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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陈芃辰）11月23日，华南农业
大学举行农业工程楼落成启用
仪式。中国工程院李培根院
士、陈剑平院士、罗锡文院士、
吴清平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刘耀
光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
记王斌伟，党委副书记、校长刘
雅红，原校长陈晓阳，广东省科
技厅二级巡视员安建光，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梁友
强，校党委副书记邓国安，副校
长温小波、杨运东、钟强等领导、
嘉宾以及兄弟院校、企业、社会
团体和校友代表出席仪式。仪
式由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邓诣
群主持。

启用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
了农业工程学科建设成果展和
农业航空实验室。随后，智慧农

业高端峰会（广东中衡山论坛）
在新启用的农业工程楼一楼报
告厅举行。

据介绍，农业工程楼由广东
省安排专项资金建设，建筑风格
与原中山大学生物地质地理学
大楼（现华南农业大学5号楼）协
调一致。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
科始于 1958 年成立的华南农学
院农学系农业机械化教研室，
1981年获批农业机械化硕士点，
1999年被评为农业部重点学科，
2000 年起三次被评为广东省重
点学科，2003年获批农业工程一
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和
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广东省重
点学科评估为优秀，2007年被评
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012年
被遴选为广东省攀峰重点学科，

2016 年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时评为 B+。近年来，学科整体
实力不断提升，以农业工程学科
为主干支撑的材料科学、工程学
先后进入ESI全球前 1%，农业工
程学科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
名中连续两年进入全国前二；新
增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1个，国
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3门，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省级教
学成果奖 3项，全国优秀教材奖
二等奖 1项；新增国家级科研平
台 1 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
11 个，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88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点专项项目 2 项、课题 16 项，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岗
位专家项目 11 项；主持获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6项，40多项科
研成果实现了产业化应用，为中

国“三农”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楼落成启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
文鑫）为提高公众科学素
质，推进建设智慧化科普平
台，11月23日，“科普 e站建
设”系列科普讲座走进广州
南沙区榄核镇。应广东科
技报社、南沙榄核镇政务服
务中心邀请，联著实业科普
培训员刘铁军带来科普信
息化主题讲座。

刘铁军阐述了科普信
息化的重要性，包括及时
性，及时遏制谣言、伪科学、
迷信思想等负能量传播；多
样性，文字、图片、视频等多
形式展现科普信息；方便

性，随时发布修改任意信
息，制作周期短，维护成本
低；互动性，改变单向推送
模式，公众可主动获取科普
信息；针对性，根据不同公众
需求，推送个性化内容；协同
性，会同其他政府部门及社
会组织共同组织科普内容。

在科普信息化方式方
面，刘铁军介绍说，通过“互
联网+”升级，加强与相关单
位合作，充分利用原有阵地
和设施，将内容资源与科普
信息员队伍有效融入，推进
科普中国落地应用，解决科
学传播“最后一公里”问题。

科普信息化主题讲座
走进南沙榄核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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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11 月 19
日，省科协在广东科学馆举办“学
党史悟思想、守纪律铸忠诚”专题
党课活动，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
范英妍作主讲。党组书记、专职
副主席郑庆顺，党组成员、专职副
主席林晓湧，二级巡视员陈慧钦，
直属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
议，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七巡
回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

范英妍围绕“守纪律铸忠诚，
在奋进新征程中担当作为”，从

“纪律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命线、党
的纪律是铁的、以坚强党性推进自

我革命”等三个维度，把党的纪律建
设史同深刻内涵实质结合起来，进
行深入浅出的阐述，同时针对省科
协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例、存
在的个别突出现象，作了一针见血
的剖析，做到以案示警，确保警钟长
鸣。

范英妍指出，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复
兴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统一
全党意志和行动、步调一致向前
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纪律
建设史。范英妍强调，要正心明
道、锤炼忠诚品格，时刻牢记初心
使命，永葆忠诚之心；要怀德自
重、严守党章党纪，敬畏组织、敬

