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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4

江阴市第十六届读书节活动

开展“江阴市未成年人阅读网”首届读书游园

会、“我身边的文明”征文、科普大篷车进校园

等活动。

时　　间：4月－6月

地　　点：江阴市图书馆

主办单位：中共江阴市委宣传部

联系电话：0510-86860835

联 系 人：潘英　陈蓉

00385

科普大篷车进社区活动

在科普宣传周期间市科协利用科普大篷车宣传工

具，分别落实五个社区进行科普宣传。

时　　间：5月23日

地　　点：滨江社区

主办单位：江阴市科协

联系电话：0510-86861557

联 系 人：金建华

00386

家庭教育专家分别讲座进基层活动

通过家庭教育专家系列讲座进基层活动，提高家

长科学育儿水平。 
时　　间：2012年全年

地　　点：全市范围

主办单位：市、镇（街）妇联组织

联系电话：0510-86861407

联 系 人：薛暄

江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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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7

江阴市中小学生“我身边的文明”征文活动

组织全市中小学校学生，配合江阴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活动，开展中小学生“我身边的文明”读

书征文活动，提高青少年学生文明素质。 
时　　间：4月－5月

地　　点：江阴市教育局

主办单位：江阴市教育局

联系电话：0510-86008226

联 系 人：姜红梅

00388

全国中小学生创新大赛江阴赛区选拔赛

开展“太阳能风力船竞赛”活动培养创新型人

才、引导和鼓励中小学生广泛开展发明创造，培

育学生创新能力和意识。 
时　　间：5月12日

地　　点：江阴市华士实验中学

主办单位：江阴市教育局、市科协

联系电话：13771285756

联 系 人：常建强

00389

送健康进企业

与医学会医生组成健康咨询志愿服务小分队，

为企业职工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服务，并送上

自编的养生科普书籍。邀请资深医师，进行健

康讲座。 
时　　间：5月

地　　点：成立企业科协的相关企业

主办单位：江阴市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10-86861902

联 系 人：周可科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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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0

广场健康科普宣传

中心将在人多密集的学院场健康科普展，通过文

字说明与精彩图片相结合的方式，图文并茂地介

绍平常生活中要注意的小细节。 
时　　间：5月

地　　点：江阴市人民路步行街

主办单位：江阴市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10-86861902

联 系 人：周可科

00391

阜宁县全国科技活动周暨第二十三届科普

周开幕式及市民广场咨询服务活动

举办广场咨询服务活动，同时举行科普周开幕式。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县铁军广场

主办单位：阜宁县科协

联系电话：0515-87238719

联 系 人：高洪翔

00392

科普惠及民生科普活动

组织新沟镇科技人员和科普志愿者，在新沟镇新

盛街举行科技知识咨询服务、科普惠民宣传、科

普活动室、科普示范基地成果等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20日

地　　点：新沟镇新盛大街

主办单位：新沟镇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515-87238719

联 系 人：高洪翔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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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3

送科技“三进”活动

组织专家到重点社区开展节能产品展示、低碳生

活方式宣传、健康知识咨询等活动。 
时　　间： 5月19－25日

地　　点：社区、企业

主办单位：县科协、各镇区

联系电话：0515-87238719

联 系 人：高洪翔

00394

科普宣传周开幕式 

开展科普文艺演出、现场科普咨询、卫生专家坐

诊等活动。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海门市文峰广场

主办单位：海门市科协

联系电话：0513-82213138

联 系 人：毛海华

00395

溱湖湿地科普馆

为广大游客提供湿地科普知识介绍，溱湖湿地特

色风情介绍体验，湿地风光4D效果感受等相关服

务，并开展中小学生科普教育的相关活动。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姜堰市溱湖风景区

主办单位：溱湖湿地科普馆

联系电话：0523-88623888

联 系 人：王剑

00396

宣传防空卫生知识，提升应急自救能力

利用“5·12”防灾减灾日，“10·29”防空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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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试鸣日等，举办广场宣传咨询活动，自制宣传

图板，发放宣传资料 。
时　　间：5月20日

地　　点：姜堰市坝口广场

主办单位：姜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联系电话：0523-88058268

联 系 人：陆安民

00397

百名科技人员进村指导“兴农富民项目”

