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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天长市——

召开“最美科技工作者”座谈会

本报滁州讯（滁柯）6 月 2 日，滁州天长
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科协召开天长市
2021 年“ 最 美 科 技 工 作 者 ”座 谈 会 。 各 镇
（街）、滁州高新区科协主席参加了会议。
天长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林出席会议，向
10 名天长市 2021 年“最美科技工作者”表示
祝贺，代表市委向最美科技工作者提出新的
希望，表达殷切的关心。他要求：广大科技
工作者要听党话跟党走、讲大局勇担当，市

发言，畅谈各自在创新创业、科学普及、人才
环境方面的体会，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一名基
层科技工作者心系科技创新与研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服务民生的感人事迹。市科协
主要负责人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
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号召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众心
向党 自立自强”，为天长“113”发展战略建功
立业。

创新放飞梦想

——

举办儿童视力健康讲座

宣城市泾县科协

本报宣城讯（宣柯）为纵
深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主
题实践活动,日前，宣城市泾
县科协联合泾川镇卫生院在
泾县城关第三小学给学生开
展了主题为“保护视力预防
近视”的健康讲座。
讲座中，郑有平老师为了
让小学生能够听懂看懂，他制
作了图文并茂的 PPT，讲解过
程中运用小学生能够理解的
语言进行讲述，还引用了有趣
的生活中事件做比喻，从近视
给学习、生活带来的极大不
便，到考大学，考飞行员等需
要好视力等孩子们感兴趣的
话题开始讲解，详细讲述保护
眼睛的基本常识，具体的正确
读写姿势、用眼卫生习惯、保
证睡眠、均衡营养、正确做眼
保健操等方面知识。
他的讲解形象生动有趣，
一直吸引着孩子们澄清明亮
的眼睛，他特别强调：要保证
充足的睡眠时间，每日睡眠时
间不少于 10 小时；不长时间
玩电脑、看电视；孩子们课后
都表示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
将来为祖国作贡献！

科协要优服务强保障。10 名当选的最美科
技工作者都是近年来天长市农技推广、医疗
单位、高新技术企业中涌现出的优秀科技人
员，他们在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技研发和
科学推广等领域都做出了各自卓越的贡
献。王林与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市科技局、
市科协共同为 10 名“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
证书。
随后，10 名“最美科技工作者”进行交流

顺利开展。该活动以“创新放飞梦想 科技
引领未来”为主题，以普及科学知识为核心，
现场共设四大区域版块，包括前沿科技展
示、科普大篷车互动、科普知识宣导和科普
图书发放。
合肥市科协

稳、群众安全感与政法工作满意度双提升、群
众生产生活需求特别是乡村振兴中科技需
求、文明乡风建设等与村两委进行了探讨与
交流，就下一步科技支持、科普宣传与全民科
学素质提高、文明实践活动等进行了部署和

安排。宣传部、科协、文联等一行并参观考察
了村文明实践站、图书室、科普长廊和文明乡
风展示栏;并结合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的“走
百村”活动，实地了解了群众各方面困难，与
村两委探讨了解决途径和方法。

阜阳界首市科协——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会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
的讲话精神；
传达了市委巡回指导组相关工作
要求，
对市科协近期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总结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年度重
点工作统筹推进，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进
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激发党员干部的干劲

和斗志。一要充分认识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大意义，要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党史学习教
育各项任务；二要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立行”的要求推进学习教育；
三要在学党史、讲党史、懂党史、用党史上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压实责任、做实工作、抓实
学习，扎扎实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黄山市祁门县科协——

调研乡土人才实况
本报黄山讯（黄科）为充分发挥乡土人
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日前，黄山市祁
门县科协会同祁山镇人大、科协和农业综合
服务站组成调研组，对该镇乡土人才情况开
展专题调研。
在春明村，调研组了解到村民张文平在
“祁门 1 号”茶树苗繁育方面取得一定突破，
村民王文才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年纯收入达十
几万元的大棚蔬菜种植专业户的情况后，即
入户走访并与他们详细攀谈，对他们在振兴

