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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43
海北州科技活动周

组织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进社区、进农牧区巡

展活动，开展科技、卫生、文化、法律“四下乡”

宣传活动。同时举办科技致富能手，科技示范户座

谈会，参观学习科技示范现场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县中心镇

主办单位：海北州科技局

联系电话：0970-8642717

联 系 人：元旦尖措

01244
黄南州科技活动周活动

组织科普大篷车向师生展示各类展项、挂图。举办

一期冷水鱼养殖技术培训班。在同仁县隆务镇吾屯

村举办一期热贡艺术技术培训班。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州府主要街道

主办单位：黄南州科技局

联系电话：0973-8722949

联 系 人：项尖加

01245
海南州科技活动周活动

通过“科普大篷车”展示各种颇具趣味性的科普展

品。开展“食品安全，健康生活”科普宣传展活动

和“食品安全，健康生活科普知识竞赛”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海南州及辖区五县

主办单位：海南州科技局

联系电话：0974-8512898

联 系 人：刘塔

新疆

01246
大型科普展览

举办大型科普展览，内容包括科技让城乡更美丽、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等板块。

时    间：5月 1日

地    点：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主办单位： 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组委会、昌吉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联系电话：0991-3836930/13669951880

联 系 人：朱光辉

01247
网络科技周

依托新疆科普网，集成科技周的活动与科普资源，

借助网络开展科普活动，具体包括科普产品展示、

优秀科普作品网上评选、热点问题专家谈、科普影

视展播、地州市科技周动态等板块内容。

时    间：5月 19日－ 6月 30日

地    点：新疆科技情报研究所

主办单位：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组委会

联系电话：0991-3836960

联 系 人：宋勇

01248
科学使者进校园（社区）

动员组织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到中小学校举办

科普讲座，指导科学实验，到社区宣讲科学文明生

活知识。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相关单位

主办单位：自治区科技活动组委会

联系电话：0991-3836930/13669951880

联 系 人：朱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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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49
优秀科普作品推介活动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优秀科普作品推介活动，通过公

众网络评选、专家咨询评议等形式，评选出一批优

秀科普作品，集中向社会推介，引导公众读好书。

时    间：5月 19日－ 6月 30日

地    点：新疆科技情报研究所

主办单位：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组委会

联系电话：0991-3836930/13669951880

联 系 人：朱光辉

01250
科技特派员示范服务活动

各县市组织科技特派员服务队、协会等在活动周期

间组成科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生产一线，面向广大

农民开展科技培训、科普宣传、现场咨询，重点推

荐实用绿色种养技术、新品种，赠送农业实用技术

丛书。

时    间：5月 19－ 26日

地    点：待定

主办单位：各县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991-3692094/13999891189

联 系 人：王强

01251
农业科技专家服务示范活动

组织农口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深入基层，了解需求，

展示农业科技成果，与县市建立服务协议，长期为

农民生产和生活服务。

时    间：5月－ 12月

地    点：全区

主办单位： 自治区科技厅、新疆农科院、畜科院、

林科院、水科院、新疆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0991-3692094/13999891189

联 系 人：王强

01252
百堂科普讲座下基层活动

组织农业、畜牧、林业、节水、天文、食品安全、

药学、医疗保障、地理、生态、历史、文化、经济

等方面的专家，开展百堂科普讲座下基层活动，按

照需求开展巡讲，并制作成影像、文字资料，向学

校、农村、社区、企业事业单位发放。

时    间：5月－ 12月

地    点：全区

主办单位： 自治区科技厅、中科院新疆分院、自治

区科协、自治区社科联，有关研究机构、

大学及企事业单位

联系电话：0991-3836930/13669951880

联 系 人：朱光辉

01253
“创新新疆·靓丽生活”系列活动

组织开展“情暖母亲节”母亲素质宣讲及文艺演出、

“创新新疆·靓丽生活”科技活动周、“裕民花神”

服装设计风尚大赛等活动。

时    间：5月 8－ 25日

地    点： 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塔城地区、巴州、

克拉玛依市

主办单位：自治区妇联、自治区科技厅

联系电话：0991-2318280

联 系 人：肖文英

01254
共青团“科技播火专家行”

邀请自治区林业、畜牧业专家赴克州、喀什、阿克

苏开展“菜单式”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通过共青

团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网站、微吧等媒体平台对

活动进行宣传。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克州、喀什、阿克苏

主办单位：自治区团委

联系电话：0991-2843102

联 系 人：苏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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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5
“中亚科技合作年”活动

