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气象学会文件 
 

鲁气会发〔2019〕2号 

 
山东气象学会关于开展 

气象科普作品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市气象学会，各理事单位： 

根据《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举办全国气象科普宣传观摩交

流活动的通知》（气办函〔2019〕118号）（附件1）要求，山东

气象学会拟组织开展气象科普作品征集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气象工作者创作的图书

类、图解图文类、视频动画类、展品展项类等四类气象科普作品。 

1.图书类：推荐作品为产生一定社会效益的优秀科普图书。 

2.图解图文类：推荐作品包括图解、网站专题、H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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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频动画类: 推荐作品应为已通过电视、网络或新媒体等

公开播放的原创视频、动画。 

4.展品展项类：推荐作品应符合国情并在大型展览、气象科

技（科普、博物）馆或综合类科技（科普、博物）馆中展出过的，

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气象类展品展项。 

二、报送要求 

1.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干部职工踊跃参评，并对参评作品进行

筛选，每个单位每类作品1-3件。 

2.参评作品应当是我省气象工作者的原创作品，作者应保证

对作品拥有无争议的著作权。作品涉及的著作权、肖像权等法律

责任由参赛者自负。 

3.参评作品提交形式：（1）图书和图解图文类作品需提交5

本原件；（2）视频动画类提交电子版1份；（3）展品展项类需提

供360度全景视频或演示内容录屏电子版1份，并提供作品设计创

意、理念及实现方式等说明文本电子版；（4）每件作品需提交《全

国优秀气象科普作品推荐表》（附件2）电子版1份。 

4.各单位可参考《全国气象科普宣传观摩交流活动评分标准》

（附件3）将所有报送作品一并进行排序，填写《气象科普作品征

集评选活动参评汇总表》（附件4）并加盖公章，同时提交word

版1份。 

5.所有材料于7月31日前寄送至山东气象学会秘书处，以当地

邮戳为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dqxx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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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黄敏，0531-81603598； 

地址：济南市无影山路12号，山东气象学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250031。 

三、评选推荐 

1.学会成立专家组，按照作品类别分别进行评审，根据参评

作品的质量和数量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颁发获奖证书。 

2.从获奖作品中选出10件优秀作品推荐参加全国气象科普宣

传观摩交流活动。 

3.参评作品将择优被推荐到山东省科协科普资源库并参加山

东省科普创作大赛。 

  

附件：1.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举办全国气象科普宣传观摩 

交流活动的通知 

2.全国优秀气象科普作品推荐表 

3.全国气象科普宣传观摩交流活动评分标准 

4.气象科普作品征集评选活动参评汇总表 

 

 

山东气象学会           

2019 年 5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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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气 象 局 办 公   室 
气办函〔2019〕118 号 

附件 1 

 

 

 

 

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举办全国气象科普宣传

观摩交流活动的通知 
 

各省（区、市）气象局，计划单列市气象局，各直属单位，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各有关合作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

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国气象局党组关于气象科普宣传工

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加快构建社会化气象科普宣传工作格局，推

进气象科普宣传综合能力建设，中国气象局将举办全国气象科普

宣传观摩交流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活动分为气象科普作品征集评选和观摩交流两部分内容。 

征集评选活动在广泛征集气象科普作品基础上，将评选出

“百部气象科普好作品”“十大气象科普优秀作品”“十大气象科

普创客”，还将评选出 5个优秀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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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交流活动拟于 11月上旬举行，对各地气象科普工作亮

点、优秀气象科普作品和优秀气象科普基地等进行全面展示，邀

请各单位代表、获奖代表、知名科普专家等进行经验交流。 

二、活动组织 

（一）征集评选活动 

主办单位：中国气象局  科技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气象学会秘书处 

（二）观摩交流活动 

主办单位：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气象学会秘书处  中国气象报社 

三、作品征集 

面向全国气象部门、高校、中学、社会相关团体组织等征集，

以单位名义统一报名。 

四、联系方式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 

联系人：张  倩  电话：010-58994092   

        田依洁  电话：010-58994091   

        门树春  电话：010-5899351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6 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

