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沪科组办 〔2018〕6号

关于2018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

工作考核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科普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关于举办2018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

活动的通知》 (沪科组办 〔2018〕3号)要求,2018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以 “创新引领时代,智慧点亮生活”为主题,

在全市各方面的精心组织和协同配合下,组织策划了2977项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

经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区、各

学会等有关单位推荐,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考核,共有88个单位 (部门)被评为 “2018年上海市 ‘全国科

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95个活动被评为 “2018年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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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希望受到表扬的单位 (部门)再接再

厉,奋发进取,努力做好今后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等各项

科普工作,不断增强自觉承担科普工作的责任意识、努力创新科

普方法的探索精神,不断提升科普能级,促进公民科学素养的提

高,以实际行动为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附件:1.2018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名单

2.2018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名单

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1月23日

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1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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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

2.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部

3. 上海科技报社

4. 上海市业余科技学院

5. 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

6. 上海科学会堂

7. 上海科学种子青少年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8. 上海市医学会

9. 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

10. 上海市公路学会

11. 上海市宇航学会

12. 上海市预防医学会

13. 上海市制冷学会

14. 上海市非线性科学研究会

15.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6.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7. 上海市黄浦区科学技术协会

18. 上海市黄浦区体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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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外滩街道办事处

20.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瑞金二路街道办事处

21. 上海市徐汇区科学技术协会

22.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凌云街道办事处

23.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枫林路街道办事处

24. 上海市长宁区科学技术协会

25. 上海市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6.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华阳路街道办事处

27. 上海市静安区科学技术协会

28. 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9.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

30.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协会

31. 上海纺织博物馆

32.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人民政府

33. 上海梦清园林管理有限公司

34.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万里街道办事处

35. 上海市虹口区科学技术协会

36.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37. 骧燊文化传播 (上海)有限公司

38.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江湾镇街道办事处

39. 上海市杨浦区科学技术协会

40. 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

41.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五角场街道办事处

42.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殷行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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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人民政府

44. 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协会

45. 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办事处

46.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

47.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

48.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浦江青少年活动中心

49. 上海市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50.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人民政府

51.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52.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人民政府

53. 上海市嘉定区科学技术协会

54.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人民政府

55.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嘉定镇街道办事处

56. 上海新迎园食品有限公司

57. 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管理委员会

58. 上海市嘉定区总工会

59.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人民政府

6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会

6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浦兴路街道办事处

62.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明路街道办事处

63.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

64.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

65.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周家渡街道办事处

6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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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花木街道办事处

68.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

69. 上海科技馆

70.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71. 上海市金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72.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73.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人民政府

74. 上海市松江区科学技术协会

75.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76. 上海市松江区科技馆

77. 上海月湖雕塑科普教育基地 (上海余之乐实业有限公司)

78. 上海市青浦区科学技术协会

79.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科学技术协会

80. 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科学技术协会

81. 上海四季百果园有限公司

82. 上海市奉贤区科学技术协会

83.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科学技术协会

84.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奉浦街道办事处

85.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协会

86. 上海市崇明区科技馆

87.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人民政府

88.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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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8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1. 2018上海公民科学素养知识竞赛 上海科技报社

2. “人工智能与法治”高端研讨会

上海市法学会、上海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人民
出版社、上海市科学技术协
会、上 海 市 科 学 学 研 究 所、
科大讯飞

3.
共享科普、智创未来———提升公
民科学素质行动

上海市业余科技学院

4.
上海市未成年人科学素质发展研
讨会

上海科学种子青少年科技创
新服务中心

5.
上海市青少年优秀科技创新项目
展示交流会

上海科学种子青少年科技创
新服务中心

6.
“对话诺奖大师———探秘神奇的
细胞”活动

上海科协大讲坛管理办公室

7. 奇妙科学体验日活动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
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8. 2018上海科普电影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
市科学技术协会

9.
“智慧蓝领 急救达人”决赛活
动

上海市黄浦区体检站、上海
市科普作家协会、 “智慧医
典”科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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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10.
《十万个为什么—嘿哈辟谣站》
全国科普日上海广播首档人工智
能科普节目启动