通过制作展板、开展专题讲座、学术研讨，建立“中

亚科技合作年”活动QQ群，开通“中亚科技经济

信息中心”微博，在中亚科技经济信息网站开通“中

亚科技合作年”活动专栏等形式将中亚科技经济信

息中心打造成中亚科技经济信息研究交流的窗口

和中心、学术交流的桥梁、技术转移的渠道、科技

合作的基地，发放维语版和汉语版《中亚信息》杂

志 1000 份。

时    间：3月－ 9月

地    点：全区

主办单位：中亚科技经济信息中心

联系电话：0991-3837995

联 系 人：张戈

01256
“百会万人下基层”活动

以“科技民生”为重点，通过版面、宣传材料、科

普专题讲座等形式，到乡镇、进校园；开展农、林、

牧、经济作物种植技术、卫生保健等基层群众关心

的问题进行科普及实用技术讲座、技术培训、咨询

等科普活动。

时    间：5月 17－ 21 日

地    点：哈密市、伊吾县、巴里坤县

主办单位：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及20个自治区学（协）会

联系电话：7885487/7885316

联 系 人：王存牛  赵漫漫

01257
优秀科技特派员表彰宣传活动

自治区表彰奖励 2011-2012 年度自治区十佳科技

特派员、优秀科技特派员和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

体。利用媒体宣传优秀科技特派员的典型事迹，宣

扬科技特派员深入基层服务农民的精神风貌。邀请

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来疆巡回演讲。

时    间：5月－ 12月

地    点：全疆部分地州市

主办单位：自治区科技厅

联系电话：0991-3692094

联 系 人：王强

01258
天文科普系列宣传活动

在乌鲁木齐市开展“路边天文学”、“科学家进校

园”、“宇宙意识”、“全疆各地天文科技辅导员

教师培训”、“南山天文科普教育基地开放”、“天

文科普展板巡展”等活动。

时    间：4月－ 12月

地    点：乌鲁木齐市

主办单位：新疆天文台

联系电话：0991-3689051

联 系 人：宋华刚

01259
防震减灾系列科普宣传活动

开展防震减灾知识进乡村、街道、进学校、社区、

进党政机关活动，在防灾减灾科普示范学校进行宣

传教育，利用媒体广泛宣传防震减灾知识，新疆地

震科普基地全年免费开放。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乌鲁木齐、各地州市

主办单位： 新疆地震局、新疆地震学会、新疆灾害

防御协会

联系电话：0991-3656735

联 系 人：卡合热曼

01260
走进新疆移动 感受信息魅力

以“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为依托，利用新疆无线

通信科技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拓展学生视野、

普及无线通信知识，向学生展示移动信息化产品在

日常生活及工作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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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8月

地    点：新疆移动客户体验中心

主办单位：新疆移动客户体验中心

联系电话：13579897587

联 系 人：陈秀秀

01261
反邪教游戏软件宣传活动

将“反邪教”科学无神论知识与游戏相结合，提高

游戏设计的知识性和娱乐性，寓教于乐，使青少年

在游戏娱乐中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营造一种“崇尚文明，破除迷信，抵制邪教”

的良好氛围。

时    间：5月－ 6月

地    点：乌鲁木齐

主办单位：新疆反邪教协会

联系电话：6386031

联 系 人：吴小红

01262
“爱鸟周”活动

开展“爱鸟周”、保护动植物进社区宣传、“大手

拉小手—营造绿色环境”科普知识讲座等活动。

时    间：4月－ 9月

地    点：乌鲁木齐相关校园、社区

主办单位：自治区科协、新疆动物学会

联系电话：0991-6386023

联 系 人：郑承新

01263
新疆历史文物展

开展《找回西域昨日辉煌——新疆历史文物陈列

展》、《逝而不朽惊天下——新疆古代干尸陈列展》、

《新疆少数民族风情展》、《玻光溢彩——欧洲玻璃、

陶瓷特展》、《旗装雅韵——吉林省博物院藏清代

满族服饰展》等大型科普展览。

时    间：1月－ 12月

地    点：新疆博物馆

主办单位：新疆博物馆

联系电话：0991-4536436/18009916636

联 系 人：何小雪

01264
“野生动物与我们的生活”科普活动

举办第三届“我随鸟儿去旅行”青少年绘画大赛、

第二届青少年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生活”摄影比

赛；组织专家到学校进行“野生动物与我们的生活”

科普讲座。

时    间：5月－ 12月

地    点：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科普馆

主办单位：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联系电话：0991-5916556/5916162

联 系 人：雷俊宏

01265
老年健康系列科普教育活动

对自治区厅局、企事业、大专院校及城区的老年人

进行科普知识讲座，指导老人科学的生活，建立良

好的生活习惯，干预和纠正不良生活习惯，树立起

科学养生观；在心脑血管病医院和昌吉州老年活动

中心举办“科普教育大讲堂”。

时    间：5月－ 12月

地    点：乌鲁木齐（社区、企业）

主办单位：自治区科协、新疆老年保健学会

联系电话：0991-6386023

联 系 人：郑承新

01266
“欢乐科普，美好新疆”科普系列活动

组织“体验科学—新疆流动科技馆”巡展；开展“如

影随行的辐射”短期主题展览、“五一”、“六一”

节假日开展主题科普教育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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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4月－ 6月

地    点：新疆科技馆及四个地州县市

主办单位：新疆科技馆

联系电话：0991-6386168

联 系 人：王婷婷

01267
“科普大篷车三级联动”赴吐鲁番地区、哈密

地区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以大篷车的形式，通过实际操作声、光、电、磁科

普展品；聘请当地种植、养殖技术专家给农民进行

讲课；利用集市组织当地各级学会进行现场咨询、

讲座并发放科普资料；利用科普大篷车音像设备在

广场、小区等地播放科普电影。

时    间：5月 15－ 25 日

地    点：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

主办单位：新疆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

联系电话：0991-6386556

联 系 人：李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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