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安徽
省科协对安徽省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有关组织单位和活动进行表扬——

39 家单位和 51 项活动获表扬
本报讯（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王雁林）
日前，省科协对安徽省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有
关组织单位和活动进行表扬。淮北市科学技
术协会等 39 家单位被评为“安徽省 2020 年
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2020 年全
国科普日蒙城县主场活动等 51 项活动被评
为
“安徽省 2020 年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
。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期间，
全省各地、
各相
关部门单位紧紧围绕
“决胜全面小康、
践行科技
为民”
主题，
充分利用本地、
本单位优质资源，
积
极争取外部科普资源，结合航天科技、人工智

能、
防灾减灾等内容，
邀请院士、
专家作科普报
告会；
将高新技术产品、
模型等搬到全国科普日
活动现场展览展示；
通过举办全民科学素质网
络知识竞赛，
普及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
围绕环
境保护、
卫生健康、
食品药品安全，
特别是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等百姓关心的话题，
制作精美展
板、
宣传册和明白纸等，
进行广泛宣传。
据了解，全国科普日期间，我省共举办
9114 项重点活动，
线上线下辐射公众超 5000
万人次，
在全省范围内营造了讲科学、
爱科学、
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重要讲话精神。
此次活动，是省科协对各单位全国科普
日活动的充分肯定。希望受到表扬的单位能
够再接再厉，开拓进取，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乡村振
兴、疫情防控、防灾减灾、科技志愿服务等工
作，接长手臂、深入基层，组织开展主题鲜明、
群众喜爱的科普活动，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贡献力量。

——

公布示范省级学会认定名单

省科协

科普暖冬

本 报 讯（安徽科技报全
媒体记者 王雁林）为贯彻落
实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安徽
省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
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
调动激发学会的创新热情和
创造活力，日前，省科协认定
安徽省气象学会等 10 家学
会为
“示范省级学会”
。
被认定
“示范省级学会”
称
号的10家学会分别为安徽省气
象学会、
安徽省地质学会、
安徽
省光学学会、
安徽省公路学会、
安徽省园艺学会、
安徽省畜牧兽
医学会、
安徽省医学会、
安徽省
护理学会、
安徽省科学家企业家
协会、
安徽省循环经济研究会。
据悉，
获得认定的省级学
会将根据《实施方案》和与省
科协签订的项目任务书，
制定
示范省级学会建设实施方案
和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
认真
组织实施，
努力把学会做大做
强做优，发挥好示范带动作
用，
为推动省科协所属学会改
革创新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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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芜湖市园林协会——

科普宣传进社区
本报芜湖讯（吴克）为做好自然科学普及，
传播绿色健康理念，1 月 5 日下午，芜湖市园林
协会组织园艺师来到左岸社区，为居民讲解园
林科普知识，
传播生态、健康、绿色的生活理念。
园艺师详细讲述了家庭花卉的养护、室内
养花禁忌等日常养花知识，并现场解答家庭养
花的疑难问题，将花卉养护知识送到居民手中，
进一步增强居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

黄山市心理卫生协会——

召开二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
本报黄山讯（黄科）日前，黄山市心理卫生
协会召开二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黄山市政
协原副主席、原民革黄山市委主委程永宁出席
会议，黄山市委政法委、市科协、市教育学会、市
疾控中心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协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和财务报告，部署了 2021 年重点工作，表彰了
2020 年度新冠肺炎期间心理援助热线接听优秀
志愿者，为理事和法律顾问颁发了聘书。祁门
县心理卫生协会以促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为主题作经验介绍，部分代表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加强心理疏导，做好人文关怀，
对服务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市域社会治
理具有重要意义，心理卫生领域科技工作者是
大有可为的，
也应大有作为。
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建设，壮大会员队
伍；要加强品牌打造，扩大社会影响；要加强培
训实践，不断提升会员素质；要健全体制机制，
竭力服务群众。
近日，
滁州市科技馆开展
“科普暖冬”
馆校合
作系列科技教育活动，
全力打造全市中小学生科

技教育实践基地。滁州市田家炳学校500名学生
作为首批体验团队参加活动。
滁州市科协

合肥市护理学会——

2020 年全国农民科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结果公布
安庆市多家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
本报安庆讯（安珂）近日，中国科协印发
《关于公布 2020 年全国农民科学素质网络知
识竞赛结果的通知》。安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安庆市农业农村局被评为 2020 年全国农民
科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市级优秀组织奖，桐
城市科学技术协会、桐城市农业农村局被评
为 2020 年全国农民科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
县区级优秀组织奖。

