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粤科协普〔2021〕1 号

广东省科协关于表扬 2020 年广东省全国

科普日优秀组织单位和活动的通知

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地级以上市科协，各省级科普

教育基地，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弘

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充分展现科技进步对实现全面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作用，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为我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按照《关于举办 2020 年全国科

普日活动的通知》（粤科协联〔2020〕21 号）的要求，经各地

级以上市科协推荐，省科协对 2020 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日有关

组织单位和活动进行工作表扬。

经综合评审，广东科学中心等 63 个单位被评为 2020 年广

东省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2020 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日

主场活动等 72个活动被评为 2020 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日优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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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见附件 1）。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对 2020 年全国

科普日有关组织单位和活动予以表扬的通知》（科协办函普

字〔2020〕158 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等 25 个单位被评为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第三届广东科普嘉年

华暨2020年全国科普日广东省主场活动等22个活动被评为

2020 年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见附件 2）。

希望受到表扬的单位再接再厉，锐意进取，结合广东实

际，进一步发挥全国科普日活动的平台和载体作用，更广泛

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及企业、媒体、高校、科研院所等社

会各界力量参与全国科普日活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科技志

愿服务，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展示广东科普特色，

为广东建设科技创新强省、提升全省公民科学素质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附件：1.2020 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和

活动名单

2.获中国科协办公厅表扬的2020年全国科普日活

动优秀组织单位和活动名单

广东省科协

2021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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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日活动

优秀组织单位和活动名单

一、优秀组织单位（共 63 个）

1.广东科学中心

2.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3.广东科学馆

4.广东科技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5.广东腾南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腾讯·大粤网）

6.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7.广州市增城区科学技术协会

8.广州市越秀区科学技术协会

9.广州市天河区科学技术协会

10.广州市南沙区科学技术协会

11.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

12.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13.深圳市南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14.深圳市龙岗区科学技术协会

15.深圳市坪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16.深圳市宝安区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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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8.珠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19.汕头市科学技术协会

20.汕头市龙湖区科学技术协会

21.汕头市澄海区科学技术协会

22.汕头市金平区科学技术协会

23.佛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24.韶关市科学技术协会

25.河源市东源县科学技术协会

26.河源市博物馆

27.河源市东源县科学技术协会

28.河源市连平县科学技术协会

29.梅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30.惠州市惠城区科学技术协会

31.惠州市惠阳区科学技术协会

32.惠州市博罗县科学技术协会

33.汕尾市科学技术协会

34.汕尾市城区科学技术协会

35.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

36.东莞市企石镇科学技术协会

37.东莞市清溪镇科协技术协会

38.东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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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东莞市林学会

40.东莞市护理学会

41.中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42.江门市鹤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43.阳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44.阳西县科学技术协会

45.阳江市科技馆

46.湛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47.湛江市科普中心

48.湛江市坡头区科学技术协会

49.廉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50.徐闻县科学技术协会

51.遂溪县科学技术协会

52.雷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53.吴川市科学技术协会

54.湛江市赤坎区科学技术协会

55.茂名市科学技术协会

56.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57.四会市科学技术协会

58.肇庆市端州区科学技术协会

59.肇庆市高要区科学技术协会

60.清远市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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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潮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62.揭阳市普宁市科学技术协会

63.云浮市科学技术协会

二、优秀活动（共 72 个）

1.2020 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广州市科学技术

协会）

2.2020 年广州市增城区全国科普日活动（广州市增城区

科学技术协会）

3.2020 年广州市越秀区全国科普日“越秀越美，科普溢

彩”系列活动暨科技志愿服务“智惠行动”（广州市越秀区

科学技术协会）

4.2020 广州市全国科普日（天河）系列活动《科技引领

生活 礼赞祖国华诞》（广州市天河区科学技术协会）

5.2020 年南沙区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广州市南沙

区科学技术协会）

6.2020 深圳科普展（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7.龙岗区 2020 年首届深圳科普月系列活动：科学之光

——深圳·第三届科普季（深圳市龙岗区科学技术协会）

8.科普示范小区（深圳市南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9.“蜂采百花 蜜酿生活”系列活动暨罗湖区 2020 年全

国科普日、首届深圳（罗湖）科普月活动（深圳市罗湖区科

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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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胆创新，科技创造”科普周末行（深圳市坪山

