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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和计生、医疗药品等实物、地震应急疏散

演练等活动。

时    间：5月中旬

地    点：全州 12个县（市）

主办单位：黔南州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854-8230860

联 系 人：潘启浚

01083
2013 年遵义市科技活动周

组织开展科技一条街活动及送科技下乡、青少年科

技教育宣传活动等科技活动，宣传科技文化，开展

科技咨询服务，推进科学发展。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遵义市辖区

主办单位：遵义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852-3119159/3119146

联 系 人：肖汉   张云桥

云南

01084
建设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重大科技成果展

围绕建设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实施重点产业创新

工程、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工程、高层次科技人才培

引工程、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工程等 8大工程进行

成果展示。

时    间：4月－ 5月

地    点：云南省科学技术馆

主办单位：云南省科技厅

联系电话：0871-68061388

联 系 人：张汝斌

01085
科技活动周集中示范

组织食品安全、医疗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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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

团体现场集中示范。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云南省科学技术馆

主办单位： 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

省科协、昆明市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871-63140330

联 系 人：王乔忠

01086
科技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以“科技服务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为主题，组织

有关单位和科技、卫生等方面专家，通过科普宣传、

科技咨询、科技示范、讲座培训、医疗服务等形式，

开展科技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时    间：5月

地    点：云南省师宗县

主办单位：云南省科技厅

联系电话：0871-63140330

联 系 人：王乔忠

01087
流动图书馆进基层活动

组织流动图书馆等科普资源，选择10个县开展科普

巡展与互动活动，把省城的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

时    间：5月

地    点：云南省内 10个县

主办单位：云南省图书馆

联系电话：0871-65320545

联 系 人：金美丽

01088
流动天文馆进基层活动

组织流动天文馆在云南省内 10个县开展科普巡展

与互动活动，把省城的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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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地    点：云南省内 10个县

主办单位：中科院云南天文台

联系电话：0871-63920818/63920170

联 系 人：杨光普

01089
科普大蓬车进基层活动

组织科普大蓬车在云南省内 10个县开展科普巡展

活动，让科普大蓬车走进乡镇、社区和学校，走到

青少年学生身边进行科普教育活动，重点面向乡镇

农村中小学校和农村青少年。

时    间：5月

地    点：云南省内 10个县

主办单位：云南省科协

联系电话：0871-63103834

联 系 人：赵刚

01090
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以“体验•创新•成长”为主题，活动分青少年

科技创新成果竞赛、机器人竞赛、科技教师科技创

新成果竞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少儿科学幻想

绘画等。

时    间：待定

地    点：云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主办单位：云南省科协

联系电话：0871-65192792

联 系 人：陈方

01091
边境禁毒防艾科普宣传

组织科普志愿者到德宏州、怒江州和保山市的 6

个边境县开展禁毒防艾科普宣传活动。让人们充分

了解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自觉抵制不良习气，使

禁毒和防艾成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时    间：5月

地    点：德宏州、怒江州、保山市

主办单位：云南警官学院

联系电话：0871-65188458

联 系 人：骆寒青

01092
百名科学使者进校园（社区）活动

动员组织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 300 余名，作为

科学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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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点：省内中小学校和社区

主办单位：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老

科技工作者协会、云南省青少年科技教

育协会

联系电话：0871-65192792

联 系 人：张发现

01093
全省优秀科普作品推介活动

开展全省优秀科普作品推介活动，通过专家咨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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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点：昆明市

主办单位： 云南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

省新闻出版局

联系电话：0871-63992106

联 系 人：江云华

01094
2013 年科技活动周省科协系统系列活动

聘请专家主要针对近期群众关心的干旱、食品安

全、禽流感等方面的问题做现场咨询解答；举办“高

原特色农业”展、“科学的探索”互动展览、“云

南科普大讲坛健康系列讲座”、流动科技馆巡展活

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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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省科技馆

主办单位：省科协、省科技馆、省青科中心

联系电话：13888047369

联 系 人：田蕊

01095
防震减灾 美好生活

开展防震减灾成果与科普知识的宣传、展示、咨询

等活动，发放科普知识读本。开放昆明地震台、滇

西地震预报试验场、昭通鱼洞观测站、普洱大寨观

测站等国家和省级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开展少

数民族语言科普宣传，发放少数民族语言的科普知

识读本和少数民族语的地震百科音像制品。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昆明、大理、昭通、普洱等

主办单位：云南省地震局、地震学会

联系电话：0871-65747796

联 系 人：刘海燕

01096
科技活动周集中示范、百名科学使者进校园（社

区）、青少年科普系列活动

组织开展百名科学使者进校园、科技活动周青少年

科普系列等活动。

时    间：5月 15－ 30 日

地    点：主会场、校园（社区）

主办单位：省社科联科普部、学会部

联系电话：0871-68319664

联 系 人：杨远梅

01097
昆明市 2013 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系列活动

举办昆明市2013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通过展

出科普展板、展品、发放科普资料、义诊和现场

宣传咨询等方式，向群众积极开展科技宣传咨询

活动。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云南省科技馆

主办单位： 昆明市科技局、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

昆明市科协

联系电话：0871-63134628

联 系 人：付思华

01098
组织昆明市科技特派员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组织全市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咨询与培训活动、针

