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预 防 医 学 会

预会发 (⒛20)147号

中华预防医学会关于推荐年度科普人物和

年度科普作品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各系列期刊、各健康科普基地、各省预防医学

会及各有关单位 :

按照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
“
典赞·2020科普中国

”

宣传推选活动的通知》(科协办发普字 (⒛⒛)⒛ 号)的要

求,中 华预防医学会将推荐年度科普人物和年度科普作品,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

一、推选项目

本次推选包括年度科普人物和年度科普作品。

(一 )年度科普人物分为基层科普人物、科研科普人物、

科普特别人物等三类,分别约占三分之一。

(二 )年度科普作品分为科普图书图文、科普影音视频、

科普展览展品等三类,分别约占三分之一。

(三 )⒛ 17、 ⒛ 18、 ⒛19年 已获
“
典赞·科普中国

”
十大

科学传播人物、十大网络科普作品奖项的不再参与本次推选

活动。

二、活动安排



(一 )推选阶段 (⒛⒛ 年 9月 30日 前 )

各分支机构、各系列期刊、各健康科普基地、各省预防

医学会、各有关单位组织开展推选年度科普人物和作品 (基

本条件详见附件 1)。 其中,人物项分为基层科普人物、科研

科普人物、科普特别人物等三类,每类推选不超过 1个 ,人

物项推选总数不多于 3个 ;作 品项分为科普图书图文、科普

影音视频、科普展览展品等三类,每类推选不超过 1个 ,作

品项推选总数不多于 3个。

(二)评审阶段 (⒛20年 10月 上旬)

我会分类梳理各单位上报的有关材料,组织专家评选出

年度基层科普人物、年度科研科普人物、年度科普特别人物、

年度优秀科普图书图文、年度优秀科普影音视频、年度优秀

科普展览展品等,每类均不超过 6个 。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网

站公示后,按要求报送中国科协科普部。

三、有关要求

(一 )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各分支机构、各系列期刊、

各健康科普基地、各省预防医学会、各有关单位要立足工作

实际、紧贴工作主线,着重推荐方向正、影响大、群众认可

的
“
最美、最佳

”
科普典型,鼓励向服务脱贫攻坚、疫情防

控、防汛救灾等重大任务的科普工作者倾斜。

(二 )加强宣传、提升影响。中华预防医学会将在中国

科协科普部的支持下,协调相关平台和媒体宣传展示推选出



的科普人物和作品等先进典型,请各推荐单位积极配合。

(三 )报送方式。

拟推荐单位填写推荐函 (附件 2)和推荐表 (附件 3),

由推荐单位负责人签字 (或 )盖章后将扫描电子版和 word版

一并发送至指定邮箱 (命名
“
类别+姓名+单位

”
)。 并请于

zO⒛ 年 9月 30日 前将推荐函、推荐表原件以及相关材料快

递至指定地址;参评的科普图书需提交 4套作品样本。未在

规定时间内报送推荐函及相关材料的,视为报名无效。

四、联系方式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普信息部

联 系 人:文刂倩 李丿丨丨

联系电话:01O-8茌 017413

电子邮箱:kpxxbOcpma。 org。 cn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威里 25号 5012室

由阝 编: 100021

附件:1。 基本推荐条件

2.推荐函 (样例 )

3.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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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本推选条件

一、年度科普人物基本推选条件

年度科普人物分为基层科普人物、科研科普人物、科普

特别人物等三类,各类分别约占三分之一。

(一 )基层科普人物

1.热 爱科普事业,长期在一线从事具体科普工作的人员,

包括科技辅导员、科普中国信息员、农技推广员、流动科技

馆和科普大篷车工作人员等。

2.具有较强的科技传播、推广、示范和组织能力,业务

素质好,坚持创新,特色突出。

3.带 头开展和组织科普活动,受众面广,深受公众欢迎 ,

科普工作成效显著。

(二 )科研科普人物

1.热 爱科普事业,长期从事科普工作的科研工作者,积

极参与科普报告的老科学家,在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中做

出突出贡献。

2.能够将科研成果通过科普手段广泛传播,开发具有创

新性和推广价值的科普作品,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3.科普受众面大,社会效益显著。

