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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将于10月1日起实施
加强新时代科普工作顶层设计 推动我省科普工作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主要内容

9月 15日，《广东省科学
技术普及条例》（以下简称

《科普条例》）新闻发布会在
广州召开，省政府副秘书长
许典辉出席发布会，介绍了
制定《科普条例》的必要性、

《科普条例》的主要内容和推
动《科普条例》实施的工作计
划安排。省科协党组成员、
专职副主席林晓湧，省科技
厅二级巡视员何棣华，科技
工作者代表、中山大学教授
余新炳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
者提问。

《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
条例》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广
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通过并予公布，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科普条
例》共 8 章 60 条，明确了科
普工作的原则和要求，规范
科普工作职责和权限，明确
相关机构科普责任，强化科
普资源开发利用与科普基础
设施建设，支持科普组织发
展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激
励保障措施，明确了相关法
律责任。

许典辉表示，制定《科普
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学普及重要论述
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
需要，是加快解决公众需求
与科普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
现实需要。他要求，要以更
高政治站位更大力度推动科
普工作创新发展，切实抓好

《科普条例》的宣传贯彻工
作，扎实抓好《科普条例》的
实施工作。全省各有关部门
横向联合、各地市上下联动，
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条例的
法律效力，推动我省科普工
作真正迈上规范化、法治化

轨道，从而实现全面的转型
升级，建设与科技创新强省
相匹配的科学普及强省。

许典辉表示，目前，省政
府正下大力气推动我省科普
工作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科普条例》10 月 1 日起施
行，省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即将建立运作，《广东省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
施方案(2021-2025 年)》也即
将印发，我省新时代科普工
作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
下一步，省政府将在进一步
强化科普公共服务的同时，
引导、扶持发展科普产业。
将投资建设“粤科普”公共服
务平台，推动科普事业整体
迈向数字化、智慧化、普惠化
格局。支持县(市、区)一级建
设科普场馆，让科普公共服务
向基层延伸。组建省科普集
团，出台鼓励科普产业发展政
策，力争尽快形成公益性的科
普事业和市场化的科普产业
比翼齐飞的新格局。

林晓湧表示，《广东省科
学技术普及条例》的出台和
实施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要把科学普及
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
位置”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制
度安排，将为我省科普事业
发展、实现全民科学素质全
面提升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省科协将牵头做好《广东省
科学技术科普条例》在全省
范围内的宣传贯彻工作，扎
实履行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办公室的职责，认真组
织实施好《科普条例》和《广
东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 要 实 施 方 案 (2021- 2025
年)》，推进全省科普工作的
法治化、规范化。

何棣华表示，《科普条

例》的出台，为推动我省科普
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法律
保障，其中也明确了政府科
技 主 管 部 门 的 职 责 和 任
务。省科技厅将进一步重
视科普工作，责无旁贷地把
科普工作与党建工作、科技
创新工作同研究、同部署、
同推进、同落实。深入开展
宣传贯彻落实工作，充分利
用线上线下全媒体传播渠
道，广泛深入各地市、科普
工作责任部门，宣传、解读

《科普条例》；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制定系列配套政策措
施，促进《科普条例》的深入
实施。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
度。省科技厅将以《科普条
例》实施为契机，抓规划、抓
措施、抓政策、抓活动、抓协
调，推动省直相关部门、各地
市形成多元化参与、多元化
投入科普工作局面。

余新炳教授认为，《科普
条例》的出台，非常及时，亮
点纷呈，关键是要把它落到
实处。他表示，科普是公益
事业，希望党和政府重视科
普工作，这是提高公民科学
素质的基本保障。“科普同时
也需要社会协同。希望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来推动这项工
作。媒体、医疗卫生机构、中
小学、基层组织等，都要重
视、做好科普。比如加强科
普宣传，电台、电视台多出精
品科普栏目、节目；丰富科普
的宣传形式和渠道，充分利
用新媒体以及公益广告等，
提升宣传效果。希望更多的
科技工作者能自觉承担科普
社会责任，加入这项事业。
希望以《条例》的出台为契
机，在整个社会弘扬科学精
神，形成理性、求实、创新的
科学文化氛围。”

