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容佩怡）青深再携手，共谋新
篇章。7月28日上午，深圳-“阳
光客厅”开厅暨青岛市城阳区与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发
展中心揭牌仪式在深圳市南山
区 深 圳 湾 科 技 生 态 园 成 功 举
行。本次活动推介了青岛市城
阳区打造青岛内联外通中央活
力区的重点活力片区，签约正威
偏光片、国志激光北方研发及制
造中心等深圳（粤港澳）项目 10
个，计划总投资123亿元。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对 7 月
16日“深圳企业家青岛行”暨“学
深圳、赶深圳”学会成立大会的
回礼，是推动青深两地企业优势
互补、协同发展的又一成果展
示。“阳光客厅”、青岛市城阳区
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
发展中心位于深圳湾科技生态
园内，对链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

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
是“南深圳、北青岛”国家战略确
立以来，城阳区作为青岛内联外
通的中央活力区，全力打造青深
两地交流合作的创新平台，是青
岛市赴深圳体悟实训基地，更是
推进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协同
发展的又一创新举措，必将为青
深两地深度融合、紧密合作架起
更加快捷便利的桥梁和纽带，打
造粤港澳优秀企业北上青岛布
局的“桥头堡”。

据了解，青岛市城阳区打造
青岛内联外通中央活力区的重
点活力片区包括 29 个活力片区
和 1 个活力带，本次活动重点推
介了体育城活力片区、白云山活
力片区、轨交示范区核心区活力
片区、红岛站活力片区及汽车北
站活力片区等5个活力片区和白
沙河滨水活力带。

随着“阳光客厅”、青岛市城

阳区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协同
创新发展中心的运营，城阳区计
划将其打造成为面向粤港澳大
湾区、抢占与深圳市高新技术产
业协同发展高地的“前哨站”，

“阳光城阳”对外展示平台，各类
项目资源发布对接平台，粤港澳
大湾区企业投资城阳发展的城
市会客厅，辖区内企业对外展
示、交流、合作平台。同时，也是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人才、
技术、资本北上布局青岛、投资
城阳的服务窗口。

此次活动，深圳市企业联合
会、深圳市企业家协会、深圳产学
研合作促进会、深圳市齐鲁总商
会、深圳市山东青岛商会、深圳市
新材料行业协会、深圳市电子学
会、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深
圳金融人才协会、正威集团、深商
控股集团、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巍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广东国志激光技术
有限公司、广州影加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鸿科资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金韬宝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等

30多家商（协）会和知名企业大咖
应邀参加，对本次活动给予大力
支持和高度认可，积极回应“投资
青岛，投资国家战略；携手城阳，
共赢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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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厅揭牌仪式。 通讯员供图

青岛市城阳区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日前记
者从深圳市科协获悉，据科普中国
APP 后台数据统计，深圳市科普信
息员总数达 22332 人，科普信息员
注册人数和科普文章分享总次数均
为全省第一。其中，光明区、宝安
区、龙岗区科普信息员注册人数均
突破3000人，走在全市前列。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
科协关于“科普中国”落地应用和

“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的工作要求，
进一步推进深圳市科普 e站以客户
端为重点转型升级，深圳市科协以
加强科普信息员队伍建设为抓手，
多措并举，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广泛
动员全社会参与，激发青少年、社区
居民、城市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
员参与科普信息化的积极性，最大
限度地扩大科学传播的覆盖面，营
造了大联合大协作的信息化科普大
格局。

一是印发《深圳市科学技术协
会关于做好 2020 年科普中国落地
应用工作的通知》，将科普信息员注
册人数纳入市科普工作评价指标。
市科协持续推动相关企业、学会注
册“科普中国”机构账号，广泛发动
公众注册科普信息员、传播“科普中
国”优质资源。截止目前，共有多个
深圳机构跻身全国机构传播活跃榜
单百强，其中福田高科馆在全国机
构中排名第一。

二是开展基层科普信息员队伍
技能培训。为着力提高基层科普中
国 e 站的应用和管理水平，提高企
业、社区、学会等科普人才的信息化
应用水平，市科协积极开展针对科
普信息员队伍的技能培训，邀请“科
普中国”项目总监宋甲英、“科普中
国”内容中心讲师李阳阳来深授课，
进一步培养和提升了深圳市科普信
息员的信息化科普公共服务能力。

