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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赋能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10 月
12日，博鳌亚洲论坛在广州召开
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
新闻发布会。博鳌亚洲论坛秘
书长李保东、中央人民政府驻澳
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
部部长陈国凯、首届大会主席团
执行主席梁维特、澳门贸易投资
促进局主席刘伟明和澳门越秀
展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广
韬介绍了大会有关情况。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大会支持单位、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澳大利亚FMG
公司和贵州茅台集团等论坛合

作伙伴、科技创新领域企业和专
家以及媒体代表等约 100人出席
发布会。

李保东秘书长在发布会上
指出，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大会
是博鳌亚洲论坛发挥“跨文化、
跨领域、跨界别”优势，在科技创
新领域打造的又一个崭新的、综
合性、高端的政商学交流与对话
平 台 。 首 届 大 会 有 三 个 关 键
词。一是“创新动力”。首届大
会将密切关注科技创新领域各
项引领性新概念、新技术、新成
果，助力创新动力的建设和提
升、创新环境的培育。二是“创

新生活”。首届大会将积极推动
新技术和新成果在生产生活各
个领域的应用推广，培植创新文
化，助力实现高品质生活。三是

“创新合作”。首届大会将广泛
促进全球持久深入的科技创新
合作，推动世界各国携起手来，
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共同发展。

大会各协办机构、执行机构
还介绍了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
大会的具体安排。首届大会将
于 11月 10日上午在澳门中国与
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
合体举办隆重的开幕式及全体
大会，将邀请来自全球的多国政

要、葡语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
织代表以线上方式，与东道国中
国政府代表、澳门特区、科技创新
领域专家学者和杰出企业家代表
等约 800人共同与会。在召开的
3天时间内，大会将以“创新赋能
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在“创新动
力”、“创新生活”和“创新合作”三
个方面展开十二场精彩的分论坛
讨论。演讲嘉宾们以线下为主，
辅以线上形式在大会现场发布最
新技术与成果、交流最新观察与
洞见、分享他们对世界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观点与智慧。

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大会

是博鳌亚洲论坛框架内重要的
专题大会之一，由博鳌亚洲论坛
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主
办，首届大会将于 11 月 9 日-11
日在澳门举行。第十三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先生担任大
会主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
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也都对
大会表达了支持。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部、工业与信息化
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
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
公署作为大会支持单位。

华南植物园获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通讯员

黄瑞兰）为进一步推进广东省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工作，经省直有关厅
局和地市教育局推荐，省教育厅经
过初审、会议评审、实地考察、公示等
程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等97
家单位被评定为省级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基地，此次评定有效期为3年。

华南植物园于 1997 年 5 月被
评为“广东省植物学科学普及基
地”，成为国内第一批科普基地，至
今共获得“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广
州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
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国家科研科普基地”等 34个科普
基地认证。

华南植物园迁地保育植物 1.7
多万个分类群，130 多种野生鸟类
与 100多蝴蝶，以及其他各类昆虫
与爬行类小动物，自然资源丰富，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中 国 南 方 绿 宝
石”。华南植物园每年迎来上百万
游客，其中 20多万为青少年，是青
少年接受自然科学教育的重要科
普场地。华南植物园结合自身特
色，致力于开发适合中小学生的研
学课程，创建了六大自然课程体
系，研发了 60多种课程，涵盖植物
科学、压花艺术、自然观察、自然笔
记、博物学、自然体验等多个方面，
此外设计开发了8大研学路线以及
相关的研学手册。

2018-2020 年，依托广州市教
育局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校共
建”合作项目，与花都冯村中学联
合编写出版了适用于中学生的研
学教材《植物与压花艺术》。2020
年结合中科院核心植物园环境教
育工作，以及校本教材教学目标，
编写了 10种适用于小学高年级的
户外自然教育教材。

2019 年，华南植物园创建了
“琪林科学讲坛”，邀请园内外知名
科学家为公众解读科学前沿，讲述
科学故事，传播科学精神，启迪科
学思考。通过每月1-2期线下线上
同步的公益讲座，激发公众尤其是
中小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的热情与兴
趣。同时植物园还积极承办或参加
各类大型科普活动，包括公众科学
日、全国科普日、科技周、科学节、科
普四进等公益活动，以及开展植物
科学画、生态摄影展、抗疫植物知多
少等专题展览。全年开展各类科
普活动与课程200多场次。