“双减”政策落地,青少年的科学素质
教育应该怎么做？专家这样说：
“对于娃娃而言，给答案，不如

让其怀抱质疑去找答案；教技能，
比不上让其动手操作学技能，这是
青少年科普需要特别关注的。”在
新闻发布会上，余新炳教授表示，素
质教育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不是简
单的技能教授；科学素质是思考的
能力，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青少
年具有好奇心强、可塑性大的突出
特点，其科普的重点并不在于掌握
多少知识技能，而在于通过科学教
育。“比如学校里科学教育，科普场
馆的互动体验、技能竞赛的动手操
作，激发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好奇，进
而拔亮他们心中那团追求真理、探
索未知的希望之火。因此我们提倡
变革教学方式，倡导启发式、探究
式、开放式教学，保护学生好奇心，
激发求知欲和想象力。将科学精
神纳入教师培养过程。”

余新炳说，他参与了《广东省
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的起草、调研
和论证，也参加了省科技厅、省教
育厅举办的很多活动，觉得我省在
青少年科学教育方面做得已经很
不错。“我印象较深的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竞赛类，包括广东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等。我省涌现一批具有科学潜
能的优秀学生，在全国性、国际性

科技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和机器人竞赛每
年都在国内名列前茅。在英特尔
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丹麦青少
年科学家竞赛、国际奥林匹克五学
科竞赛等国际竞赛中也获得多个
殊荣。二是活动类，包括青少年

‘科学营活动’，青少年科学调查体
验活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宣讲活
动，英才计划培养活动，青少年科
技创新实践成果交流活动、人工智
能机器人编程展示交流现场活动
等；三是教师培训类，包括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科技辅导员科技
教育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展评活动，
青少年机器人骨干教练员、裁判
员、科技教育特色学校科技老师、
科学调查体验活动骨干教师、科学
营带队老师等科技教育专业人才
的培训工作。四是青少年科技教
育基础建设。包括‘广东省青少年
科学教育特色学校’‘广东省青少
年科技教育创新团队’的创建和示
范工作等。”

他希望省教育厅、省科技厅、
省科协能进一步加强合作，与高等
学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共同
探索建立高效、稳定、互助的科学
教育与培训共同体，合力开创青少
年科学素质教育的新局面。

一是明确科普工作原则和要求
科普是公益事业，应当坚持政

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普惠
共享，反对和抵制伪科学。

二是规范科普工作职责和权限
明确政府科普职责，建立工作

协调、应急科普等机制。明确科技
部门、科协职责，厘清科普工作分
工；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教育、
卫健等部门的具体职责。

三是明确相关机构科普责任
规定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机

构根据实际开展相关科普活动、开
放相关科普场地设施；各类媒体提供
公益广告开展科普宣传；利用财政性
资金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场所
应根据实际开展相关科普活动。

四是强化科普资源开发利用
与科普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各类科普资源开发和共
建共享；建设省级科普公共服务平
台。鼓励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
享、科研成果科普化。规范科技场

馆建设和人员配备，规定科技场馆、
科普教育基地的社会责任。

五是支持科普组织发展和人
才队伍建设

规定政府加强科普人才队伍
建设、建立科技志愿组织。鼓励、
支持设立或组建科普组织、科普联
盟等开展科普工作。推动将科普
成果和科普工作业绩纳入相关专
业技术职称评聘指标。

六是加强激励保障措施
规定政府要逐步增加科普经

费投入、有关部门安排科普经费支
持开展科普工作；地级以上市人民
政府应当引导社会力量建立科普
基金；将科普基础设施用地纳入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支持引导科普产
业发展。将科普作品项目纳入省
科学技术奖奖励范围，鼓励社会力
量设立各类科普奖。

七是明确相关法律责任
对违反《条例》的具体行为提

出法律责任。

本报记者 冯海波 蔡敏霞

专家观点

《科普条例》共8章，60条，
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

新闻发布会现场。 蔡敏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