安庆市科协近年来高度重视全国农民
科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参赛活动，联合安
庆市农业农村局扎实推动活动有效开展。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按照竞赛要求做到工
作 早 谋 划 、早 部 署 ，不 断 创 新 活 动 组 织 方
式；二是强化宣传动员，组织各级科协、农
技协和基层“三长”进行层层动员，利用网
络、手机、各类移动传媒进行宣传，扩大竞

答活动知名度；三是强化指导考核，将竞赛
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全民科学素质考核内
容，充分调动了各地参与竞赛活动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据悉，2020 年安庆市累计参赛人次达
774719 次，
参赛人数达23734 人，
位居全国市
级单位第19名，
进入全国20强。同2019年相
比，
参赛人次增长526%，
参赛人数增长 83%。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阜阳多家单位获表扬
本报阜阳讯（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李伟 通讯员 赵金艳）近 日 ，中 国 科 协 办 公
厅 、安 徽 省 科 协 分 别 对 2020 年 全 国 科 普
日有关组织单位和活动进行通报表扬。
阜阳市科学技术协会、阜南县科学技术协
会等 6 个单位被中国科协评为优秀组织
单 位 。 2020 年 全 国 科 普 日 阜 阳 市 暨 颍 东

区主场活动、安徽大学联合阜南县王化镇
科协科技体验活动等 4 项活动被评为优
秀活动。
阜阳市颍州区科学技术协会、颍上县科
学技术协会等 10 个单位被安徽省科协评为
优秀组织单位；阜南县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
动、阜阳市颍泉区伍明小学第三届校园科技

节活动等 16 项活动被评为优秀活动。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阜阳市科
协充分发挥市直成员单位、市级学会、基层
科协作用，推动开展线上线下科普活动，普
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
营造了浓厚的科普氛围，有效促进阜阳市全
民科学素质水平提升。

合肥市领导——

调研市科技馆新馆建设和科普企业
本报合肥讯（山石 苏龙鹏）1 月 4 日，合
肥市委副书记罗云峰实地调研市科技馆新馆
建设情况和科普企业，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在市科技馆新馆项目现场，罗云峰详细
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布展内容、展陈设
计等情况，要求把新馆建成集节能、环保与高
科技为一体的绿色地标建筑。

随后，罗云峰来到合肥探奥自动化有限
公司、合肥磐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观
摩科普展品展示，听取企业生产发展情况介
绍。他指出，要建立科普企业联盟，丰富产品
有效供给，优化企业股权结构，重视人才队伍
建设，不断巩固合肥科普产业全国龙头地位。
座谈会上，
罗云峰强调，
全市各级科协组织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群
团改革的重要论述，
在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
提
升公民科学素质、
建设科普场馆体系、
抓好高端
学术引领、
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下更大功夫，
精
心谋划
“十四五”
科普事业发展，
加快《合肥市科
学技术普及条例》立法工作，
为合肥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做出更大贡献。

举办年终总结表彰大会
本报合肥讯（和柯）日前，合肥市护理学会
第八届四次理事会议暨 2020 年终总结表彰大
会在合肥市口腔医院西区成功召开。大会由学
会副理事长任俊翠主持，学会理事长张建凤汇
报合肥市护理学会 2020 年工作总结及 2021 年
工作计划。副理事长许荣华宣读了学会《关于
2020 年度护理用品创新大赛、优秀护理论文、科
普活动比赛表彰的通知》。
市民政、市卫健委，市科协及省护理学会各
位领导分别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会
上 2020 年护理用品创新大赛一等奖代表胡玉
萍发表获奖感言。
市科协副主席牛强充分肯定了学会 2020
年在抗疫、科普、公益等方面所做出的工作成
绩，对学会 2021 年工作提出期许，希望合肥市护
理学会继续加强学术交流，培养更多专科人才；
继续大力开展科普知识宣讲，为合肥市居民普
及健康科普知识，树立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

安庆市预防医学会——

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安庆讯（安预）日前，安庆市预防医学
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来自全市卫生健康
系统的 90 余名会员代表参加了大会。省预防医
学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致辞，市
民政局、
市科协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大会审议通过了安庆市预防医学会第五届
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章程修改
草案、会费收缴管理办法、第六届理事会选举办
法等，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和监事会。安
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叶和仪当选市预
防医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同时，召开了
第六届理事会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安庆
市预防医学会总支委员会书记和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