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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胡漫
雨）4 月 15-28 日，“我和我的祖
国——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展”
全国巡展广东(汕头)站在汕头科
技馆展出。本次展览由中国科
协主办，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
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及广东省科
协、汕头市科协、汕头市教育局、
汕头科技馆、汕头检验检测学会
联合承办。展览期间，汕头市科
技工作者、各职能部门及机构工
作人员、中小学师生等现场参观
展出。一张张科学家的手稿、书
信、照片等大量珍贵史料实物与
观众见面，参观者们被几代科技
工作者爱国奉献、求实创新、协
同育人的英雄群像和崇高精神
所深深鼓舞。

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与精
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主任姚建
年指出，举办中国科学家精神主
题展巡展活动，其目的是把中国

科 学 家 精 神 一 代 一 代 传 承 下
去。很高兴在现场看到很多年
轻的学生来参与巡展活动，这对
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而作为科技工作者，要把科学家
精神落实到自己的科研本职工作
中去，把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自身应有的责任和光荣的使命，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澄海区科协主席林镜泳表
示，此次展览使他对国家科技发
展历程，以及老一辈科学家的学
术生涯和精神世界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并真切地感受到“爱
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 、育
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以老一辈中国科
学家为楷模，牢记初心使命，强
化责任担当，立足自身岗位，扎
实深入工作，传承中国科学家精
神，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
良好氛围，推动科普事业高质量

发展。
汕头科技馆刘婕妤说，通过

展览，让她充分感受到近代中国
科技发展的曲折和不易，以及一
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力奋斗、
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为
中国几代科技工作者求实创新、
严谨奉献的精神所折服。作为
一名科技工作者，更要自觉践
行、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科技
工作者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勇立潮头，锐意进取，为实现创
新驱动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汕头二中学生蔡仪在参观
展览后表示，老一辈科学家的感
人事迹给了她极大的鼓舞和鞭
策。作为青年学子，今后将加强
自身学习，勇于担当，以高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传承和弘扬伟大
的新时代中国科学家精神，未来
争做新兴科学技术的创造者。
为民族复兴而读书。汕头市聿

怀中学李业同学说，科学家们的
精神令我感动、震撼，作为新时
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在今后学

习中要以中国科学家为榜样，用
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努力
做强国少年。

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胡漫
雨）4月19日，广东省科协在广东
科学馆组织 23家省级科技社团
召开“海智计划”工作调研座谈
会。省科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
席范英妍，省科协合作交流部、省
科技工作者与企业创新服务中心
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旨在了解省科协
团体会员开展“海智计划”工作
现状，总结经验做法，梳理困难
问题，探索新形势下“海智计
划”工作的新思路、新路径，进
一步推动省科协“海智计划”工
作提质增效，促进科技经济融合
发展，更好地服务广东创新驱动
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建设。
会上，省科协合作交流部、

省科技工作者与企业创新服务中
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省科协开展

“海智计划”工作的基本情况；与
会人员围绕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国际人才引进、科技协同创新等
方面进行交流发言，对如何在新
发展阶段进一步擦亮广东“海智
计划”工作品牌，更好地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推动海智工作提
质增效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范英妍在小结发言中表示，
通过调研座谈，大家对学会开展
国际合作交流的情况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深化了在“海智计划”
工作方面发挥好学会作用的认
识，梳理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也就“十四五”时期进
一步做好“海智计划”工作进行
了交流和讨论，调研座谈会达到
了预期目的。

范英妍认为，要充分发挥科
协“一体两翼”的组织优势，特别
要重视发挥好学会的作用，发动
更多的学会积极开展海外民间
科技合作交流活动。要在海智
工作中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要求落到实处，整合资源、加强
联动，不断拓宽海外招才引智渠
道，形成民间科技交流合作更大
的合力，提升“海智计划”的工作
效能，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
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及广东
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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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敏霞）4月
21-23日，“第十三届广东省科
技创新与质量管理小组成果发
表交流活动”在清远举行，来自
全省各地 50 多家企事业单位
的 200多名科技创新和质量管
理小组骨干代表参加活动，共
发表科技创新与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 80 多项。本次活动在省
科协指导下，由省科技工作者
与企业创新服务中心联合省卓
越质量促进中心主办，清远市
科协协办。省科创服务中心主
任何少强、清远市科协党组书
记梁智威等领导出席活动。