对抗旱救灾开展科普知识宣讲活动，组织科技特派

员进行培训与现场指导。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昆明市 14个县（市）区乡镇

主办单位：昆明市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联系电话：0871-63163913

联 系 人：查明恒

01099
结合“幸福乡村”建设，送科技图书进农村

开展科技图书进农村系列活动，捐赠《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小康农村科技文库》、《科技惠民》

系列丛书等科技图书。举办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农

业生态与农村环保知识讲座，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晋宁县宝峰、夕阳等 7个乡镇办事处

主办单位：昆明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站

联系电话：0871-63163913

联 系 人：郑鹏

01100
围绕“四群”教育活动，开展科技关注民生活动

为农村群众修建爱心水窖，缓解当地用水紧张问题；

建立科技活动室，为农村群众宣传科普知识；围绕

“光亮工程”，为农村群众安装太阳能路灯；修建

科技特派员科技宣传栏，提升农村文化科技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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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禄劝县、寻甸县

主办单位：昆明市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871-63134628

联 系 人：付思华

01101
昆明动物所第九届科普“公众科学日”活动

免费开放昆明动物博物馆、“遗传资源与进化”国

家重点实验室、院动物模型与人类疾病机理重点实

验室、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心等。举

办科普讲座，展科学家与公众面对面座谈会。

时    间：5月 18日

地    点：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联系电话：0871-65190473

联 系 人：唐霞

01102
昭通市 2013 年科技活动周集中示范活动

举行大型科普知识宣传、咨询集中示范；科普知识

讲座或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等活动。

时    间：5月 21日

地    点：绥江县板栗乡

主办单位：昭通市科技局、绥江县政府

联系电话：0870-2158056

联 系 人：梁明安

01103
地震应急科普知识宣传

请专家到部分学校讲解应急管理科普知识；举办电

脑机器人竞赛，通过大赛的举办，激发青少年的科

技创新热情，培养青少年的科技创新能力。

时    间：5月

地    点：南涧县 2所学校

主办单位：大理州科协

联系电话：0872-2319533

联 系 人：张沁珠

01104
气象科普进校园活动

在大理市中和二完小开展气象科普进校园活动，向

未成年人普及气象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技创新热

情，培养青少年的科技创新能力。

时    间：5月

地    点：大理市中和二完小

主办单位：大理州科协

联系电话：0872-2319533

联 系 人：张沁珠

01105
2013 年曲靖市、马龙县科技活动周现场集中示范

通过科普大蓬车、食品药品真伪鉴别、医疗服务、

地震应急防护讲座及视频演示、风筝及电脑机器人

演示、农牧业种植、养殖专家咨询、野生动物及环

境保护等实物展板及多种科普宣传资料发放现场

集中示范。

时    间：5月 19日

地    点：曲靖市马龙县旧县镇

主办单位： 曲靖市科学技术局、马龙县工业和科学

信息化局

联系电话：0874-3124427

联 系 人：朱家富  吴仕勇

01106
曲靖市两江口污水处理厂开放活动

通过开放城市生活污水处置，向广大市民宣传节约

用水、保护环境。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曲靖市两江口污水处理厂

主办单位：曲靖市两江口污水处理厂

联系电话：13508849333

联 系 人：李乔钢

01107
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

开放科普室、天文台、空海模、机器人工作室等青

少年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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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曲靖市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曲靖市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0874-3252811

联 系 人：殷石海

01108
抗旱科技行

在保山市隆阳区开展1000多人规模的 “抗旱科技

行”活动，结合当前我市旱情，深入我局挂钩扶

贫点和施甸县、龙陵县开展科技抗旱科普宣传和培

训，使村民充分掌握科技抗旱知识与技能。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保山市隆阳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科协、隆阳区科技局、科协

联系电话：0875-2207612

联 系 人：刘家篆

01109
举办青少年“空模、海模、车模”展

活动周期间，在航模协会的协助下，在保山学院、

隆阳区七小、金鸡乡东方小学等多所学校举办空、

海、车模型展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用

科学、爱科学”的热情，全面提高动手动脑能力，

用科技创造改变生活。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保山市隆阳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保山市青少年“三模”协会

联系电话：0875-2207612

联 系 人：刘家篆

01110
科普知识讲座

开展知识产权讲座进校园的活动，围绕“食品、药

品保障安全健康”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和

重大科学事件，聘请有关专家、教授进社区、进校

园开展专题科普讲座；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知识讲座

和安全逃生演练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保山市隆阳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科协、隆阳区科技局、科协