区科技创新局）

11.2020 全国科普日暨深圳科普月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开放行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2.新桥街道 2020 年“智汇古镇 万物互联”科普月活

动（深圳市宝安区科学技术协会、新桥街道办事处）

13.航天员/航天科技工作者进校园、进园区活动（深圳

市绿航星际太空科技研究院）

14.“科技为民，科普惠民，兰香鹏城——兰精灵”主

题科普教育活动（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15.礼赞深圳，科技 40 年（深圳市博实永道科技有限公

司）

16.2020 年珠海市斗门区全国科普日活动（珠海市斗门

区科学技术协会）

17.2020 年第 10 届珠海一中STEM全国科普日活动（珠海

市第一中学）

18.2020 年汕头市暨澄海区全国科普日科普嘉年华主场

活动（汕头市科学技术协会、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政府、中共

汕头市委宣传部、汕头市教育局、汕头市科学技术局、汕头

市生态环境局、汕头市水务局、汕头市农业农村局、汕头市

卫生健康局、汕头市应急管理局、汕头市气象局、汕头市地

震局、汕头市消防救援支队、汕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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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20 年汕头市金平区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汕头市

金平区科学技术协会、汕头市金平区鮀莲街道党工委和办事

处、汕头市金平区教育局、汕头市金平区卫生健康局、汕头

市金平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汕头市金平区应急管理局、汕

头市金平区科学技术局）

20.“创新汕头·科学开讲”系列科普讲座（汕头市科

学技术协会）

21.2020 年汕头市龙湖区“全国科普日”龙湖实验中学

科学教育活动（汕头市龙湖实验中学）

22.第三届汕头市科普剧大赛（汕头市科学技术协会、

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汕头市教育局、汕头市科学技术局、

汕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3.2020 年汕头市澄海区全国科普日科普服务广场活动

（汕头市澄海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汕头市澄海区

科学技术协会、汕头市澄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澄华

街道办事处）

24.2020 年汕头市世贸实验学校“畅享科技 筑梦未来”

科技节（汕头市世贸实验学校）

25.2020 年全国科普日汕头市金平区学生走进科技体验

馆活动（汕头市金平区科学技术协会、汕头市金平区教育局

共 2 个单位）

26.2020 年汕头市龙湖区“全国科普日”蓬鸥中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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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活动（汕头市蓬鸥中学）

27.2020 年全国科普日暨第二届佛山科普嘉年华活动

（佛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28.2020 年韶关市全国科普日“迎国庆——科普嘉年华”

主场活动（韶关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韶

关市教育局、韶关市科学技术局、韶关市生态环境局、韶关

市水利局、韶关市农业农村局、韶关市卫生健康局、韶关市

应急管理局、韶关市林业局、韶关市气象局、韶关市消防支

队、韶关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韶关市浈江

区人民政府）

29.2020 年河源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暨主场活动

（河源市科学技术协会）

30.“决胜全面小康 践行科技为民”2020 年广东省科技

工作者助力东源乡村振兴暨东源县全国科普日志愿服务活

动（河源市东源县科学技术协会）

31.2020 年连平县全国科普日活动（河源市连平县科学

技术协会）

32.“决胜全面小康·践行科技为民”2020 年梅州市全

国科普日主场活动（梅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33.兴宁市 2020 年“决胜全面小康，践行科技为民”全

国科普日宣传活动（兴宁市科学技术协会）

34.平远县“全国科普日”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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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县科学技术协会）

35.边游边学，爱上科学—2020 年惠州市全国科普日联

合行动惠州市科普一日游活动（惠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36.“发现科学之美 体验科学魅力”惠城区科普基地线

上打卡活动（惠州市惠城区科学技术协会）

37.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决胜全面小康 践行科技为

民”——惠州科技馆科普系列活动（惠州市科技馆）

38.2020 年惠阳区全国科普日活动——沙田镇桔塱茶文

化节（惠州市惠阳区科学技术协会）

39.2020 年汕尾市全国科普日主场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汕尾市科学技术协会、汕尾市科学技术局、汕尾市生态环

境局、汕尾市卫生健康局、汕尾市应急管理局、汕尾市气象

局、汕尾市科技馆、汕尾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中广核陆

丰核电有限公司、汕尾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广东易达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汕尾市晋级科技教育有限公司、汕尾市智

