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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袁仕联）9月 30日，2021粤港
澳大湾区院士专家主题书画展
启动仪式在深圳虚拟大学园举
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广东院
士联合会副会长、华南理工大
学教授吴硕贤，中国工程院院
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城市地
下空间及能源研究院院长何继
善，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冯玲，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深圳市科协主席蒋宇扬，深
圳市科创委党组成员、一级巡
视员邱宣，深圳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市侨办副主任、市侨联副
主席刘昕，深圳市科协党组成
员孙楠，深圳市科技创新战略
研究和技术转移促进中心主任
王剑华出席活动。吴硕贤院士
致辞。启动仪式由广东院士联
合会（粤港澳院士专家创新创
业联盟）秘书长卢育辉主持。

据了解，主题书画展 100余
幅书画作品有出自书画造诣深
厚的院士专家，也有出自书法
名家、美术名家之手。72 位作
者大多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或
与粤港澳大湾区有合作往来。

他们赋诗挥毫、泼墨，在宣纸上
方寸之间直抒胸臆，以不同方
式，从不同角度讴歌建党百年、
新中国成立 72 周年走过的光
辉历程以及取得的瞩目成绩，
抒发了自己对伟大的党、伟大
的祖国繁荣昌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愿。主题
书画展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
院士专家、书法名家、美术名家
铭记党恩、一心向党，积极投身
大湾区建设奋发向上的精神风
貌。

主题书画展由广东院士联
合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粤港澳院士专家创新创业联
盟、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东省
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由深圳
市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和技术转
移促进中心、中国工程院深圳
院士活动基地、深圳市科协学
会服务中心协办。主题书画展
得到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省文
联、省科协及中国科学院学部
工作局、中国工程院科技合作
办公室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
持。

据悉，主题书画展将从 10
月 1 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同
时，鉴于疫情原因，主题书画展
还将开通线上展览，公众可以
足不出户直接线上观展。

挥毫颂党恩赋诗庆国庆

本报讯（见习记者 郑诗婷）
在省科协指导下，省科协事业发
展中心和中共韶关市委组织部、
韶关市科协、市科技局、市农业
农村局于 9月 27-28日联合举办
了“广东省中青年科学家助力韶
关 乡 村 振 兴 科 技 志 愿 服 务 活
动”，省科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
席林晓湧等有关领导，以及我省
60 多名中青年科学家参加了启
动仪式。

本次活动是省科协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协“十
大”和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落实《广东省科技工作
者“上山下乡”助力乡村振兴计
划行动方案》的有力举措，也是
省科协“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
党旗添光彩”活动进一步走深走
实的行动之一。省科协已经连

续 4 年在韶关市组织开展科技
志愿服务活动，致力于为全省中
青年科学家打造科技服务和成
果转化平台，通过开展技术指
导、人员培训、示范操作等服务，
推广转化新技术、新成果、新理
念、新方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新起点上，为广东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林晓湧一行还深
入韶关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韶
关气象局天文科普馆，调研企业
科协科技创新工作和气象科普
工作。省科协事业发展中心负
责同志参加了相关活动。

参加本次活动的中青年科
学家 60 多人，他们分别来自广东
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暨
南大学等 10 多所高校、科研院
所。在为期两天的科技志愿服务

中，他们分赴韶关市武江区、曲江
区、乐昌市、乳源瑶族自治县等 9
县区开展实地指导、技术培训、项
目合作、技术攻关等服务。通过
现场科技服务和专题讲座、开展
人才对接与技术合作、举办座谈
会等形式，助力解决各县(市、区)
产业园区、医疗机构、乡镇企业、
科普基地等存在的实际问题，精
准对接 100余项科技助农服务需
求，专业涵盖果蔬栽培种植、病虫
害防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食
品加工、中医药学、城乡规划、土
壤生态改良等多个领域。活动
中，专家还与各需求单位签订了
一批人才、技术、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切实为当地企业解决技术难
题，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实现企
业增效、百姓增收，为我省乡村
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广东中青年科学家赴韶关开展乡村振兴科技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深圳市科技交流服务中心）日
前，“科创中国”创新创业投资大
会（第 65场）——深港澳创新创
业论坛暨科创汇成立仪式在深
圳成功举行。深圳市科学技术
协会党组成员孙楠，香港荔园集
团主席邱达根，澳门电脑商会理
事长欧家辉，中葡文化产业交流
促进会会长华子锋等嘉宾为本
次论坛致辞。

