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S2021142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暨第三十届
广西科技活动周·广西创新驱动发展成就展工

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总工会、团区委、妇

联、科协，广西社科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教育厅、科技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安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然

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

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卫生健康委、应急厅、国资委、广

电局、林业局，广西科学院、自治区农科院，广西消防救援总队、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自治区地震局、自治区气象局，广西日

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 

《2021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暨第三十届广西科技活动

周·广西创新驱动发展成就展工作方案》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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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暨第三十届 
广西科技活动周·广西创新驱动发展 

成就展工作方案 

 

为做好 2021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暨第三十届广西科

技活动周·广西创新驱动发展成就展（以下简称“两周一展”）的组

织筹备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根据国家 2021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的总体部署，

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在“两周一展”期间精心打造党

史学习教育、广西科技创新成果展示、技术路演推介、科技列车

行、科普宣传等系列活动，全面宣传我区“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

成就，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惠及于民，营造更加浓

厚的创新氛围，引导全社会的力量积极投身创新实践，为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作出贡献。 

二、活动主题、时间及地点 

（一）主题。 

百年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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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 

2021 年 5 月 22 日至 28 日。 

（三）地点。 

全区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自治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科技创新发展办公室。 

支持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

总工会、团区委、妇联、科协，广西社科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安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

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卫生健康委、应急厅、国

资委、广电局、林业局，广西科学院、自治区农科院，广西消防

救援总队、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自治区地震局、自治区气象

局，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 

执行单位：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广西科技情报研究所、

广西科学活动中心、广西科普传播中心、河池市人民政府。 

四、活动安排 

2021 年“两周一展”由“1 个仪式、1 个展会、10 大活动”构成。 

（一）启动仪式。 

仪式于 5 月 22 日上午，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2 展厅举行，

设置首批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员授旗、广西十佳科普使者颁奖等环

节。（自治区科技厅、创新办，桂林市人民政府牵头，会同各支持

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二）2021 年广西创新驱动发展成就展。 



 

 — 4 — 

采用“云”成就展和线下实体展览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回顾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者进行突破、建设、改革的光辉

历程，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系统总结广西科技改革、创新发展的

实践经验及广西科技创新的重大成果，重点展示我区“十三五”以

来在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技术研发转化、创新团队平台建设、

科技招商引资引智、科学知识普及宣传等方面的科技创新系列成

就。 

1．“云”成就展。 

在广西网上技术市场（http://www.gxjssc.cn/）建设“云端”展厅，

采用融合信息导航、视频宣传、图文并茂的网上互动集成系统，

从重大技术研究与突破、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型企业

培育、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科技创新合作、科技助力

脱贫攻坚、科学知识普及宣传等方面展示党领导下广西科技发展

史，以及“十三五”科技创新系列成就。（自治区科技厅、教育厅、

财政厅、农业农村厅、科协、创新办，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自治区农科院，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牵头，会同各支持单位组织实

施） 

2．线下成就展。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 区 B2 展厅举行，展期三天（5 月 22

日至 24 日），展览面积 11560 ㎡，按“整体布局、分区布展、重点

展示、全面宣传”思路，设置 8 大展区。 

（1）党领导下的广西科技发展史展区。 

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系统总结回顾在党的领导下广西

科技发展历程及取得的科技成果。党中央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每

一个关键节点作出的重大部署，展现党中央通过把握我国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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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引导我国

科技事业逐步走上人才强、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

创新发展新路径。全面回顾广西科技事业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

怀下、在自治区领导的重视下不断发展、突破的光辉历程，充分

展现广西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科技政策的显著成效，集中展

示广西科技创新的重大成果，展现广西科技工作的成长、变化及

未来的展望。（自治区科技厅牵头，会同各支持单位组织实施） 

（2）“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区。 

全面展示我区“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突出展示我区紧紧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坚持“前端聚焦、中间协同、后端转化”，