组织120名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帮助农民现场指

导，在田作物管理、施肥、治虫等，积极帮助兴

农富民项目的实施。 
时　　间：5月23日

地　　点：全市各镇、村

主办单位：姜堰市农委

联系电话：13641590816

联 系 人：申秀萍

00398

防震减灾知识讲座

组织全市各镇、学校、企事业单位有关人员，进

行防震减灾知识宣传讲座。 
时　　间：5月24日

地　　点：市科技局办公室

主办单位：姜堰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0523-88279317

联 系 人：王华凤

00399

关心食品安全，享受健康生活

组织开展现场宣传咨询、放科普专刊《健康知识

手册》义诊、农业咨询服务等活动。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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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25日

地　　点：幸福村

主办单位：姜堰镇幸福村

联系电话：15152955066

联 系 人：徐乃美

00400

全国科技活动周暨鼓楼区第二十四届科普

宣传周开幕式及广场咨询活动

开展科学饮食合理营养科普知识咨询、高科技产

品展览等活动。 
时　　间：5月20日

地　　点：凤凰广场

主办单位：鼓楼科技局、科协、省老科协

联系电话：13805182692

联 系 人：崇宗平

00401

“慢性病防治进社区”系列活动

开展慢性病防治知识讲座、慢性病义诊及咨询、

科普知识挂图、科普画廊宣传等活动。 
时　　间：5月19－25日

地　　点：三步两桥社区、千秋公寓、

 天津新村社区等

主办单位：宁海路街道科协、卫生局

联系电话：13805182692

联 系 人：徐琳

00402

“科普剧走进校园”系列活动

开展科普剧走进校园、“如影随形的辐射”科普

知识展览等活动。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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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10－25日

地　　点：学校、江苏科技馆

主办单位：鼓楼区科技局、科协、江苏科技馆

联系电话：13805182692

联 系 人：张芳

00403

如东县第二十四届科普宣传周启动仪式

举办面向公众的如东县第二十四届科普宣传周启

动仪式暨科普集市咨询活动。 
时　　间：5月21日 

地　　点：如东县掘港镇

主办单位：如东县政府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3-84180228

联 系 人：王军

00404

“科普惠农、送科技下乡”活动

组织专家深入各镇、村，举办农业种养知识巡回

讲座，向农民讲解高产栽培、科学施肥、多种经

营等科学种植知识。 
时　　间：5月上旬

地　　点：各镇

主办单位：区农委、区科协

联系电话：0515-89881218

联 系 人：石荣山

00405

农业科技“110”专家入户直通车

组织农科“110”专家深入种养殖大户进行新品

种、新技术的推广，为农民增收、科技入户、助

力增产增收。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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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21－27日

地　　点：全区各农业村

主办单位：区农林局、区科协

联系电话：0515-88252960

联 系 人：钱燕萍

00406

“科学进课堂”气象播报比赛

开展以“科学进课堂”为主线的中小学生气象播

报比赛活动。 
时　　间：5月1－30日

地　　点：县城各中心学校

主办单位：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响水县气象学会

联系电话：0515-86873815

联 系 人：张志祥　陈坚

00407

“科技与生活”专题科普报告会

组织全区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听取师范学院教授讲

解节能环保、卫生健康、安全常识等方面的科普

知识。 
时　　间：5月17日

地　　点：盐都区行政中心

主办单位：区科协

联系电话：0515-88116242

联 系 人：徐海燕

00408

科普宣传周开幕式

组织科普志愿者现场进行科技咨询、科普宣传，

知识讲座、保健咨询等活动。同时，科普志愿小

分队深入农户、田头、塘口“零距离”进行技术

指导。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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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15－21日

地　　点：大冈镇文化广场

主办单位：区科协

联系电话：0515-88116242

联 系 人：冯荣华

00409

科普宣传周开幕式暨科普文艺专场

举办张家港市第二十四届科普宣传周开幕式，围

绕主题开展科普文艺演出。 
时　　间：6月15日

地　　点：张家港市文化中心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0512-58171208

联 系 人：许纯洁

00410

苏州市八大新兴产业巡展

通过静态图文展品和动态互动展品的形式，阐述

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技术给经济发展和社会

生活带来的变革。 
时　　间：6月15日

地　　点：张家港市文化中心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0512-58171208

联 系 人：许纯洁

00411

送医送药下乡活动

组织市医疗专家及医疗科普志愿者，到全市各乡

镇、村、社区进行科普保健、卫生知识讲座和义

诊活动。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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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12月