传与科普中心 310 室 

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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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张倩/公共关系部/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CMA，田依

洁/公共关系部/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CMA，门树春/公共关系部/

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CMA 

邮箱：qxzsfx@163.com 

     

 

 

 

 

 

2019年 5月16日 

中国气象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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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优秀气象科普作品推荐表 

（2019 年） 
  推荐单位：                                             序号：           

名称  

类别 
图书类           图解图文类 

视频动画类       展品展项类 

推广成果  

主要作者 

（单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出版时间  

主要 

内容 

及创 

新点 

（限 2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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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省 
部级 
奖励 
情况 

（附获奖复印件） 

推荐 

单位 

（省、区、

市气象局

或院校等

相关单位） 

意见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议 

专家 

意见 

 

 

 

 

 

评议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评议 

结果 

 

 

 

 

评议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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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气象科普宣传观摩交流活动评分标准 
 

一、标准原则 

1.围绕普及气象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弘扬科学精神，创作的各类气象科普作品，要求突出气象科普工

作特色； 

2.参赛作品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抵制封

建迷信，抵制庸俗文化； 

3.参赛作品要求主题鲜明，内容科学，兼具创新性、知识性、

趣味性、艺术性，感染力强，观众易于接受； 

4.作品内容出现下列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制：（1）导向性、科

学性存在问题；（2）侵犯他人著作权；（3）图书作品内容编校

质量未达到合格以上（合格标准为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一）。 

二、分类评分标准 

1.图书和图解图文类 

（1）作品内容（30分）：全书、全文结构安排合理（10分），

主题突出、文笔优美（10分），具有较强的知识性、通俗性、趣

味性（10分）。 

（2）作品创新性（30 分）：作品选题内容创新（15 分），

作品表现形式及创作手法创新（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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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广运用及社会效益（30 分）：正式出版的图书及图

文作品通过发行量及其推广使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来衡量。 

（4）其他（10 分）：图文配置得当，版面设计合理，印刷

清晰。 

2.视频动画类 

（1）作品内容（30 分）：立意新颖、主题鲜明、内容健康

（10分）；语言生动、流畅、通俗易懂，具有感染力（10分）；

趣味性、实用性强（10分）。 

（2）作品创新形式（30 分）：表现形式具有时代感、创新

性（10分）；动漫技术应用熟练，制作艺术水平高、技术质量好

（10分）；画面构思新颖、色彩和谐，图像清晰直观，特技、音

效与内容巧妙结合（10分）。 

（3）作品推广（30 分）：作品在国家级或省级卫视以及主

要视频网站上播出，或在大型展会上播放，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4）其他（10分）：字幕文字使用规范等。 

3.展品展项类 

（1）展品内容（30 分）：展品内容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趣

味性和互动性。其中，展品本身具有多层次、多角度的展品设计，

表现出与观众需求相适应的丰富的知识内涵（10分）；展品能够

吸引多数观众自愿地、主动地从展品中学到知识（10分）；展品

能够激发并满足观众主动学习和探索的欲望，成为知识的主动探

索者（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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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品创新性（30 分）：展品创意独特，揭示或表现科

学原理的方式独特（10分）；展品的表现形式或者参与方式创新

（10分）；实现展品功能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创新（10分）。  

（3）展品可推广性（30 分）：优秀的科普展品应该具有较

好的耐用性和维修适应性、经济性。展品实际累积运行时间，即

展品的寿命长，展品维修必需的技术资料齐全，展品的易损件为

易购件或通用件，在满足使用条件下，展品结构简单易修、电路

简洁规范（15分）；展品制作成本、维修成本、运行成本和运输

成本低，展品适宜快速安装和拆卸（15分）。 

（4）展品安全性（10 分）：展品安全包括材料工艺安全和

运行安全两部分。展品的设计制造中，选用原材料的污染较小，

展品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要求，加工工艺编排合理（5分）；

涉及高温、高压、强电、易燃、易爆、有毒等的展品，对安全隐

患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保障展品运行安全（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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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气象科普作品征集评选活动参评汇总表 

推荐单位：             （公章） 

排序 姓名 电话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山东气象学会秘书处            2019 年 5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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