孙楠在致辞中表示，深圳作
为“科创中国”的首批试点城市，
将持续发挥创新发展的区位优
势，汇聚国内国际科技资源、培
育创新组织，促进“科创中国”服

务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孙
楠指出“科创汇”作为深港澳科
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要按科创
中国的要求，组织好深港澳三地
投融资机构，做好各项路演活
动，推动科技成果应用项目开
展，提高科技成果落地的效率，

“科创汇”应该抓住“深圳前海扩
容的新机遇”，在科创企业服务
上做细、做强，做出成果。香港
资讯科技联会会长、荔园集团主
席邱达根、澳门电脑商会理事长
欧家辉、中葡文化产业交流促进
会会长华子锋等也分别通过线
上连线方式致辞，并共同预祝此
次会议成功举行。

在会议揭牌环节，深圳市科
协党组成员孙楠、深圳市科技交
流服务中心主任李松和深圳市
标准技术研究院标准与知识产
权研究所所长谭丽等上台，为

“深港澳科创汇创新创业技术投
融资服务平台”和“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站”揭牌。

随后，南山云研管理合伙人
崔宇杰，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工程学院副
院长黄锦辉分别带来《把握硬科
技创新红利》、《前海扩区将为香
港科创带来机遇》主题分享。本
次路演共7个通讯技术与智能制
造项目参与。

深港澳创新创业论坛暨科创汇成立仪式举行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文
鑫）有 92 年历史的中山大学
天文台旧址是近代中国科学
精神开创的发源地，作为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何加强文
物保护范围内所有单位员工
及居民住户的消防意识和用
火、用电的安全意识成为重中
之重。近日，广东科技报社联
合越秀区消防大队东山消防
站、龙腾社区，组织文物保护
范围内单位员工及居民，在中
山大学天文台旧址举办以讲
座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消防
安全培训，东山消防站的消防
员为参与人员上了一节别开
生面的消防课。

消防员现场介绍，面对火
灾，首先要保持镇定，然后使
用正确防护方式，平时则要熟
知 灭 火 器 存 放 地 及 使 用 方
法。他还全面演示面对不同
情形下如何使用灭火器、防烟
面具等各种消防器材，如何在
火灾现场进行自救，并向参与
人员播放了宁波宁海锐奇日
用品有限公司“9.29”重大火

灾事故警示教育片。
“火灾，没有如果，只有后

果和恶果！”教育片给与会人
员敲响了警钟。讲座过程中，
消防员给参与人员派发了消
防安全宣传海报以及消防安
全漫画，以有趣的方式普及消
防知识，鼓励大家把消防安全
知识传播给身边的亲人。随
后，所有人员进行了灭火器的
实操演练，按照一看、二摇、三
拔、四喷的步骤在 3-5 米安全
距离进行灭火演练。

培训结束后，消防员还对
中山大学天文台旧址进行了
消防检查，排查消防隐患，提
出相关的改进措施。

本次培训通过现场演示、
多媒体展示播放全国重大火灾
案例、实践操作等形式，让每位
参与人员深刻感受到了火灾的
无情及掌握消防知识的重要
性，报社、区消防大队和社区联
合让消防知识普及到社区，提
升基层民众的消防意识和基本
消防知识，扎实地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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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粤港澳大湾区院士专家主题书画展在深圳开幕

本报讯（记者刘肖勇通讯
员 深圳市科技交流服务中心）
日前，由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指
导，深圳市科技交流服务中心、
深圳市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协会、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主
办的第三届AR/VR光学应用
高峰论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成功举办。在本次论坛中，演讲
嘉宾围绕AR/VR应用领域、5G
赋能、发展趋势、沉浸式体验以
及显示技术等进行分享。

本次论坛以“聚焦光学 智
能未来”为主题，旨在促进光学
研发制造、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可穿戴、人工智能与垂直领

域市场的融合发展。在论坛
上，香港新维网络 CEOArnold
Adamczyk、OptoFidelity副总裁
Pekka Laiho、太平洋未来科技
创始人兼CEO李建亿、北京耐
德佳显示联合创始人兼COO
段家喜 、北京灵犀微光科技商
务副总裁陈飞发表了相关演
讲，共同探讨AR/VR光学及测
量相关的技术应用。

本次论坛是2021深圳海智
工作站系列活动之一。未来，
深圳市科技交流服务中心将通
过组织更多形式的研讨、交流、
路演等活动，不断推进深圳海
智工作发展。

第三届AR/VR光学应用
高峰论坛举办

广东科技报社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