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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文件 
 

电机科〔2019〕134 号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关于转发《科技部 中央宣传

部 中国科协关于举办 2019 年全国 

科技活动周的通知》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会员单位、专业委员会、省级学会、高校会员中心、

电力科普教育基地：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之年，是决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之年。为大力弘扬科学

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促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协调发展，科

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决定 2019 年继续举办全国科技活

动周。根据《科技部 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协关于举办 2019 年全

国科技活动周的通知》(国科发智〔2019〕80 号)的要求，请各

单位高度重视，加强统筹协调和资源共享，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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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造性，结合电力行业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现

将通知转发给各有关单位。 

按照通知要求，请各有关单位尽快制定活动方案，精心策划

重点项目，请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2019 年科技活动周

重点项目备案表》、《2019 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

案表》；6 月 10日前提交科技活动周总结、影像资料及媒体报道

资料其中视频时长不超过 3 分钟）。以上材料请按照要求提交到

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同时，发送至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

普部。 

其他要求请阅附件。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肖伟伟  

联系电话：010-63416397 

电子邮箱：kp@csee.org.cn 

 

    附件：科技部 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协关于举办 2019年全国

科技活动周的通知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19 年 3月 21日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19年 3月 21日印发  

mailto:kp@cse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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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学 技 术 部 

文 件 

 

 中 央 宣 传 部  

 中 国 科 协  

国科发智〔2019〕80号 

                                                             

 

科技部 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协关于举办 

2019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科技厅（委、

局）、党委宣传部、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党委宣传

部、科协，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中央军委科技委，

各有关单位：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之年，是决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之年。为大力弘扬科学

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促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协调发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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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引领支

撑作用，使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真正惠及广大公众，为

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一份厚礼，科技部、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协决定 2019 年继续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时间与主题 

（一）时间 

2019 年 5月 19-26 日 

（二）主题 

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 

确立该主题的主要考虑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集中展示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提高全民科学

意识、科技能力和科学素养，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营造良

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动员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投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伟大实践；以全面提升创新能力为

主线，着力营造优良创新环境，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加快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收官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在

全国范围内举办群众性科技活动，突出展示科技创新成就，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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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共享科技创新成果，服务

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聚焦科技扶贫，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三）主要内容  

1.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展示科技创新重大成就，重大专项成

果，特别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的新成果、新

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凸显科技创新在支撑经济高质量增长方

面的效果，展示引进国外智力成效，突出其对我国创新能力提升

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优秀科普作

品、展品及重大事项，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

法》，助力全民科学素质工程建设。推进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大

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科研

机构和大学等科技资源向公众开放。 

2.体验美好生活活动。聚焦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重大科技专

项成果，突出其对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和水平提升的显著成效。针

对公众关注的科技热点，开展科普讲解、实验演示、示范传授等

活动，普及基本科学知识和常用技术方法。面对公众科技多样化

需求，举办互动、参与、体验性的科技活动。面向青少年、劳动

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部队官兵，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普惠民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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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加强农村科

普资源和科普能力建设，服务于脱贫攻坚的需要，送科技下乡

进村入户，提供精准技术帮扶活动。推出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

的特色科普活动，组织流动科普活动。加大农村科普活动力度，

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意识，普及科学知识、传授实用技术方法、

树立科技致富、健康生活的理念，助力科技扶贫、精准脱贫。

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和定点扶贫县科普。 

4.促进科技成果惠民。充分发挥电视、广播等媒体在科学传

播中的重要作用，普及科学知识和技术方法，倡导勇于探索的科

学精神，尊重创新创业活动。发挥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

优势，拓展科学传播载体，提高传播速度和传播效果。形成国家

重大活动引领、部门活动各显特色、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多种

媒体广泛传播、科普活动遍及城乡的良好氛围。 

二、主场活动 

（一）启动式 

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地点安排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启

动式将于 5 月 19 日（星期日）上午 9:30 开始，邀请党和国家

领导人出席，有关部门、科学家、外国专家、学生、社会各界

代表出席，参观科普博览，参与现场科普互动体验活动等。科

技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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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普博览展示活动 