传

真

蚌埠市高新区科苑社区——

科普讲座防诈骗
本报蚌埠讯（蚌柯）为了进一步提升社区
居民的防诈骗意识，加大防范宣传力度，保证
群众财产安全不受到侵害，6 月 2 日，蚌埠市高
新区科苑社区开展了“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构
建平安和谐社区”主题科普知识讲座。本次活
动特邀请东方证券工作人员李老师带来精彩
讲座。
活动中，李老师通过观看宣传片集合 PPT
的方式，告知参会人员电信诈骗案件的发案特
点、方式以及如何识别，如何应对、防止上当受
骗等方法，提醒居民“不轻信、不汇款”，远离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告诫大家在平时看到不认
识的电话号码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向对方透
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信息。
如遇到可疑情况时，要多与亲属、朋友进行沟
通商议或拨打 110 报警电话，以免遭受不法侵
害。同时，李老师还提醒社区广大居民，一定
要知道正确的防范方法，端正心态，不能存有
侥幸心理而
“贪小便宜吃大亏”
。
本次知识讲座共向居民发放防电信诈骗
宣传单 100 余份，通过宣传进一步强化了居民
的防范意识，构筑坚实的思想防线，有效提高
了群众对电信诈骗的防范、鉴别和自我保护能
力，切实提升了居民的知晓率和满意率，为创
建平安和谐社区提供有力保障。

科普秸秆禁烧
6 月 3 日下午，由合肥市庐阳区科技局
（科协）主办，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庐阳实验
小学、力文科普科创工作室协办，中国飞天
梦科技志愿团合肥支队、万家热线承办的庐
阳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合肥市庐阳实验小学

深入基层走访调研

本报阜阳讯（余晓堃）为深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6 月 2 日，阜阳界首市科协召
开党史教育推进会。市科协主席郭冠军主持
会议并讲话，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
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层

滁州市凤阳县大溪河镇科协——

安庆市岳西县科协——
本报安庆讯（安珂）6月3日，
安庆市岳西县
科协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联等单位一起，
带领科技
志愿者深入岳西县店前镇后河村开展＂送科技下
乡＂及＂科技文明实践”
和
“走访调研活动＂。
调研组在村部召开了座谈会，就社会维

基

乡村经济中勇立潮头取得的工作成效予以肯
定，鼓励他们将科技融入日常生产和管理中，
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大胆尝试。
在前往芳村的路上，调研组碰到正在用
无人机育秧的水稻种植大户赵亮，立即走上
去同赵亮交谈。对赵亮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种植予以肯定，表示将予以科技帮扶。随后，
调研组走进了丁少华的芦笋种植大棚，实地
了解丁少华芦笋种植的效益和遇到的困难。
当听到王少华有对芳村土壤种植芦笋亩产量

不高有疑虑后，调研组立即提取土壤样本，送
到县土肥站进行检测分析，并联系土壤专家
对其进行芦笋种植指导。
调研表明，农村有许多象王文才、赵亮等
乡土人才，他们已通过勤奋和聪明才智在乡
村振兴中崭露头角，他们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宝贵财富，但他们普遍缺乏科技支撑。调研
组表示，将主动与“乡土专家”建家交友，发挥
科协特有优势，为助力乡村振兴注入科技新
动能而努力。

本报滁州讯（李明）正值午季丰收，
在农民
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同时，
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
成为了大溪河镇当前最紧迫的一项工作。为实
现全镇不出现一起焚烧秸秆行为，
提高收获后的
秸秆产业化利用率的目标，
日前，
滁州市凤阳县
大溪河镇科协连同镇农机站、
农技站在全镇各村
开展宣传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活动。
活动采取在 345 国道、宁洛高速公路附近，
大溪河、江山街道等人员集中场所悬挂横幅、
刷制标语、发放《一封信》等多种方式进行。活
动中，大溪河镇科协、农技站工作人员多层次、
多角度向农民宣传农作物秸秆禁烧与产业化
利用政策。同时，进一步强调焚烧秸秆会产生
大量有害气体、污染环境、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等危害，加大焚烧秸秆处罚规定和反面典型案
例的宣传力度，做到政策家喻户晓，确保禁烧
令行禁止。
此次活动获得了众多农民群众的理解、支
持、配合，参与的农民群众表示将积极参与禁
烧行动，
对秸秆进行综合利用。

合肥市肥东县白龙镇科协——

举办食药安全大讲堂
本报合肥讯（和柯）为进一步提高群众食
品药品安全知识和意识，营造良好的食品药品
安全氛围，确保群众饮食、用药安全。6 月 3 日
上午，合肥市肥东县白龙镇科协开展了“食品
药品安全知识”
大讲堂。
讲座上，白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科普志愿
者就药品、食品基本安全知识与合理使用，影
响药物作用的因素，药品的合理选用，药品的
正确使用方法以及“食物中毒”
“ 食品添加剂”
“蔬菜安全”的安全知识等进行了详细讲解。
并通过身边实例提示居民要定期清理家庭药
箱，回收过期药品，讲解了服用过期药品对身
体的危害。同时还提醒群众要警惕保健品的
传销，举例说明了保健品传销的案例，要有防
备心理，谨防上当受骗。整个讲座过程精彩不
断，
掌声四起。
此次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大讲堂活动，进一
步普及了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受到群众的一致
好评，群众们纷纷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类似的科
普活动，
提高自身保健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