在产业细分领域开展的重大技术攻关部署，在重大技术创新、重

大成果转化取得的新突破及新产品。（自治区科技厅、创新办牵头，

会同各支持单位组织实施） 

（3）科技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 

分为主题城市桂林市展区和其他 13 个设区市展区。重点展示

设区市、高新区的“十三五”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以及科技创新加

速当地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发展的典型事例，突出展现当地优势

领域、核心产业、龙头企业的创新实物。（各相关设区市人民政府

牵头，组织高新区及相关单位实施） 

（4）创新合作成果展区。 

展示我区与发达省市、大院大所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取得科技

创新合作成果及实例。（自治区科技厅牵头，会同各支持单位组织

实施） 

（5）科技金融展区。 

展示自治区科技厅打造的“拨投保贷贴”科技金融扶持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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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及各银行科技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全面展示金融科技解

决方案。设置互动交流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现场提供融资解决

方案。（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牵头，会

同各支持单位组织实施） 

（6）乡村振兴展区。 

展示新时期广西农业农村科技工作，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发展

成果，突出展示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技术项目，良种繁育、高效栽

培、综合防控等领域突破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优势特色农业、

农机、农产品等，推广精准扶贫新模式。（自治区科技厅、农业农

村厅、农科院牵头，会同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各有关单

位组织实施） 

（7）科普互动区。 

组织自治区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自治区科普工作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开展科普体验活动，突出展示本系统、本行业最具

代表性的科普项目、成果和展品，重点组织互动性强、体验好、

参与度高的科普项目、成果和展品参展，以现场演示、AR/VR 视

频、展演、有奖问答等形式增强互动性，让观众能够直接参与演

示、实地操作、触摸体验。（自治区科技厅、科协牵头，会同各支

持单位组织实施） 

（8）科技成果路演区。 

围绕广西产业升级发展需求，面向前沿科技发展方向，通过

前期面向广西区内、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征集

科技创新合作技术需求，创新成果等项目，开展项目路演、成果

推介等专题对接活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合作。（自治区科技厅牵

头，会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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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专题活动。 

在全区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推动科学知识普及，进一

步营造全民创新的浓厚氛围。主要开展 9 大专题活动。 

1．科技列车河池行。科技列车行由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国

家民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 11 个国家部委联合自治区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组织开展一系列科技服务和科普活动，是全国

科技活动周重大示范活动之一。（自治区科技厅、科协，河池市人

民政府牵头，会同各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2．创新政策大宣讲活动。邀请区内外高端专家学者，通过培

训班、报告会等形式，在各地宣讲解读国家、自治区科技创新和

科技招商引智政策文件，设区市各组织宣讲活动 2 场以上。（自治

区科技厅、科协牵头，会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组织

实施） 

3．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组织 1000 人次科技特派员深入

乡村农户，通过实地咨询、技能培训、书籍发放等形式向贫困户

传授乡村振兴技艺。（自治区科技厅、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农科院，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4．广西“十佳科普”大赛。举办 2021 年广西十佳科普使者选

拔赛、广西十佳科普读物大赛、广西十佳科普视频大赛，选拔优

秀选手和作品参加全国大赛。（自治区科技厅、教育厅、科协、文

化和旅游厅、广电局，广西社科联组织实施） 

5. “科学之夜”活动。邀请青少年家庭观看科普剧、聆听科普

讲座、趣味科普知识竞答等。（自治区科技厅、科协组织实施） 

6．科技下基层系列主题活动。各设区市和自治区科技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自治区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发挥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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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力量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网站开展科技和科普活动。

（各支持单位组织实施） 

7．优质科技资源开放活动。组织各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

术企业及各科普基地、场馆向民众免费或半价开放。组织中小学

生参观广西创新驱动发展成就展并配合开展系列观展征文活动。

（自治区科技厅、教育厅、科协，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牵头，会同

各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8．国际院士联合体服务广西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与国际院士

联合体组织委员会合作，动员和组织国内外院士、专家发挥科研

优势、人才优势，结合广西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聚焦广西发

展的科技创新问题，共建科创中心，推动院士项目落地广西，推

动面向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加强重点产业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提升广西科技创新能力，助推广西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共同谱写新时代广西发展新篇章。（自治区科技厅、广西产业