下一步，华南植物园将进一步
发挥基地优势，利用自身丰富的自
然资源，结合中小学课程教学需
要，注重结构性、科学性、趣味性和
参与性，灵活安排研学实践时间，
研发开展各类自然研学实践活动，
着力提高中小学生对自然科学的
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

省科协赴佛山市纪法教育基地
开展廉政教育

本报讯（记者 李婉欣）为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
一步强化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党章、党规、党纪意识，10月
12日下午，省科协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郑庆顺带领省科
协机关和直属单位50多名党
员干部，到佛山市纪法教育基
地(以下简称“教育基地”)开展
廉政教育。省科协党组成员、
专职副主席冯日光、佛山市
科协有关同志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跟随着教育基地
解说员，全体党员干部依次参

观了“从严治党 庄严承诺”“崇
规尚廉 源远流长”“自我革命
砥砺前行”“肃贪清污 警钟长
鸣”“清风正气 永葆本色”等五
个展厅，以及“三省”长廊警示
教育展区。教育基地通过图
文、视频、实物等展示形式，为
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
廉政教育课，重温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的重大成果和卓越成
效，追溯中华廉洁文化，了解廉
洁先贤故事，回顾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历史事

件。教育基地还以原景重现、
职务犯罪人员“现身说法”等方
式，集中展示和剖析违纪违法
典型案例，尤其突出本地案件，
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切
实筑牢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的思想防线。同时，教育基地
还展陈了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
的事迹，弘扬清风正气。

参观过程中，全体党员
干部坚持带着问题学，结合
参观学习，认真完成线上随
机 12 个问题作答，切实增强
了学习实效性。大家认为，
纪法教育基地展示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特
别是展陈案例具有很强的震
慑效果，纷纷表示要让廉洁
成 为 习 惯 ，让 初 心 伴 随 一
生。最后，郑庆顺带领全体
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郑庆顺指出，廉政教育
对于每一位党员干部而言，
既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也
是难忘的党性、党规和党纪
教育。每一位党员干部要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
共产党员政治本色，在认真
履行科协“四服务”职责、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践行初
心和使命。

97家单位被评定为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

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10月 13
日，中国科协计划财务部部长杨文
志一行在广东开展“十四五”科协
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调研。先
后到南方电网、省科协进行调研座
谈，听取规划编制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广东省科协党组书记、专职副
主席郑庆顺，省科协一级巡视员吴
焕泉和南方电网有关负责人出席
相关座谈会。中国科协计划财务
部相关处室负责人、“十四五”规划
有关课题组成员，省科协有关部室

和广州市、深圳市有关市、区科协
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座谈。

杨文志在调研座谈中介绍了中
国科协规划编制工作的有关进展情
况。调研组充分听取了各有关方面
对规划编制工作的建议意见。

郑庆顺介绍了广东科协在编
制“十四五”规划的基本原则、重点
任务和计划安排，并对中国科协规
划编制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南
方电网和广州市、深圳市等科协结
合实际进行建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
讯员 张舜瑜）10 月 15 日下
午，越秀区创意大道园区知
识产权服务工作站启动会
暨专利挖掘与布局专题培
训在创意大道 4楼会议室正
式启动。该活动由广州市
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
识产权局)及广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黄花岗科技园
管理委员会主办，广州三环
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广
东省知识经济发展促进会
及广东省华南知识产权文
化促进中心承办。越秀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局）四级调研员童朝晖、广
州黄花岗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 中 心（知 识 产 权 服 务 中
心）王虹副主任、广州三环
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申屠嘉毅以及园区
内60余名企业代表和知识产
权工作专员出席了活动。

越秀区四级调研员童朝
晖为活动致辞。广州三环专
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
理部部长郭浩辉进行了专利
挖掘与布局专题培训。

据悉，越秀区创意大道

园区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将
以创意大道园区为载体，充
分利用越秀区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引
进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
通过开展知识产权咨询、代
理、评估、交易、托管等服务，
积极探索开展知识产权无形
资产的增值和转化，开展知
识产权金融服务，加快园区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增
强园区知识产权创造数量，
完善园区知识产权服务内
容，提升园区知识产权运用
及管理能力。

广州越秀区创意大道园区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启动

中国科协计划财务部到广东开展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调研

参观“崇规尚廉 源远流长”展厅。 李婉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