地　　点：张家港市各乡镇

主办单位：市卫生局、科协

联系电话：0512-58171208

联 系 人：许纯洁

00412

科普讲师团巡回演讲

对全市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推广养殖、种植和特种种养新技术、新项目等，

送科技、送卫生、送科技图书资料。 
时　　间：5月－7月

地　　点：张家港市各乡镇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0512-58171208

联 系 人：许纯洁

00413

开幕式和主题科普活动

举行镇江市第24届科普宣传周暨京口区社区科普

益民计划试点启动仪式，同时围绕主题举办科普

咨询、展览宣传、有奖问答等活动。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梦溪广场

主办单位：镇江市科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1-85027195

联 系 人：章奇特

00414

科普志愿者服务月活动

通过科普宣传车进乡村、科普培训到基地、科普

影视进社区、科普展览进校园、科普报告到机

关、专家指导进企业等形式，开展系列主题科普

活动。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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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地　　点：社区、乡村等

主办单位：镇江市科协

联系电话：0511-85027195 

联 系 人：章奇特

00415

“节能环保，低碳生活”主题科普活动

举办科普宣传、科普咨询、展览展示、有奖问答

等科普宣传活动。 
时　　间：5月19－25日

地　　点：广场、社区

主办单位：镇江市科协

联系电话：0511-85027195

联 系 人：章奇特

00416

“节能环保，低碳生活”主题科普巡回展

60块“节能环保，低碳生活”主题科普展板在京

口、润州两区的相关社区巡回展出。 
时　　间：5月19－31日

地　　点：镇江城区的社区

主办单位：镇江市科协

联系电话：13382978456

联 系 人：陈图鹏

00417

“科学育儿”电台栏目开通

在镇江人民广播电台开播“科学育儿”栏目。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主办单位：市妇联、市人口计生委、

 市科协、市老专家协会

联系电话：051184445516
联 系 人：姚崇芬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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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8

科普进村入户活动

组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班、新技术新品种推荐

会、优质高产技术推广会等，由相关成员单位组

织开展送科技送健康送科普下乡活动，促进农民

科学素质的提高。 
时　　间：5月19－25日

地　　点：村、基地

主办单位：市农委、市科协、镇江农科所、 

 江苏农林学院

联系电话：0511-85027195

联 系 人：章奇特

00419

“节能环保，低碳生活”社区巡讲

组织全民科学素质教育讲师团成员赴社区开展

“节能环保，低碳生活”社区巡回讲座。 
时　　间：5月19－31日

地　　点：市区相关社区

主办单位：市科协

联系电话：0511-85027195

联 系 人：章奇特

00420

科普一日游活动

各科普教育基地、全民科学素质教育基地向市民

开放，各地各有关单位和团体可以组织市民赴相

关科普基地参观学习。 
时　　间：5月19－25日

地　　点：各基地

主办单位：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

联系电话：0511-85027195

联 系 人：章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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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1

防震减灾知识宣传

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活动。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梦溪广场

主办单位：镇江市民政局、地震局

联系电话：0511-84423320/84425917

联 系 人：王继东　罗婷婷

00422

优生优育科普宣传

开展生殖健康、优生优育服务现场，举办科普讨

论、展览和咨询活动。 
时　　间：5月19日、22日

地　　点：镇江新区、句容市

主办单位：镇江市人口计生委

联系电话：0511-84424298

联 系 人：许庆

00423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宣传咨询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宣传咨询，发放节水手

册，水资源保护宣传袋、水周特刊。 
时　　间：5月21日

地　　点：梦溪广场

主办单位：镇江市水利局

联系电话：15996806079

联 系 人：曹辉钢

00424

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

开展“提高心理素质，做健康自己”广场心理健

康知识宣传、心理健康讲座和“感恩社会，关爱

他人”团体辅导活动。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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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19日、23日、26日

