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通
讯员 黄茵欣）广州市黄埔区科
协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新形
势，寻求服务新突破，着力打
造科技新高地。

一方面，依托院士工作站
平台，打造一批硬核科技企
业。在去年广州首批成立的
19家院士工作站中，黄埔区共
有11家，占全市建站数量半壁
以上。黄埔区科协也“扶上
马，送一程”，加强对这11家院
士 工 作 站 后 续 的“ 成 站 ”工
作。今年继续发力。上半年
已有7家科技企业申报建立院

士工作站，为再打造一批硬核
科技企业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依托“科创中国”平
台，协助做好技术交易成果转
化。积极引进和协助“科创中
国”系列路演活动——OnTech

“技贸通”韩国生物医药领域
重点项目线上路演落地广州
科学城，共有 6 个精选出来的
生物医药领域重点项目参加，
5 位来自北京中关村、广州高
新技术企业的业内资深专家
代表参加点评，路演活动在光
明网、ZOOM视频会议APP等
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直播，累计

超9万人次观看。
此外，依托中国创新创业

成果交易会平台，打造“永不
落幕的创交会”。上半年，黄
埔区内4家创交会成果转化基
地累计举办9场创交会前期线
上项目对接会，共有 42 个项
目、145家科技企业参加，线上
累计约51万人直播观看，其中
有22个项目有投资意向，获得
银行贷款 8345 万元。各基地
将继续为 10 月份的创交会全
面发力，预计举办 5 场创交会
项目对接会，约 50 个项目参
加。

星期五 2020年7月31日 2科协动态科协动态
责编：刘肖勇 gdkjb@126.com 美编：晓阳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2018年度项目
成果结题会暨2019年度项目进展中期汇报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7月23
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
研究院 2018 年度咨询研究项目
成果结题会暨 2019 年度项目进
展中期汇报会以视频方式在北
京、广州两地召开。中国工程院
主席团名誉主席、广东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周济院士，以及邬
贺铨、王礼恒，周守为、唐华俊、尤
政、陈志杰等院士在北京会场出
席会议；广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刘人怀院士，广东省科协主
席陈勇院士，广东研究院院长王
迎军院士，以及李立浧、孙玉、姚
新生、林浩然、刘焕彬、周福霖、罗
锡文、丁文华、郭仁忠、王复明、吴
清平、周成虎等院士在广州会场

出席会议，陈湘生等院士视频连
接参会，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陈
岸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
院有关局和处室(学部、中心)负
责人，广东省有关厅局负责人，广
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以及 2018
年度、2019年度项目组代表参加
会议。

会议旨在落实中国工程院和
广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共建“顶天
立地”高端智库的战略布局，推动
项目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以及广东省创新驱动战
略的实施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应用。

2018 年度咨询研究项目成
果结题会由周济院士主持。学术

委员会听取了“广东智能制造发
展战略与实施路径研究”等 10个
项目组的成果汇报并进行审议。
2019 年度项目进展中期汇报会
由王迎军院士主持。会议听取了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卡
脖子’问题研究”等 15 个项目组
的中期成果汇报。学术委员会委
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陈岸明在讲话中表示，广东
研究院成立以来，积极落实中国
工程院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共
建“顶天立地”高端智库的战略布
局，高质量完成了一批具有前瞻
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的重要研究
成果，对广东抓住机遇、迎接挑
战，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有着

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和指导意
义。将对引领广东高质量发展，
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方面发挥极
为重要的作用。他就如何更好地
发挥院省合作高端智库作用，更
好发挥院士、专家作用提出了三
点建议：一是精心凝练重大选题；
二是进一步完善院地高效协同机
制；三是精心推动成果转化应用。

周济院士在总结讲话中指
出，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
各有关厅局的支持下，院省共建
广东研究院进行了很好的尝试，

广东研究院工作抓得很紧，从项
目立项到过程管理到后期服务都
很规范，在各个地方研究院中表
现突出。同时，他强调广东研究
院要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
的原则进一步做好战略咨询定
位，集聚院士力量和更多的优质
资源，提高咨询工作质量，进一步
把地方战略项目做实、做深、做
精，以科学咨询支撑广东省委省
政府的科学决策，为广东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更精准、更优质的战
略咨询服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推动项目研究更好地
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会议现场。 李婉欣摄

