的成就。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阳泉展览馆

主办单位：阳泉市知识产权办

联系电话：0353-6699014

联 系 人：王捧社

00366
开展科技三下乡活动

组织科技、医疗卫生和文化口的优秀代表，在三个

农业县（区）中，选择一个乡镇作为三下乡的地点，

开展科技咨询培训、常见疑难病义诊和文化演出。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郊区 

主办单位：阳泉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3-6699008

联 系 人：李银河

00367
科普报告会

组织大学生村官、基层企事业单位科技工作者和管

理人员，举办“创新思维与管理创新知识讲座”。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阳泉科技大厦

主办单位：阳泉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3-6699008

联 系 人：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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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8
科技图书捐赠

向学校、农村、社区各捐助价值5000元，共计1.5

万元的科技图书。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阳泉市城市广场

主办单位：阳泉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3-6699008

联 系 人：李银河

00369
网络科技周

依托中国科普网，借助网络开展科普活动。在阳泉

科技网展出“第28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作品，

吸引公众浏览。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阳泉科技网

主办单位：阳泉市科技局、市科协、市科技情报所

联系电话：0353-6699020

联 系 人：赵亚民

00370
刊发科技活动周专刊

与市委人才办、阳泉日报社联合，开办《阳泉日

报人才》专栏，开设转型发展人才路、项目推荐

分栏目。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阳泉市

主办单位：阳泉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3-6699008

联 系 人：李银河

00371
阳泉市青年创业大赛

以“精彩青春，创业阳泉”为主题，对 45岁以下

青年自主创业项目进行评审，通过电视、网络介绍

宣传推荐项目。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阳泉市

主办单位：共青团阳泉市委等

联系电话：0353-6699008

联 系 人：李银河

00372
晋中市科技创新展

举办全市范围科技创新情况展览。包括县域科技创

新、产学研基地、研发中心、成果转化基地、高新

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等六大内容。

时    间：5月 19－ 26日

地    点：榆次绿苑广场

主办单位：晋中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4-3101499

联 系 人：甄洁

00373
组织记者报道全市科技创新情况

组织晋中电视台、晋中日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开

展“走向田野”、“走向工厂”、“走向校园”记

者行活动，宣传报道全市科技进步和创新情况，形

成全社会注重科技进步，倡导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晋中新闻》、《晋中日报》

主办单位：晋中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354-3101449

联 系 人：甄洁

00374
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举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下乡小分队”授旗和

出征仪式。

时    间：待定

地    点：山阴县政府广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8634938630

联 系 人：王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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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5
全市重点科技成果和专利图片展览

以市科技局和各县（市、区）科技局为单位，组织

全市重点科技成果和专利图片展览，各单位围绕各

自的主导产业和重点工作准备有价值、有创新的精

品图片（加文字说明）参展，活动周启动仪式与科

技成果和专利图片展览同步进行。

时    间：待定

地    点：山阴县政府广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8634938630

联 系 人：王东文

00376
模拟地震演习

模拟地震演习旨在通过大量地震科普宣传展板、彩

页等详细介绍防震减灾的相关知识，现场发放防震

减灾科普宣传资料，现场演示地震预报、灾害防御、

应急救援等。

时    间：待定

地    点：朔州市职业技术学院

主办单位：市地震局、科技局

联系电话：18634938605

联 系 人：李向阳  周雕

00377
科技文化大集

组织专家前往山阴县北周庄村开展一系列科普宣

传活动。通过现场咨询、讲授、播放录像、发放科

技图书资料等方式，为农民传授实用农业科技知

识，并现场解答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时    间：待定

地    点：山阴县北周庄村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18634938630

联 系 人：王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