联系电话：0875-2207612

联 系 人：刘家篆

01111
举办科技成果展活动

活动周期间，在学校打造 1间以“科技创新•美

好生活”为主题的集科普阅览、科技体验、科技培

训、科技成果、科技交流“五位一体”的综合性科

技活动室，举办一期科技成果展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保山市隆阳区

主办单位：市科技局、隆阳区科技局、科协

联系电话：0875-2207612

联 系 人：刘家篆

01112
文山州 2013 年科技活动周

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举办科技讲座、科技座谈交

流会、科普展览、发放科普读物等活动；开展科技

下乡，帮助协调偏远贫困地区学校建立图书室、电

脑教室、科技创新操作室等推广普及活动；组织医

疗卫生进社区、进农村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全州七县一市

主办单位： 文山州科技局、文山州宣传部、文山州

科协

联系电话：0876-2191012

联 系 人：陈秀

01113
玉溪市 2013 年科技活动周

举办科技活动周开幕式、文艺演出、专题科普讲座、

科普展览及咨询等活动；发放科普资料，张贴宣传

标语、广播电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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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玉溪市易门县

主办单位：玉溪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877-2027194

联 系 人：付云焕

01114
科普展览

举办“东方人类故乡——楚雄”、“中国彝族文化

大观园——楚雄”大型科普图片展，同时开展科普

咨询和发放相关宣传材料等活动。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楚雄市桃园湖广场

主办单位：楚雄州博物馆

联系电话：0878-6134658

联 系 人：周媛

01115
科普宣传活动

举办文物咨询、《楚雄州职工书画艺术展》、文博

知识有奖竞答、文博知识专题讲座等活动。

时    间：5月 18－ 19 日

地    点：楚雄州博物馆

主办单位：楚雄州博物馆

联系电话：0878-6134658

联 系 人：周媛

01116
2013 年科技活动周活动

在江城县勐烈镇世纪广场举行科技活动周启动仪

式，同时在开展科普宣传和技术咨询，科技进校园、

科技下乡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普洱市江城县

主办单位：普洱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879-2122386

联 系 人：宋颂

01117
临沧市系列特色科普宣传活动

举办建设创新型临沧重大科技成果展示、科技改善

生活系列科普知识宣传、科技下基层专家咨询服务

和特色科技培训、青少年科普教育宣传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临沧市八县（区）

主办单位：临沧市科技局

联系电话：0883-2123245

联 系 人：曾玉仙

01118
临沧市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

组织开展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科技展室、法制宣

传室、动植物 0标本制作室、微机室、模拟驾驶室、

航模）。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临沧市临翔区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主办单位：临沧市临翔区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联系电话：13988311965

联 系 人：芮建丽

01119
优质猕猴基地开放活动

活动周期间，优质猕猴养殖基地免费开放参观。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猕猴基地内

主办单位：云南仁利坤元优质猕猴基地

联系电话：0883-7125021

联 系 人：吴治成

01120
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

活动

举办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相关科普知识展览、

动植物标本采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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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自然保护区内

主办单位：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联系电话：0883-7125021

联 系 人：杨绍兵

01121
怒江州科普知识进乡村系列活动

组织科技特派员及有关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到

四县开展科技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农村科技实用技

术的培训，开展科技下乡集中示范等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贡山、福贡、泸水和兰坪四县有关乡镇

主办单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886-3626584

联 系 人：胡春花

01122
迪庆州科技活动周

参观科普展；开展科普宣传咨询活动，发放宣传资

料；组织“科普进校园”科学知识竞赛；组织科技

人员开展“科技进企业”活动，为企业提供技术咨

询、管理和信息服务；开展“科技下基层农村”活动，

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各县县城，各乡镇

主办单位： 迪庆州科技局、迪庆州委宣传部 、迪庆

州科协

联系电话：0887-8222987

联 系 人：徐艳

01123
科技与生活科普知识集中示范活动

组织相关单位，就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生态环保、

应急避险、低碳节能、健康生活等与广大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科技知识、信息等，通过宣传板（栏）、

图文资料、实物展示等方式开展现场集中示范。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丽江市四县一区

主办单位：丽江市各县区科技局、宣传部、科协

联系电话：0888-5123335

联 系 人：段丽伟

01124
网络科技宣传活动

依托丽江市科技网站，集成科技周的活动与科普资

源，借助网络开展科普活动，对各县区科技周动态

内容进行宣传。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丽江市四县一区

主办单位：丽江各县区科技局、宣传部、科协

联系电话：0888-5123335

联 系 人：段丽伟

01125
科技下乡活动

以“科技服务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为主题，组

织科技、卫生、安全、环保、教育等方面的专家，

采取科普宣传、科技咨询、科技示范、讲座培训、

医疗服务等形式，深入基层开展科技下乡集中示范

活动。

时    间：5月 19－ 25 日

地    点：丽江市四县一区

主办单位：丽江市各县区科技局、宣传部、科协

联系电话：0888-5123335

联 系 人：段丽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