适应科技教育有限公司、汕尾市大润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汕尾市污水处理厂）

40.2020 年汕尾市全国科普日科研团队联合行动暨院士

讲坛（汕尾市科学技术协会、汕尾市委组织部、汕尾市委党

校）

41.2020 年汕尾市全国科普日科普阵地联合行动暨博士

论坛。（汕尾市科学技术协会、汕尾市委组织部、汕尾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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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汕尾市前瞻高等理工研究院）

42.2020 年汕尾市全国科普日活动——抗疫英雄事迹宣

讲进校园。（汕尾市城区科学技术协会、汕尾市城区职业技

术学校、汕尾第二人民医院〔汕尾市逸辉基金医院）

43.2020 年全国科普日科技进校园活动（汕尾市城区科

学技术协会、汕尾市城区盐町头小学、汕尾市智适应科技有

限公司）

44.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海丰县青少年软件编程

普及培训讲座（海丰县科学技术协会、海丰县实验中学、汕

尾市奇点科技有限公司）

45.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科普长廊•生态科普教育基

地”落成启用仪式（陆丰市科学技术协会）

46.“科技引领 健康生活”2020 全国科普日（东莞）大

型科普活动（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东莞市莞城街道办事处、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47.麻涌镇“构筑安全生命线 上好开学第一课”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东莞市麻涌镇科学技术协会、东莞市麻

涌镇教育管理中心、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麻涌大队、

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麻涌大队）

48.2020 年厚街镇全国科普日暨“走近科学·向未来”

——厚街镇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东莞市厚街镇科学技术

办公室、东莞市厚街镇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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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020 年常平镇全国科普日暨科技嘉年华（东莞市常

平镇科学技术协会、东莞市常平镇工业信息科技局）

50.2020 年长安镇全国科普日暨科技嘉年华（东莞市长

安镇经济发展局、东莞市长安镇科学技术协会、东莞市长安

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

51.2020 年洪梅镇全国科普日活动暨校园科技嘉年华

（东莞市洪梅镇科学技术协会）

52.2020 年中山市全国科普日暨科普嘉年华主场活动

（中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53.江门市第二届科普嘉年华暨2020年全国科普日和全

省科技进步月江门系列活动（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江门市

科学技术局、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54.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少儿STEAM教育新形式

——编程教育亲子俱乐部公益课堂（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江门

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55.2020 年全国科普日——阳江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主场活动（阳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56.《病毒——人类的敌人还是朋友？》科普主题展览

（阳江市科技馆）

57.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青少年科普游活动（阳

西县科学技术协会）

58.“智慧气象·科学避险”气象防灾减灾知识科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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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堂直播活动（遂溪县气象局、遂溪县文明办、遂溪县科

协、遂溪县教育局、遂溪县应急管理局、遂溪县科工贸与信

息化局）

59.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吴川市第一中学校园科

普知识竞赛（吴川市第一中学）

60.广东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博物馆2020年全国科普日活

动（广东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博物馆、湛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海洋学会）

61.岭南师范学院创客空间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岭

南师范学院）

62.2020 年茂名市“全国科普日”广场科普活动暨科普

助力“两个中心”建设志愿服务行动（茂名市科学技术协会、

茂名市全民科学素质领导小组办公室）

63.2020 年肇庆市全国科普日主会场活动（肇庆市科学

技术协会、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科技局、

肇庆市水利局、肇庆市农业农村局、肇庆市卫生健康局、肇

庆市应急管理局）

64.2020 年四会市“全国科普日”科普宣传进社区活动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广东省科普中心）、肇庆市科学

技术协会、四会市科学技术协会、四会市教育局、四会市科

学技术局、共青团四会市委员会、四会市东城街道办事处）

65.2020 年清远市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之中医药知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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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进校园（清远市科学技术协会）

66.2020 年“全国科普日”——科普助力乡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潮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潮州市湘桥区科学技术

协会、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人民政府）

67.2020 年全国科普日校园安全应急培训演练活动（潮

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潮州市应急管理局）

68.湘桥区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暨科普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活动（潮州市科学技术协

