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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凤阳县科协——

召开科技创新工作会

本报滁州讯（黄友好）5 月 28 日上午，
滁
州市凤阳县科协、科技局与县税务局在学苑宾
馆报告厅组织召开科技创新工作推进暨高企培
训会。县政府办、
县科协、
科技局和税务局负责
人，
各乡镇、
园区科协主席和全县相关企业主要
负责人及财务主管共16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县科协、科技局分管领导对全县科
技创新和乡镇园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进行了

总结，并部署了县科协计划实施的“双百工
程”，将从安徽科技学院选派 100 名专家教授
到乡镇村，助力乡村振兴，选派 100 名专家教
授到工业企业助力企业科技创新。县税务局
分管领导对申报高新技术企业重点、难点问
题，
从税务角度进行分析，
并提出规范要求。
县科协、科技局主要负责人从三个方面提
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一是乡镇园区要增强

意识，从科技创新五项考核指标出发，切实推
动全县科技创新工作；
二是企业负责人要树立
创新意识，争创企业品牌；三是企业具体业务
人员要钻研熟悉业务，
做好高企申报工作。
县科创中心对科技创新相关政策进行了
解读，县税务局与安徽正典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对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工作进行了详细
说明。

防骗护安全
近日，由合肥市瑶海区科技
局（科协）和铜陵路街道共同开展
的 2021 年科技活动周“打击电信
诈骗犯罪 构建平安和谐社区”宣
传活动在瑶海区铜陵路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结
合目前最受群众关注的“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现场为疫苗接
种者进行防范电信诈骗知识宣
传。
合肥市科协

用房、树、人绘画的心理普查模式。绘画作品
是一个人的潜意识的表现，是孩子们乐于接
受的心理普查方式。通过画中的房、树、人，
来观察孩子内心的世界，了解孩子的性格特
点，心理状态，了解学生与家庭的关系、学业
能力、人际关系和自我认知等方面的整体发
展水平。

下一步，区科协将对本次心理测试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完成心理建档工作，并尽快
反馈给学校。同时，还将针对特殊群体的学
生开展一对一的心理咨询面谈工作，了解他
们真实的心理状态，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帮助
和辅导，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
健康水平。

宣城宁国市科协——

“全国科技活动周”
活动形式多样
传，
全面提高公众科学防护能力。
聚焦农业发展：5 月 23 日，邀请宣城市科
协副主席、宁国市科协常委、山核桃首席专家
吴志辉教授，走进第十五期山核桃种植者公
益大讲堂。吴教授围绕山核桃根腐病、溃疡
病的防治注意事项、山核桃全程托管经营等，
对参训人员进行了详细讲解，来自临安和宁
国 26 名林农冒雨前来参加培训。此次培训，
使参训人员学到了科学管理技术，增强了发
展山核桃产业的信心。
聚焦生命健康：5 月 24 日，市科协所属营
养与健康学会组织会员，在宁国市人民医院，

通过直播形式向大众演示讲解“单人心肺复
苏”的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让广大市民群众
了解一些急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遇
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可以进行有效的自救和
对身边人员施以援手。
聚焦科技保障：5 月 24 日，市科协所属无
线电协会组织会员，在市区城西湖公园，通过
直播平台进行无线电相关知识的宣传交流，
现场讲述了背负式移动中继、短波天线、电
台、应急电台等设备的操作方法，向广大市民
普及无线电知识，让市民更多地了解了无线
电和相关应急保障知识。

淮北市濉溪县科协——

举办大豆种植技术培训会
本报淮北讯（淮柯）为充分发挥科协在
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科技服务作用，落实安徽
省科协 2021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实施
方案要求，把“众心向党，自立自强”和“我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实 践 活 动 落 到 为 民 服 务 的 实
处。5 月 28 日上午，淮北市濉溪县科协邀请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黄志平研究
员，举办第二期乡村振兴大豆种植技术培训