畏人民、敬畏法纪；要担当作为、
提高履职本领，特别要提高善于
从政治上看问题的能力、提高抵
御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要监督
执纪、营造风清气正氛围，把守纪
律讲规矩抓具体、抓深入、抓到
位。范英妍勉励全体党员干部，
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一体学习领会、整
体贯彻落实，持续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不断增强纪律规
矩意识，守住公与私的“警戒线”、
是与非的“高压线”、情与纪的“分
界线”，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
动，在科协事业发展新征程上奋勇
争先、建功立业。 （省科协党办）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日前，
广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弓鸿午带
队到广东科技报社调研并召开专
题座谈会。

广州市科技局一级调研员
（市管）王洪成介绍本次调研目
的。广东科技报社社长张炜哲介
绍报社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项

目活动策划执行、融媒体发展等
方面的经验与做法。

弓鸿午充分肯定广东科技报
社相关工作，并在总结讲话中表
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广东科技
报社的联系与合作，发挥科技宣
传阵地作用，积极做好广州科技
创新宣传工作，在开展意识形态

工作中开展新的探索，坚决守好
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

广州市科技局办公室、综合
规划处、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
设处、农村和社会发展科技处、人
事处、机关党委、高新技术处相关
人员陪同调研，并参观省级科普
教育基地中山大学天文台旧址。

本报讯（记者 麦博 通讯员
崔颖诗）11 月 18-20 日，以“新
材料，新能源，新机会”为主题
的第五届粤港澳真空科技创新
发 展 论 坛 暨 广 东 省 真 空 学 会
2021 年学术年会在广州市增城
区举行。

本次论坛由广东省科学技
术协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
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广东省
真空学会、广东省真空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广州国际技术交易服
务中心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爱发
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承办。

论坛以聚焦广东省“十四五规
划”提出的“发挥战略性新兴产
业新优势”产业发展思路，探讨
真空行业在新材料新能源开发
热潮的新机会。会议共安排大
会学术报告 35 个，设置真空装
备与工艺、光电功能薄膜与器件、
硬质涂层与表面工程等3 个专题
会场。大会特邀报告共11个，精
彩不断。

论坛后举行了学术颁奖典
礼。中山大学陈军教授，广东振
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潘振强董事
长荣获第二届广东省真空科技创

新奖。广东工业大学、广州今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单位
分享首届广东省真空科技进步
奖。岭南师范学院李曼等6位作
者荣获第七届广东省真空科技青
年优秀论文奖。暨南大学詹镇业
等5位青年学者和研发工程师荣
获优秀报告奖。

会议同期召开了广东省真
空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全体会议，
共计 100 多名理事参会。刘彭
义理事长做 2021 年学会年度工
作报告并介绍学会 2022 年工作
计划。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11
月 21 日，由罗湖区教育局、罗
湖区科技创新局、罗湖区科学
技术协会和共青团罗湖区委员
会联合主办的“罗湖区中小学
第四届大创客节”开幕式活动
在翠园实验学校举行。

主会场上，分开幕式、现场
比赛、学校智慧创新成果展、科
技体验及企业展。在火星智造
比赛区域，同学们两两一组，从
赛前积木搭建、编程输入、战略
制定，到赛场上互相打气、一致
对外，团队精神和拼搏的比赛

精神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感
知；在机关王比赛区域，裁判正
认真聆听选手讲解作品的关卡
设计理念、使用了哪些绿色动
能、具有什么特色。水中机器
人比赛成为学生的最爱项目，该
赛事是模拟海底探测、水下机器
人协同作业，十分考验选手的思
维性、空间性和实操性。

本届活动除开幕式主会
场，还在红桂中学、教科院附属
学校、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南
湖小学、东晓小学和洪湖小学
等6所学校设置了分会场。

省科协举办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活动

广州市科技局到广东科技报社调研

新材料新能源新机会
第五届粤港澳真空科技创新发展论坛举办 深圳罗湖区举办中小学第四届大创客节活动

讲座现场。本报记者 秦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