上海新闻广播

11.
全能脑力王机械臂 “扳手腕”大
赛科普日专场活动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
炫动传播有限公司

12.
身边的环保科普———系列环境生
态特色教育

上海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系、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

13.
“创新引领时代,智慧点亮生活”
上海市公路学会全国科普日活动

上海市公路学会

14.
爱牙日大型主题宣传专家咨询活
动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上
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15. 世界狂犬病日主题宣传活动
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上海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
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
2018年上海市预防医学会 “全国
科普日”活动———合理膳食 均
衡营养 促进健康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办公室、上海市健康促进中
心、上海市预防医学会

17. 2018年上海市青少年 “育太空种
子 做有责任的人”活动

上海市宇航学会

18. 类脑人工智能主题论坛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
术研究院

19. 2018年 “全国科普日”活动制冷
科普进社区、学校

上海市制冷学会、中国制冷
学会、同济大学、上海海事
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海洋大学、东华大学

20. 2018年 “全国科普日”黄浦商业
科普节活动

上海市黄浦区公民科学素质
工作领导小组

21. “科普我知道”科普影视微视频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淮海
中路街道办事处

—8—



序号 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22.
“提升科学素质,共创文明黄浦”
黄浦商业科普定向赛活动

上海市黄浦区科学技术协会

23.
百度 AI植物园计划落地发布暨

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体验基地
启动仪式

上海植物园

24. 小生物中的大学问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
所

25.
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家园
———第四届自然保护周正大乐城
专场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斜土
路街道办事处

26. 第三届国际少儿创新艺术邀请展
上海艺术品博物馆、上海市
长宁区教育基金会、上海市
长宁区文化局

27.
魅力长宁,乐享智慧生活———人
工智能进校园活动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上海
市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长宁区科学技术协会

28.
“万物·家园”———2018年 “我
的自然百宝箱”

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科技
馆分馆)

29.
科普惠及美好生活———2018年静
安区 “全国科普日”主题活动暨
原创科普剧 《音速侠》首演

上海市静安区科学技术协会

30.
“创新引领时代,智慧点亮生活”
2018年宝山路街道 “全国科普
日”主题活动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宝山
路街道办事处

31. “最美家乡河”巡展活动 上海梦清园林管理有限公司

32. 小海龟的奇妙之旅 上海长风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33. 上海长风科普集市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协会、
上海纺织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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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34. 深海两万里乐高奇妙海底之旅
默林室内儿童乐园 (上 海)
有限公司

35.
“国际臭氧层保护日”暨 “全国
科普日”联合科普活动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
路街道办事处、上海冷冻空
调行业协会

36. 十年相伴,感恩盛会
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元2050/
2500未来生活体验馆

37. “Green,低碳家园”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凉城
新村街道办事处

38.
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2018 “全国
科普日”系列活动

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

39. 2018上海市虹口区科普摄影图片
展览———曲阳二中展览

上海市虹口现代影像艺术协
会

40.
全国科普日 “小小投递员”亲子
科普体验活动

上海邮政博物馆

41. 化学创新实验———异形瓶镀银 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

42.
“童话之光 科学创响”———上
海安徒生童话乐园 “科学之夜”
系列活动

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

43. 2018年上海市杨浦区小学生暑期
科普视频网上竞答活动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44. 国歌故事进课堂
上海市杨浦区文物管理事务
中心 (国歌展示馆)

45. 2018年杨浦区 “全国科普日”启
动仪式及主会场活动

上海市杨浦区科普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上海市杨浦区
公民科学素质工作联席会议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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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46. “留住自然”植物敲拓染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

47.
印刷术探源———千年印刷文化之
旅

上海印刷博物馆

48. 2018年闵行区科普嘉年华活动
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
会、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
协会

49.
创新·实践·成长———2018长三
角科普微童话创作实践活动成果
展

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
会、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
协会、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50.
少儿科普电视栏目 《阿拉一起
玩》开播

上海市闵行区文化广播影视
管理局、上海市闵行区教育
局、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
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科学
技术协会