何少强表示，近年来，省科
创服务中心和省卓越质量促进
中心把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与企
业科技创新相结合，成果突出，
效果显著。本次活动在展示我
省企业科技创新和质量管理小
组成果的同时，又能促进企业
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
进步。他指出，在建党 100 周
年的伟大时刻，我们要坚定不

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开展
科技创新和质量管理小组活
动，全面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
平和自主创新能力。

据介绍，本次活动有广药
集团、广东电网、中国移动、深
圳创维、珠海格力、三菱电机等
5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涉及
多个行业领域，活动共发布质
量管理及科技创新小组成果82
项。记者在现场看到，各单位
以问题解决型和创新型为课题
开展小组成果展示，还通过带
货直播、答辩和角色扮演等精
彩的创新形式进行成果汇报，
围绕企业技术创新和质量工作
的方针目标，提高产品科技含
量，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主办单位邀请了一批资深专家
对每个成果进行认真、专业的
评审和点评指导。经过 2天紧
张而精彩的发表、交流和专家
评审组严格公正的评审，活动
共评出特等奖 10项、一等奖 26
项、二等奖46项。

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和自主创新能力

省科技创新与质量管理小组成果发表交流活动在清远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振辉 通讯
员 李振杰）在中共五华县委、五
华县政府高度重视和上级科协
的有力指导下，2020 年 1 月 9 日
五华县科学技术协会召开第五
次代表大会，组建了新一届五华
县科协领导班子。2020 年 1 月
21 日，五华县 16 个镇已全部成
立科学技术协会，广泛吸纳以医
院院长、农技站站长、学校校长
等“关键人物”为代表的、各领域
优秀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进入科
协组织，实现科协组织全覆盖，五
华县提升基层科协组织力“3+1”
工作任务提前完成。五华县基层
科协组织力大幅提升，变“单打
独斗”向“编队启航”转变，全县
科协组织的影响力空前扩大。

五华县科协认真做好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结合自身的科
普职能工作，积极联系协调相关

县直单位，指导联络各镇科协，
积极开展青少年学生科技教育
活动。据统计，2020 年全年，该
县科协共组织12场（次）“科普进
校园”活动，全县有12000多名师
生参与科普活动和科普体验。
通过“普及+体验+倡导+传播”，
让青少年学生亲近科学、热爱科
学，探索身边的科学现象，在活动
中进行理想信念和科学精神教
育，促进青少年科学素质和思想
道德素质全面提升。同时，积极
组织全县青少年学生参加第 36
届梅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
梅州市第6届中小学创客创作大
赛，收集、推荐青少年作品 69幅
（件）参加大赛，有 11 件作品获
奖，其中大都中学学生参赛作品

《智能交通-红绿路》荣获第 36
届梅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暨梅州市第6届中小学创客创作

大赛一等奖，选送到省参赛并荣
获第36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立白新星奖”和“广东实验中
学校长创新奖”两大专项奖。

该县县委、政府高度重视科
协工作，为科协组织开展科技工
作和科普活动提供了经费保
障。该县科协积极组建各领域
科技人员广泛参与的科技志愿
者队伍，深入社区、农村、学校、
企业，开展各类科技服务活动，
助力科教兴县、乡村振兴、创新
驱动战略实施。2020年全年，组
织举办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5 场
（次），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咨询讲
解、悬挂横幅、展板展示等方式向
群众宣传有关疫情防控、食品卫
生、健康安全等相关知识，指导居
民正确认识卫生保健，养成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同时，组织举办科普讲座 5 场
（次），讲解科技创新改变生活、
防诈骗安全教育、公民保健知识
等方面的科普内容，使科普更加
贴近基层实际，更加贴近群众生
活，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和点赞。

广东省科协“海智计划”工作调研座谈会召开

五华县科技惠民走基层
播撒科普文明花

活动现场。 蔡敏霞摄

汕头当地学子参观展出实物。 图源主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