地　　点：江苏科技大学、镇江新区丁卯街道

主办单位：镇江市心理学会

联系电话：0511-84401070

联 系 人：刘爱楼

00425

校园安全知识系列宣传

邀请专家走进校园，进行人身安全、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知识系列教育讲座。 
时　　间：5月下旬

地　　点：江滨小学

主办单位：共青团镇江市委

联系电话：0511-84403754

联 系 人：陈文

00426

专家义诊进广场进社区

组织医疗专家在广场和社区开展义诊和健康教育

活动。 
时　　间：5月19－20日

地　　点：广场、社区

主办单位：镇江市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

联系电话：0511-88912819/13912803595

联 系 人：金跃明 庞玉和

00427

违法食品添加剂与人体危害科普知识进社

区宣传活动

向广大民众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法以及违法食品添

加剂的种类、人体危害、识别方法和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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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19－25日

地　　点：南京市锁金村街道广场

主办单位：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联系电话：025-85485940/13951791544

联 系 人：汤伟　潘晓飞

00428

“信息通信与女性”及“通信技术业务” 
科普宣传

通过声讯、展板、讲座、现场发放宣传册、文艺

演出等多种形式进行科普宣传，提高女性在信息

通信方面的参与能力，使女性充分受益于信息通

信技术。 
时　　间：5月19－25日

地　　点：南京

主办单位：江苏省通信学会

联系电话：025-83342299

联 系 人：徐伟

00429

江苏省医学会健康大讲堂-血液科普讲座

及义诊

邀请知名医学专家为人民群众讲授血液科普知识。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南京

主办单位：江苏省医学会

联系电话：025-83620690

联 系 人：戈皓

00430

生物多样性和城市生态建设

向市民介绍生物多样性、城市生态建设，环境

保护等宣传；展示植物与人类之间的紧密关

联。开展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人与植物和协发

展的宣传。 

主要活动

2012年科技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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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19日

地　　点：科普周开幕式当天

主办单位：江苏省科协

联系电话：025-84341505

联 系 人：曾虹

00431

农村民居地震安全知识现场咨询活动

举办以“农村民居地震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科普

知识广场咨询活动，将防震减灾知识，特别是农

村建房时需要重视的抗震设防知识宣传普及到偏

远的农村和易于疏漏的城乡结合部。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高淳县

主办单位：省地震学会、省地震局、

 南京市地震局、

 南京市地震学会、

 高淳县地震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4285565

联 系 人：王建宇

00432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科技与生活同行大型

科普活动

组织开展制作科普知识展板，知识问答、咨询互

动、航空航天科普知识讲座、组织中小学生参观

航空馆、航模表演等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南京有关广场、社区、单位

主办单位：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

联系电话：025-84891655

联 系 人：刘晓民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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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3

触电救护与心肺复苏现场演示及电力科普

图片展

在江宁市民广场开展“触电救护与心肺复苏” 现
场演示和培训、设置电力科普知识图片展板20余
块、发放宣传单页。 

时　　间：5月17日
地　　点：江宁东山镇市民广场

主办单位：江苏省电机工程学会、

 南京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13003411863
联 系 人：徐艳

00434

全民健康素养及科学生活方式

通过图板、宣传册、视频图像向群众宣传卫生健

康知识，并传授如何通过网络获取健康咨询。组

织《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科普系列片（66集）在

省内社区、街道、公共场所显示屏等媒介播放。 
时　　间：科普周期间

地　　点：南京市科技馆

主办单位：江苏省健康教育所、

 江苏省科教电影电视协会

联系电话：13905184477
联 系 人：张建成

00435

“科学饮食、健康生活”——2012年江

苏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启动仪式

开展主题为“科学饮食、健康生活”——2012年
江苏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时　　间：5月19日（暂定）

地　　点：昆山市青少年宫

主办单位：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联系电话：025-68155822
联 系 人：赵聆

主要活动

2012年科技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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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6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竞赛（张家港分赛