51.
创新浦江 绿色共享———2018年
浦江镇全国科普日活动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科学技
术协会

52.
科普的世界真奇妙! ———2018闵
行区 “科普奇妙夜”开启科普世
界的奇妙之旅

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
会、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
协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
府浦锦街道办事处

53.
马桥镇 “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仪式暨科普话剧 《保健品? 不保
健康!》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人民政
府科协

54.
“宝山100”未来创新人才成长行
动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
术指导站

55. 2018上海 “Hi-Tech”科技嘉
年华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

56. 博物馆科普奇妙夜 上海玻璃博物馆

57. 金罗蒲公英,遍撒家乡土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科学技
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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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58. 中国陶瓷系列之青花互动体验
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 (上海
陶院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9. “我是小小帮餐员” 上海新迎园食品有限公司

60. 工匠训练营———倡导创新文化 上海市嘉定区总工会

61.
“走进声学世界 探索声音奥秘”
2018年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
研究站

62. 2018全国科普日 “科技让汽车和
生活更智能” 上海驿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63.
太太乐首届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
赛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64.
“魅力新城 品质嘉定”城市定
向赛事活动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人民政
府

65.
“穿越时空的旅行”亲子科技嘉
年华

上海汽车博物馆、上海科技
会展有限公司

66. 走进嘉图 品尝科学盛宴 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

67. 2018年浦东新区 “全国科普日”
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届科普定向赛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
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科
学技术协会

68. 2018年浦东新区第二季科普诗词
大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上
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
管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
会、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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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69.
2018年中科大上海研究院 “全国
科普日”活动—墨子沙龙公益讲
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
院 (上海中科大量子工程卓
越中心)

70. 2018年浦东新区科技进校园科普
巡展活动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
会

71.
让爱听见———听力健康科普及老
年人听力筛查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

72. 2018年浦东新区中医药科普文化
节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
会、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中
医医院

73.
你美得很科学! ———第一届彩虹
鱼科学与艺术展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
会、上海海洋大学、彩虹鱼
深海科普体验基地

74. 浦东新区第五届科普微视频大赛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
会

75.
科普艺术月暨2018浦图数字体
验嘉年华

上海浦东图书馆、上海浦东
新区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协
会、上海浦东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76.
上海科博会 “科技游园会”浦东
新区巡展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
会

77.
“以心之名 携手筑爱”阳光爱
心科普活动

上海市金山区科技馆、中国
致公党上海市金山区委员会

78. 2018年金山区 “科普达人”益智
答题活动

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局、上海
市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9. 时代的选择———可持续发展 上海金山丰泽淡水鱼种场

80. 科普汇演大家看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科学
技术普及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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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梦想从这里起航,科技因你而
精彩”暨 “科技助力火箭腾飞”
科普日活动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科学技
术协会

82.
“餐桌上的水生植物园”亲子科
普活动

上海辰山植物园

83.
“气象科普校园行”———智慧气
象,播撒科学的种子

上海市松江区气象局

84.
2018年金泽镇 “全国科普日”活
动启动仪式暨亲子科普、质量科
普活动

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科学技
术协会

85. “活字生香”活字文化艺术展 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86.
2018年朱家角镇 “全国科普日”
活动启动仪式暨一镇一品水岸科
普集市开幕式

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科学
技术协会

87.
创新引领时代,智慧点亮生活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初体验

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办
事处科协

88. 上海元祖启蒙乐园科普之夜 上海元祖启蒙乐园

89.
我是 “园艺”小创客———给 “奉
贤美”再来点创意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

90. 用 “风”和 “水”承载想象 上海奉贤区趣野科普俱乐部

91.
探索科技 创造未来———科学制
作小达人系列活动

探新奇公益活动中心

92. 2018上海红枫节
上海崇明东平森林公园生态
科普教育基地

93.
“创新小制作,助力大科技”科
普系列活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
府

94. 农民丰收节暨南瓜嘉年华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人民政
府

95.
“我眼中的生态横沙”随手拍摄
影大赛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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