(三)科普特别人物

热爱科普事业,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急难险重任务 ,



作出积极贡献的科普工作者。例如,在今年脱贫攻坚任务中

通过开展科普扶贫、扶智成效显著的,在疫情防控、防汛救

灾中通过开展应急科普成效显著的。

二、年度科普作品基本推选条件

年度科普作品分为科普图书图文、科普影音视频、科普

展览展品等三类,各类分别约占三分之一。

(一)科普图书图文

1.⒛ 18年 1月 9020年 8月 期间,在 国内首次公开出版

或发布的原创中文类科普图书图文。

2.套书需在全部完成出版后整套参评;丛书可整套参评 ,

也可以其中单册图书参评。科普图文字数不限、制作精良,

成系列图文优先,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等平台传播量高、影

响力大。

3.参评的科普图书要达到国家合格品标准,具有较好的

发行量和受众面。

(二 )科普影音视频

1.2018年 1月 一2020年 8月 期间在国内影院、电视台、

广播、网络平台等首次公开播映或正式发布的原创中文类科

普影视、音频和视频。作品无知识产权纠纷,符合相关政策

规定。

2.科普影视包括纪录片、教育片、动画片、科幻片等 ,

符合国家有关影视播出、放映技术指标的有关规定。

3.科普音视频主要是面向广播渠道和新媒体、网络平台



等渠道公开发表的音视频精品资源,成系列的科普音视频优

先,作 品要制作精良,具有广泛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

(三)科普展览展品

1.⒛ 18年 1月 -2020年 8月 期间举办的科普展览和展出

展品。

2.要 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围绕科学现象、

原理、技术应用等设计的展览和展品。

3.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具有良好的展示效果,能够达到

形式设计与内容设计的和谐统一,能够形象展示科学现象和

原理。



附件 2

推荐函 (样例 )

一、组织单位

×××分会 (或 )× ××期刊 (或 )× ××单位

二、推荐名单

(一 )候选年度科普人物 (按评审结果排序 )

姓名、职务/职称、所属类别

(二 )候选年度科普作品 (按评审结果排序 )

名称、所属类别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负 责人签字或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

附件 3

推荐表
(基层科普人物 )

姓 名 出生年月

照片

(单 人横、竖版生活

照各一张,大小不超

过 1M)

工作单位 性  别

职 务 职 称

联系电话 曲阝  筇自

推荐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阝  筇自

人物简介

简要概述 :(对人物做简要概述,不超过 sO0字 。详细材料可 乃附,不超过

2000字 。填写时清删除本段。)

获奖情况 :

推荐理由

(清根掘活动通知征集和推荐条件填写,不超过 ,00扌 。可单独另附材料 ,

不超过 1000字 c填写时请删除本段。)



推荐表
(科研科普人物 )

姓 名 出生年月

照川

(单八磷、贤牍锥诂

姊筇 怅 `人小亻∵耐

讨 1M)

工作单位 性  别

职 务 职 称

联系电话 由阝  筇自

推荐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阝  筇台

人物简介

简要概述:←古人物做简要概谪,不超过 3θ0字◇详细材料可耳附9不超过

2CO0守 。摸写时谪删除本段今)

获奖情况 :

推荐理由

(清摞据活动通知征集和推荐条仵填写,不超过⒛0字 c可荜独艿猢材料 ,

不超过 ⒃00宇 。旗写时清删除本段。)



推荐表
(科普特别人物 )

姓 名 出生年月

照川

(单人横、竖版生满

照各—张 `大小不超

过 lM)

工作单位 性  别

职 务 职 称

联系电话 由阝  筇自

推荐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阝  筇自

人物简介

简要概述 :(叉寸人物做简要概逑,不超过 sO0字 。洋细材料可另附`不超过

⒛00宁 。填写时请删除本段。)

获奖情况 :

推荐理由

(清根据活动通知征集和推荐条件焕写.不超过 200字。可单独另阳材料 .

不超过 1000字 。填写时请删除本段。)



推荐表
(科普图书图文 )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图书 □图文 字数

图书出版单位 首次出版日期

图文创作单位/作者 首发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阝  筇自

推荐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阝斧台

作品简介

(对 作品做简要概述,不超过 300字。作品网上链接及详细材料可另

附,不超过 ⒛00字 。其中,科普图书类须邮寄 3套 作品样本至 《通

知》中指定地址￠填写时请删除本段。)

获奖情况 :

作者情况

姓 名 性 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电话

推荐理由

(清根据活动通知征集和推荐条件填写,不超过 900字。可单独另附

材料,不超过 1000宇 。垠写时请删除本段。)



推荐表
(科普影音视频 )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影视 □音频 □视频 总时长

影视出版单位 首次出版日期

音视频创作单位/作者 首发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阝  宋自

推荐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阝筇自

作品简介

《对作品做简要概述。不超过 3θ0守。详细材料 x,r艿 附,不超过

2000字。填写时请删除本段 c〉

网上可浏览链接 :

传播量/票房等相关传播数据 :G正 明材刑另刖)

获奖情况 :

作者情况

姓 名 性 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电 话

推荐理由

(谛根据活动通知征象和推荐条件蚺写,不超过 200字 ◇可单独

另附‖料,不超过 1000字 。填写时请删除本段。)



推荐表
(科普展览展品)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展览 □展品

展览/展品组织单位 展出日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阝  筇自

推荐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由阝斧台

作品简介

(对作品做简要概述,可包括选题意义、设计思路、展览 (品 )框架

及内容、展品构成、创新
`点

及展出情况等,不超过 sO0字。作品设计

方案、设计图、网上链接及详细材料可 男附页。填写时请删除本段。)

获奖情况 :

推荐理由

(请根据活动通知征枭和推荐条件填写,不超过 200字。可单独另附

材料,不超过 1000字 。焕写时清删除本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