传

真

蚌埠市蚌山区纬二路街道——

宣传戒烟保健康
本报蚌埠讯（蚌柯）在第 34 个世界无烟日
来临之际，为了让广大居民群众了解吸烟的危
害，提高居民对烟草危害的正确认识和防控意
识，5 月 28 日上午，蚌埠市蚌山区纬二路街道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场开展“承诺戒烟，共享无
烟环境”
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横幅、展板的方
式，向居民发放资料宣传、讲解吸烟和二手烟的
危害以及对青少年的影响，
同时为大家讲解戒烟
对健康的益处、戒烟的方法和步骤等常识，呼吁
广大居民不要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交
通工具内吸烟，以实际行动努力营造一个无烟、
清洁、
健康的社区公共环境。

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

为留守儿童进行心理普查

本报宣城讯（宣柯）为纪念建党 100 周
年，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惠及于
民，
以
“百年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
为主题的宁国市 2021 年科技活动周于 5 月 22
日至 28 日在三津大地举行。根据全市统一部
署，
市科协积极参与，
组织所属学（协）会、邀请
科技专家结合自身特色，
通过线上线下开展了
“四个聚焦”
系列科技为民服务活动。
聚焦防疫主题：5 月 25 日，市科协启动开
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科普宣传，利用“科普中
国”的科技资源开展疫情应急知识科普宣传，
到市中医院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科普宣

层

合肥市肥西县柿树岗乡科协——

黄山市屯溪区科协——

本报黄山讯（黄科）为进一步了解留守
儿童的心理健康情况，更有针对性地帮助留
守儿童。日前，黄山市屯溪区科协联合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走进柏山小学为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普查。
此次活动邀请了辅导站 6 名心理咨询师
共同完成，他们分别进入柏山小学 7 个班，采

基

会，各镇科协、镇农技协骨干，大豆种植大户
人等 50 多人参加。
课堂上黄志平为大家讲述了大豆亩产
300 公斤轻简栽培技术和大豆有害生物绿色
防控技术，围绕国内外大豆生产状况、黄淮海
南部大豆品种评价、安徽大豆生产存在的问
题、安徽绿色大豆生产技术和大豆病虫害的
防治进行讲解，并针对濉溪县大豆种植技术

方法、发展趋势及相关政策进行分析。大豆
种植户提出了各种疑问，黄志平进行一一解
答，
并和种植户进行讨论分析。
濉溪县科协为参会人员发放了相关种植
资料和民法典宣传资料。此次培训会内容丰
富、涵盖面广，为濉溪县大豆种植大户发展科
技农业，促进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提供了智力
支持。

本报合肥讯（和柯）近日，为了迎接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的到来，同时为了庆祝建党 100 周
年，合肥市肥西县柿树岗乡科协联合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开展了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
5 月28 日下午，
柿树岗乡科协召开科技工作
者座谈会。乡科协负责人、科协“三长”
、部分优
秀企业家代表、科技工作者代表参加会议。会
上，
各科技工作者结合自身经历，
畅所欲言，
提出
了自己好的经验做法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乡科
协主席总结发言，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柿树岗乡目前处于一个好的大环境和大政策下，
适合大家干事创业。
同时，柿树岗乡科协组织部分优秀科技工
作者参观了新建的柿树岗乡中心校科普体验
馆，
让他们感受科技的力量。

滁州市来安县半塔镇科协——

科普烟草危害性
本报滁州讯（孟园）为提高全镇人民对烟
草危害的正确认识，保护和促进人民群众健康，
日前，在第 34 个“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滁州
市来安县半塔镇科协组织开展“承诺戒烟，共享
无烟环境”
主题科普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张贴海
报、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的村民们讲解
吸烟和吸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同时向大家介
绍戒烟的好处、方法和步骤以及如何消除二手
烟等常识，倡导村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在活动过程中，部分吸烟的村民主动将手
中的烟熄灭，以实际行动创造无烟环境。

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科协——

科普野生动物保护
本报黄山讯（黄科）为切实增强群众野生
动物保护意识，自觉抵制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树
立良好的生态文明新风尚，日前，黄山市黄山区
乌石镇科协会同林业站及各村委会，全面开展
以“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树生态文明新风尚”为
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以张贴宣传海报、发放一封信、街
头宣讲等形式展开，
重点对乌石镇农贸市场及宾
馆饭店等场所进行宣传，耐心向群众宣传《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的决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野生动物保
护相关知识。同时告诫群众，
要遵守野生动物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
不非法猎捕、
杀害野生动物，
不
非法出售、
收购、
运输、
携带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鼓励群众举报非法猎捕野
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