区）活动

举办江苏省第十九届青少年科技模型（张家港分

赛区）竞赛活动。 
时　　间：5月11－12日

地　　点：张家港市金港中心小学

主办单位：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联系电话：025-68155817

联 系 人：陶亚虎

00437

科技传播计划—校园行活动（科学家进校

园）

组织10位专家走进校园，为在校约5000名中小学

生举办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生

态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10场科普讲座。 
时　　间：5月

地　　点：沿江工业开发区

主办单位：江苏省科技干部进修学院

联系电话：025-68155800

联 系 人：丁建宁

00438

全省中小学生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组织省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在科普宣传周期

间开展一次紧急疏散演练活动，在中小学生中宣

传防震减灾知识，使其具备一定的应急避险与自

救互救能力。 
时　　间：科普周期间

地　　点：各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主办单位：省、市、县（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025-84285537

联 系 人：方毅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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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9

防震减灾科学知识问卷调查

在活动现场对社会公众开展防震减灾知识问卷调

查，既可以直观地了解到社会公众对防震减灾知

识的了解程度，同时还可以开展一次直接的宣传

活动。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科普周启动仪式主会场

主办单位：省地震局、省地震学会

联系电话：025-84285537

联 系 人：方毅

00440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公众开放日

向公众开放南京天光所所史陈列室、国家重大科

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模

型等。 
时　　间：5月20日

地　　点：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主办单位：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联系电话：025-85482293

联 系 人：林素

00441

2012天文科普宣传系列活动

5月19日　美丽的日环食（组团赶赴观测点）

5月21日　组织日环食观测，邀请CCTV新闻中心

直播

时　　间：科技活动周期间

地　　点：“天仪之星”天文台

主办单位：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

联系电话：025-85482097

联 系 人：王震

主要活动

2012年科技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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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2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成

果展

通过举办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年的科研成果，普及大众的土壤科学知识。 
时　　间：5月19－25日

地　　点：南京土壤研究所

主办单位：南京土壤研究所

联系电话：025-86881031

联 系 人：陈冬峰

00443

紫金山天文台2012科技周系列科普活动

组织开展天文科普讲座；日环食与日偏食福建和

南京两地联合观测与视频直播及科普宣传活动；

在紫金山天文台举办中学生太阳黑子与射电频谱

观测培训与实践活动。 
时　　间：5月15－25日

地　　点：南京、福建、江苏盱眙

主办单位：紫金山天文台

联系电话：025-84347508

联 系 人：陈向阳

00444

省市科普宣传周开幕式启动仪式

举办绿色农业、有机产品、低小排量汽车展，开

展消防安全、企业安全生产教育活动等。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南京科技馆

主办单位：省市政府办公厅、科协、科委

联系电话：025-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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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5

举办高层次“海洋文化产业”科普报告会

时  间：5月19日

地  点：市科学会堂

主办单位：市政府办公厅、科协、科委

联系电话：025-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446

免费开放科普场馆

组织省市科技馆、北极阁气象博物馆等科普场馆

免费向社会开放；开展未成年人“防震减灾”、

“气象灾害防御与宣传”等科普活动。

时  间：5月19－25日

地  点：南京科技馆

主办单位：市科协、市科委

联系电话：025-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447

举办对口科普夏令营活动

与内蒙古等西部地区开展手拉手结对，组织贫苦

贫困孩子来南京参加科普夏令营活动。

时  间：5月20－25日

地  点：南京科技馆

主办单位：南京市科协、内蒙科协

联系电话：025-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448

表彰市级科普文明家庭

由区县推荐，表彰一批倡导健康理念，坚持科学

生活的文明家庭。

主要活动

2012年科技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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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19－25日

地  点：全市

主办单位：南京市科协

联系电话：025-57713623

联 系 人：徐东礼

00449

组织科普志愿者下基层服务活动

组织医药卫生、农业科技等专家，深入部队、社

区、企业开展科普活动。

时  间：5月25日

地  点：六合、江宁、浦口、溧水

主办单位： 市科委、市农委、市科协、

 市地震局

联系电话：025-83639276

联 系 人：徐东礼

浙  江

00450

浙江省第九届林业科技周

举办经济发展趋势论坛、科技特派员工作交流

会、经验交流会等活动。

时  间：5月19－26日

地  点：浦江县

主办单位：浙江省林业厅、省林学会

联系电话：0571-87399082

联 系 人：徐小静

江苏、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