会、潮州市湘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潮州市湘桥区科学

技术协会）

69.“弘扬科学精神，决胜全面小康”全国科普日志愿

宣传服务活动（潮州市潮安区科学技术协会）

70.科普知识进校园之防雷小课堂专场活动（潮州市潮

安区科学技术协会、潮州市潮安区教育局）

71.2020 年全国科普日揭阳市主场活动（揭阳市科学技

术协会）

72.2020 年云浮市全国科普日活动——走进云城区腰古

镇中心小学活动（云浮市云城区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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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获中国科协办公厅表扬的2020年全国科普日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和活动名单

一、优秀组织单位（共 25 个）

1.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广东科学中心

3.广东腾南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腾讯·大粤网）

4.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5.广州市增城区科学技术协会

6.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7.珠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8.汕头市科学技术协会

9.佛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10.韶关市科学技术协会

11.河源市东源县科学技术协会

12.梅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13.惠州市惠城区科学技术协会

14.汕尾市科学技术协会

15.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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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17.江门市鹤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18.阳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19.湛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20.茂名市科学技术协会

21.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22.清远市科学技术协会

23.潮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24.揭阳市普宁市科学技术协会

25.云浮市科学技术协会

二、优秀活动（共 22 个）

1.第三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暨 2020 年全国科普日广东省

主场活动（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

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

省水利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广

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地

震局、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东省

科学院）

2.2020 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广东省广州市科

协、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科技局、广州

市农业农村局、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广州市水务局、广州市

应急管理局、中科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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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越秀区全国科普日“越秀越美，科普溢彩”系

列活动暨科技志愿服务“智惠行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

4.2020 深圳科普展（广东省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5.2020 年全国科普日珠海市主场活动——决胜全面小

康，践行科技为民（广东省珠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珠海市科

技创新局、珠海市气象局）

6.2020 年韶关市全国科普日“迎国庆——科普嘉年华”

主场活动（广东省韶关市科学技术协会）

7.2020 年河源市全国科普日启动活动暨主场活动（广东

省河源市科学技术协会、河源市委宣传部、河源市教育局、

河源市科学技术局、河源市生态环境局、河源市水务局、河

源市农业农村局、河源市卫生健康局、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河源市林业局、河源市气象局、河源市地震局）

8.2020 年全国科普日暨第二届佛山科普嘉年华活动（广

东省佛山市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佛山市科学技术

协会）

9.边游边学，爱上科学——2020 年惠州市全国科普日联

合行动惠州市科普一日游活动（广东省惠州市科学技术协

会）

10.2020 年汕尾市全国科普日主场启动活动（广东省汕

尾市科学技术协会、汕尾市委宣传部、汕尾市教育局、汕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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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学技术局、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汕尾市水务局、汕尾市

农村农业局、汕尾市卫生健康局、汕尾市应急管理局、汕尾

市林业局、汕尾市气象局、汕尾市公安消防支队）

11.“科技引领，健康生活”2020 全国科普日（东莞）

大型科普活动（广东省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东莞市莞城街

道办事处、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12.中山市全国科普日暨科普嘉年华主场活动（广东省

中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13.广东省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江门科普嘉年华

暨 2020 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广东省江门市科学技术协

会）

14.第五届阳江市机器人大赛（广东省阳江市科学技术

协会、阳江市科学技术局、阳江市教育局）

15.遂溪县气象局“智慧气象·科学避险”气象防灾减

灾知识科普网上课堂直播活动（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文明

办、遂溪县气象局、遂溪县教育局、遂溪县应急管理局、遂

溪县科协、遂溪县科工贸与信息化局）

16.2020 年茂名市“全国科普日”广场科普活动暨科普

助力“两个中心”建设志愿服务行动（广东省茂名市科学技

术协会）

17.2020 年肇庆市“全国科普日”主会场活动（广东省

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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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科学技术局、肇庆市水利局、肇庆市农业农村局、肇

庆市应急管理局肇庆市卫生健康局）

18.2020 年清远市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之中医药知识科

普进校园（广东省清远市科学技术协会）

19.科普助力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广东省潮州市

科学技术协会、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科学技术协会）

20.2020 年云浮市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走进云城区

腰古镇中心小学（广东省云浮市科学技术协会、云浮市应急

管理局、云浮市气象局、云浮市消防救援支队、云浮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云浮市中医院、云城区科学技术协会）

21.2020 年度全国科普日暨深圳科普月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开放行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广东省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22.广东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博物馆2020年全国科普日活

动（广东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博物馆、广东省湛江市科学技术

协会、中国海洋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