三是用好“科普中国”开展应
急科普工作。2020 年 2 月，市科协
印发了《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关于
用好“科普中国”开展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科普
工作的通知》，利用“防控新型肺炎
让春节更祥和”等应急科普资源帮
助市民正确认识、科学防控疫情。
制作了多个版本的“科普中国”落
地应用操作指南，在深圳市统一政
务服务平台（i深圳）和 20个地铁站
点刊播了“科普中国”APP 公益广
告，将“科普中国网”永久植入 i深圳
平台。

下一步，深圳市科协将结合全
国科普日、深圳科普月等活动持续
推动“科普中国”落地应用，开展优
秀科普信息员和先进单位表彰奖励
工作，加大业务指导和宣传推广力
度，提高基层科普服务的能力和水
平，让“科学、准确、权威”的科技知
识在深圳流行起来。

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提升科普公共服务能力

深圳“阳光客厅”开厅，签约10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23亿元

本报讯 日前，2020深港
澳科技论坛（线上）第三场
活动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主
题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
智慧城市发展”，主场设在
澳门，由澳门智慧城市联盟
协会主持。本期论坛仍然
采取线上会议直播模式，邀
请深港澳三地专家进行主
题分享，并安排专家点评。

深港澳三地科技社团
及有关企业、科研机构人员
百余人实时参与了活动。
深 圳 市 科 协 党 组 成 员 孙
楠、澳门电脑学会会长温
锦 明 为 本 次 活 动 发 表 致
辞。孙楠表示，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要求下，深港
澳科技线上论坛作为深港
澳科技工作者构建不间断
交流的平台，为三地科技
交流和产业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衷心祝愿论坛越办
越好，亮点不断。

澳门大学科技学院机
电工程系副教授、澳门智慧
城市联盟协会理事长、澳门
交通咨询委员会副主席黄
承发博士在《智慧城市技术
助力澳门多元发展》主题分
享中介绍了澳门智慧城市
建设发展的挑战和机会，澳
门的智慧城市建设聚焦于
智慧政务、智慧旅游、智慧
交通、智慧医疗等几方面，
主要从数据共享等方面入
手着力打破“信息孤岛”的

瓶颈。他强调科技人才的
重要性，建议推动开展湾区
城市科技人员的专业资格
互认。

金蝶我家云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联合创始
人星文纪认为智慧社区建
设对于促进智慧城市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智慧
社区的发展路径就是整合
服务生态，加速物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是智慧社区建设
关键。

香港的中国联通国际
业务响应及系统集成中心
总经理刘畅结合国家以及
香港、澳门的智慧城市战
略，为大家梳理了智慧城市
建设的演进路线。他提出
要进一步依托 5G、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智慧城
市领域做出更多新的探索
和尝试，建设智能城市中
枢，并透过技术演绎展示了
大湾区智慧城市最优战略
和最佳实践。

深港澳资讯科技人才
交流委员会主任、香港人才
管理与发展学会主席、澳门
专才发展学会研究中心总
监简浩贤博士点评时表示，
各城市打造智慧城市过程
中数字化发展的速度不同、
政策出台有落差、技术底蕴
有差别，更需要关注的是人
才战略，技术人才引进和培

养是重中之重。深港澳应
发挥地理位置和国际地位
优势，紧密依托国家高端核
心技术发展，以政、商、产、
学、研五个维度推动未来城
市发展。

“深港澳科技论坛（在
线）”由深圳市科技开发交
流中心、深港澳科技联盟、香
港互联网专业协会、香港资
讯科技联会、澳门智慧城市
联盟协会、澳门电脑学会、龙
岗区科技创新局等单位主
办，深圳市计算机用户协会
承办。香港电脑商会、香港
电子健康联盟、澳门电脑商
会、澳门高新科技产业商会、
深圳国际创新创业服务平
台、深港科技社团联盟、深港
澳人才交流和资质互认委员
会等单位为本次论坛的举
办，给予了大力支持。深圳
市科学技术协会、深圳市港
澳办、香港中联办青工部、
澳门中联办科教部、广东省
粤港澳合作促进会信息科
技专业委员会对这次活动
给予全程指导。

深港澳科技论坛后续
还有3场，主题分别为“智慧
医 疗 促 进 大 健 康 产 业 发
展”、“ 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新
趋势”、“新基建赋能大湾区
建设”。欢迎大家继续倾情
参与，让我们共同成为深港
澳三地科技大发展见证者
和参与者。 （深圳市科协）

深港澳专家把脉湾区智慧城市建设深圳市科普中国信息员
队伍达2.2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