技术研究院组织实施） 

9．中国科学院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广西行。充分发挥中国科学

院高智人才资源优势以及学科优势，促进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

提升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开展博士后成果转化实施、博士后

企业孵化、博士后挂职锻炼等系列工作。通过搭建人才交流平台，

不定期组织、开展人才交流活动，邀请高层次人才共同研讨重点

课题，合力推进技术攻关，深化政、产、学、研合作，为加快推

进广西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自治区科技厅、广西产业

技术研究院组织实施） 

10．科技宣传活动。组织协调中央驻桂和自治区主要新闻媒

体，争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线上线下持续宣传，“两周一展”



 

 — 9 — 

各项活动，深入报道我区科技创新系列成效，广泛宣扬杰出的创

新单位和个人；活动现场将首次采用直播“带货”的形式，进行广

西科技创新成果和产品推介。（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技厅、

科协、广电局、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五、进度安排 

5 月 14 日前，召开协调动员会。 

5 月 18 日，召开新闻通气会。 

5 月 19 日至 21 日，布展。 

5 月 22 日，启动仪式。  

5 月 22 日至 24 日，展览。 

5 月 25 日，撤展。 

5 月至 12 月，举办各项科技专题活动。 

6 月 4 日前，各设区市、自治区各支持单位撰写总结提交自

治区科技厅。 

6 月 25 日前，河池市撰写“科技列车河池行”总结提交自治区

科技厅。 

6 月 30 日前，自治区科技厅撰写总结上报科技部和自治区人

民政府。 

六、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工作组织领导。 

举办“两周一展”，是自治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

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是展示“十三五”科技创新系列成就的

重要平台，是广西科技界一年一度的盛会，各设区市、各部门、

各单位要把思想统一到国家和自治区的要求上来，加强“两周一

展”筹办工作的组织领导，制订详细实施方案和安全预案，全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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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项工作。自治区科技厅负责“两周一展”的统筹协调工作，广

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广西科技情报研究所、广西科学活动中心

负责“两周一展”筹备的具体实施工作。各设区市要成立本地“两周

一展”筹备办公室，落实工作机构和人员，负责本地参加自治区主

场活动和举办各项科技（科普）主题活动的统筹组织工作。  

（二）突出重点，全面展示，打造“两周一展”精品品牌。 

各设区市、各部门、各单位要发挥自身优势，组织本地区、

本系统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宣

扬广西科技改革、创新发展的实践经验，宣传科技创新支撑产业

高质量发展取得的系列成果，以生动的讲解和多彩的互动强化展

览效果，全面展现“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举办科技专题活动要

突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展示科技创新驱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加强宣传，广泛发动，不断提升“两周一展”影响力。 

各设区市、各部门、各单位要做好本地区、本系统的宣传发

动工作，充分依靠各类新闻网络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宣传“两周

一展”各项活动，多角度、深层次报道最硬核的科技成果，最感人

的创新故事，最亮眼的科技项目和产品；通过制作快闪视频、宣

传片、长图文等，在自媒体渠道上进行重点预热宣传，为“两周一

展”造势，营造创新氛围，让更多的公众关注和参与“两周一展”，

促进全民支持创新、参与创新。 

（四）强化总结，推广先进，推动“两周一展”常办常新。 

各设区市、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做好“两周一展”总结工作，

在 2021 年 6 月 4 日前将活动情况及相关数据图片报送自治区科技

厅汇总，自治区科技厅形成总结报告上报科技部和自治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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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并向有关单位推广先进经验做法。 

七、联系方式 

何艳莉：0771－3370831 13977106980 

莫文胜：0771－2613606 13978157696 

邮  箱：cexhi2021@cattc.org.cn 

 

 （编辑单位：第二秘书处  通知发送时间：2021/5/12 10:42:12） 


	FNO
	FTitle
	FContent
	edit_unit_name
	Fedit_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