本报讯（记者 李婉欣 胡
漫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周年来临之际，7月24日，省
科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刘
建军以“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抗美援朝战争与当下启
示”为主题，为省科协干部及

党员上了一堂革命传统教育
专题党课。省科协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郑庆顺，党组成
员、专职副主席吴焕泉，省科
技社团党委书记、省科协一级
巡视员唐毅，省科协机关、直
属单位全体在职党员和干部

职工参加会议。
刘建军围绕“抗美援朝战

争与当下启示”，从“战争背景
与战略抉择”“五次战役与战
停谈判”“战争遗产与当下启
示”三个部分进行了生动的讲
述。刘建军指出，抗美援朝战
争对当下有着深刻启示：一是
在国家安全面临诸多矛盾挑
战的复杂时刻，必须通透全
局、抓住关键，牢牢把握、坚决
捍卫核心利益；二是既要敢于
斗争，更要善于斗争，灵活运用
斗争策略；三是发展壮大核心
实力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永恒主
题；四是战争既是物质的比拼，
更是精神的较量，钢铁般的意
志始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
要因素。

刘建军强调，我们要铭记
历史，砥砺前行，方可告慰历
史、告慰先辈。讲座现场座无虚
席，大家在刘建军副主席的精彩
讲解下无不动容，纷纷沉浸在那
战火纷飞的年代，被志愿军战士
的英雄事迹深深感染。

省科协举行庆祝
建军93周年专题党课活动

专题党课现场。 李婉欣摄

本报讯 7 月 21 日，汕尾市高
级技工学校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
会在市高级技工学校商务基地二
楼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汕尾
市人大副主任、市科协主席黄宏
伟，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杨敏文，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刘燕超，市人社局党组成员、汕
尾市高级技工学校党委书记、校
长邱紫侦及教师代表约50人参加
成立大会，大会由汕尾市高级技
工学校副校长戴家全主持。

会上，邱紫侦宣读汕尾市科
协批复文件。审议通过了《汕尾
市高级技工学校科学技术协会章

程》（草案），投票选举汕尾市高级
技工学校第一届科协委员会委
员。并宣布《章程》表决结果和第
一届科协委员会委员名单。

黄宏伟作重要讲话，希望学
校通过成立科协组织的机会，不
断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大局
意识、宗旨意识，做好科技工作者
成长服务工作，加强科学道德和
科学精神的宣传工作，大力推进
协同创新，发挥创新平台作用，提
升科协服务创新创业的组织力，
为提高汕尾市全民科学素养做出
积极贡献。

（汕尾市科协）

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通讯
员 黄茵欣）广州市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科协率先行动，做好该区
五年一次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各
项宣传工作。一方面，分别向该
区素质办成员单位和各街镇下发

《黄埔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埔区2020年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工作宣传
方案的通知》和《区科协关于做好
2020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宣
传工作的通知》，做好贯彻执行。

该区也针对科普五大重点人
群的知识水平、素质水平等不同，
采取“一类一行动”的宣传方式，
做好统筹协调，分类宣传。针对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群体，订购《领
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读本
（融媒体版）》600册，面向全区处
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发放。针对青
少年群体，向区内各中小学校发
放《小学生科普素质读本（融媒体

版）》等科普读物350册，确保每所
学校的图书馆配套齐全本批科普
图书。对于社区居民、城镇劳动
者、农民等群体，以基层街镇、社
区、村居为主要抓手，积极统筹调
动基层科普工作者、科普信息员
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先后新
建、更新维护街镇科普宣传栏 51
个，制作张贴公民科学素质宣传
横幅 160 个、宣传海报 800 份，向
社区、村居群众免费派发宣传单
张 4700份，得到了基层群众的积
极响应，增添了宣传气氛，提高了
群众的参与度和认知度。

此外，通过“黄埔科协”公众
号等新媒体，加大线上宣传力
度。持续发布3期公众号推文，详
细普及公民科学素质及相应指
标、测量方法、调查情况等内容，
并发布相关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
宣传小视频、倡议书等，面向网民
做好调查的前期宣传、科普工作。

广州市黄埔区科协寻求服务新突破
打造科技新高地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科协成立

广州市黄埔区科协做好
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