主场将安排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展示、重大科技专项成果展示、

科普惠民成果展示、美好生活体验活动、外国专家科技成果展

示、全国优秀科普展品、作品展示等内容，彰显我国科技创新

和科普事业发展成效，促进公众了解、体验、分享我国科技创新

成果。科技部、中科院、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 

（三）闭幕式 

5 月 26 日（星期日）在上海市举行，与上海科技节同步举

行，采取科普演出的方式举行“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闭幕

式”。科技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三、主要活动 

科技活动周作为全国群众性科技活动品牌，既要安排主场活

动和重大示范活动，又要部署部门、地方同步举办各类特色科普

活动。 

（一）重大示范活动 

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将组织一批贯穿全年重点活动。 

1.科学之夜活动。2.科研机构和大学开放活动。3.科技列

车甘肃行活动。4.全国科普讲解大赛。5.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

6.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7.科普进军营活动。8.全国优

秀科普作品推荐。9.科普援藏活动。10.电视科普专题节目。11.

网络科技活动周。12.全国优秀科普展品巡展活动。13.科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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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建设。14.科技下乡集中示范活动。15.“全国中小学生

创·造大赛”活动（系教育部批准的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技竞赛

活动）。 

（二）部门、地方重点活动 

有关部门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举办各具特色的群众性科

技活动。相关部门开展“科研机构、大学向社会开放”、“科

学使者进社区（农村、企业、学校、军营）”活动。如中科院

举办“公众科学日”、公安部举办“公安科技活动周”、交通

运输部举办“交通运输科技活动周”、林草局举办“林业和草

原科技活动周”、气象局举办“气象科技活动周”，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举办“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部队举办军营

开放活动等。各地将同步举办科技活动周、“科技节”等具有

区域优势和特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 

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党委宣传部门、科协组织要高度重视，

加强统筹协调和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各级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认真组织好 2019 年全

国科技活动周活动。精心组织举办各类活动，要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切实提高科技活动周活动实效。 

（二）制定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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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尽快制定活动方案，精心策划

重点项目，配合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做好相关重点活动。请于

2019年 3月 31日前，填报《2019年科技活动周重点项目备案表》、

《2019 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 

（三）加强宣传报道 

各地各部门要重视 2019 年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动

员各类新闻媒体记者深入基层，及时全面准确地宣传科技活动周

情况。加强广播电视科普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重

视发挥新媒体优势，以互联网为平台，创新科普宣传方式，拓展

科普宣传载体，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技术，发挥“两微一端”作用，采取微视频、微动漫、H5、VR、

AR、MR等技术开展宣传，提升科技活动周在全社会的传播效果。 

（四）做好工作总结 

为表彰 2019 年度全国科技活动周优秀组织单位和人员，请各地

各部门于 6 月 10 日前向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提交科技活

动周总结、影像资料及媒体报道资料（其中视频时长不超过 3分

钟）。 

（五）联系方式 

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   

电话：010-68944766，68948899转 50640 

信箱：kjhdz@most.cn  传真：010-68944766 

mailto:kjhdz@mos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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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0873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号北京 

      友谊宾馆 5 号楼        

 

附件：1.2019 年科技活动周重点项目备案表 

      2.2019 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 

    

 

 

 

科 技 部       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协 

                                     2019年 3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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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科技活动周重点项目备案表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主管部门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项目负责

人 
 联 系 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活动经费  

拟参加人

数 
 

项 

目 

简 

介 

（主要活动内容、方式、参加人员、宣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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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按通知要求填写表格于 3月 31日前报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号友谊宾馆 5号楼 

      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 邮编：100873 

电话：010－68944766，68948899-50640；传真：010－68944766    

电子邮箱：kjhdz@most.cn 

mailto:kjhdz@mos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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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开放时间 开放内容 具体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本表请于 2019年 3月 30日前请按要求填写并报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

（此表可另附） 

 

 



 

 —14— 

 

 

 

 

 

 

 

 

 

 

 

 

 

 

 

 

 

 

 

 

 

 

 

 

 

 

 

 

 

 

 

 

 

 

 

 

 

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2019 年 3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