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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合作共建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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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章震）10 月 11 日，广东省科学
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东南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广东省
乳阳林场三方在广东大厦签署
《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合作共建协议》。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局长、广东省乳阳林场场长
张朝明，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
研究所所长周霞代表三方进行
签约。
广东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吴晓谋，广东省科学院党委
委员、副院长、南岭森林生态系
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
长李定强，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实
验室与平台基地处处长黄江康、
广东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
处副处长王新、乳源县县委常委
秦正京、南岭台站共建单位代表
等 40 余人共同出席了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三方将共同推进
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的科研实验楼硬
件设施和南岭生态系统研究共
享平台工作，为南岭国家公园建
设和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及粤
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科技支撑。
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址设立在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乳源县的乳阳片区范围内，其
核心研究区域与拟建南岭国家
公园一致，辐射跨越五省区的南
岭山地，是科技部 2020 年择优建
设的 69 个国家野外站之一。南
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
观测研究站在筹备阶段得到了
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科学院、
广东省林业局的长期支持。特
别是 2018 年广东省科学院立项
400 万元支持在南岭开展长期监
测研究，培育南岭站成为省级研
究平台；同年，广东省科技厅立
项 500 万元在南岭开展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按照国

省科普作家协会组织专家
赴博罗开展农村科普调研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郑诗婷）
为更好地收集、宣传博罗县农村
科普工作先进经验，掌握各项农
村科普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广
东省科普作家协会联合广东科技
报社，在博罗县科协的大力支持
下，组织有关科普专家于 10 月 10
日-11 日深入博罗县科普基地，
开展实地走访调研活动。
博罗县是广东省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在试点工
作中，紧紧围绕“四化”
（即科普生
态化、科普产业化、科普市场化、
科普社会化）建设，提升科技志愿
服务水平，推动文明实践工作和
科普创新工作相互融合。自 2018
年以来，博罗县科协创新志愿服
务机制，通过汇聚科普教育基地、
科普实践学堂和所属协会等各个
单位的科普资源，组建了 12 支共
200 余人的科技志愿者队伍，开展
“不忘初心，科普全民”主题教育
“五进"活动、
“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六进"活动、科普大
讲堂活动、科普游自由行活动、科
普实践自由行活动等多项科普进
乡村志愿服务，具有较丰富的题

材资源和实践经验。
在博罗县两天的调研活动
中，调研组深入到该县的雷诺科
普基地、天文科普基地、观背村科
普基地，湖镇镇航天育种农业科
普基地、长宁镇客家婆科普基地
和葛洪中医药博物馆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听取博罗县科协推进
科普创新工作的有关情况介绍，
交流并收集企业及各科普基地的
科技志愿服务活动先进经验。通
过现场走访、发放调查问卷和召
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到各科普基
地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
融合各自的特色科普资源和科普
内容，以多活动和多形式积极开
展农村科普工作，因地、因时制
宜，每年共开展 300 余场科普活
动，以生动活泼有趣的方式得到
广大村民的积极响应。
省科普作协党支部书记、原
广东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姚
国成，省科普作协副理事长、广州
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向阳等一
行，博罗县科协主席杨文杰、博罗
科协部长叶伟权等相关负责人参
加调研。

家级野外平台的要求培育南岭
站；2020 年，南岭站被科技部纳
入择优建设名单，进入国家级野
外研究站的行列。南岭站在新
起点和新征程上更加珍惜和欢
迎多方的支持和合作。随着本
次协议的签署，广东省科学院广
州地理研究所、广东南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广东省乳阳
林场将共同推进南岭科研实验
楼以及 5 大监测研究平台的建
设，包括南岭垂直山地典型森林
生态系统样地及生物多样性监
测与研究平台、水资源安全长期
监测平台、退化山地生态修复研
究与示范平台、人地和谐可持续
发展示范平台和南岭示范科普
基地。广东省乳阳林场将免费
提供原乳阳林场职工子弟学校
用于开展南岭站的科研实验楼
和配套设施建设。
签约仪式后，南岭森林生态
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常务副站长周平介绍了南岭站

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
。
建设进展和未来发展愿景，参与
台站建设的多家单位，包括广东
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东
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
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广东省

通讯员供图
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东
省气象中心、广东南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等专家学者对
台站后期建设工作开展了探讨。

省科协办公室党支部到中山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工作调研
本报讯 根据省科协党史
学习教育安排，为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日前，省
科协办公室党支部到中山市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工作调
研。中山市科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陈旭东等陪同学习和
调研。
调研组一行还到中山市
环境学会进行工作调研。陈
旭东代表中山市科协向省科
协办公室领导汇报了市科技
社团党建、学会组织建设管
理等方面工作情况。中山市
环境学会会长王奎结合学会
党建工作，就学会未来发展
规划、党建引领会务、学会发
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议题

进行报告，并进行了深入交
流研讨。
省科协办公室主任钱春
充分肯定了中山市科协、市
环境学会的工作，并强调要
继续以“党建强会”的发展思
路做好党建统领学会工作，
把学会党支部建设成覆盖理
事和会员的枢纽型党组织，
并对学会的未来发展提出意
见和建议。她指出，中山市
科协要继续加大力度指导支
持学会工作，在提供服务、政
策指引上为学会办实事、解
难题；基层学会要发展壮大
必须善借“东风”，加强省市
联动，整合优势资源，提升自
身发展势能和动能；要打造

公共服务平台，增强核心竞
争力；要紧抓创新发展，增强
产业和行业黏连度，打造科
技 创新品牌；要树立学术权
威，通过培育专家库、主动承
担政府转移职能、
搭建专业学
术平台等扩大学会影响力。
调研组一行还到孙中山
故居、杨殷故居进行现场学
习，进一步了解中山人文精
神和历史文化，实地“打卡广
东红”，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在解说员的讲解下，办公室
支部同志们通过参观红色史
迹，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深
切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共产
主义理想和坚贞不渝的革命
信念。
（中山市科协）

紫金县科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下午，
紫金县科协全体党员干部到
紫金县苏区镇革命老区开展
“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
因”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
动。
全体党员干部参观了苏
维埃政府旧址“红屋”及革命

遗址“血田 ”，了解了苏区镇
的红色历史文化，及其作为
革命老区的光辉历程，对革
命先烈的光辉事迹深感震
撼。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让
该县科协全体党员干部对苏
区的革命史有了更深刻的感

悟，对苏区革命先烈有了更
深切的敬仰。表示要以此次
红色革命教育为契机，切实
践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汲取干事
精神动力，立足岗位，奋力谱
写科普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河源市科协）

曾兰亭博士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在博罗县雷诺科普基地交流经验。

郑诗婷 摄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赵利平）根 据《中 国 科 协 办
公厅关于公布中国科协青年人
才托举工程第六届（2020-2022
年度）入选者名单的通知》，第
六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 共 遴 选 出 青 年 人 才 400 人
（不包含特殊科技领域人选），
其中中国科协资助 200 人。记
者获悉，广东省植物生理学会

会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博士后曾兰亭入选第六届中国
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并获中
国科协资助。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是中
国科协于 2015 年立项的国家级
青年人才计划项目。该项目对
入选者连续资助三年（15 万元/
年），大力扶持有较强创新能力
和发展潜力的 32 岁以下青年科

技人才，帮助他们成为国家科
技创新的重要后备力量。
曾兰亭博士是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园培养的博士生，导
师是杨子银研究员，2018 博士
毕业后留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开展博士后工作，主要聚焦
于茶树次生代谢与茶叶品质安
全调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