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6月27日，广东省、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广东省教
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工作会议。

2007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
省委书记张德江，教育部部长周济，科技部党组书
记、副部长李学勇，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
省长黄华华等省部领导及部分国家重点建设高校领
导等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工作会议与会
代表参观了广东省产学研科技创新成果展览会。

2007年6月28日，广东省产学研科技创新成果展览会开幕
暨产学研结合项目签约仪式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教育部部长周济，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中共广
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等领导参加启动仪式。



2007年12月14～15日，科技
部在广东省肇庆市召开泛珠三角
地区区域科技合作座谈会暨科技
信息服务现场会，科技部纪检组
组长吴忠泽、科技部副部长尚勇
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2007年7月30日，全省科
技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

2007年7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广州
召开2006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中共广东省
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等领导出席会议并分别为获奖代
表颁奖。



2007年10月12～1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

2007年12月26日，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广
州科技交流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2007年4月19日，广东省特色产业基地现场交流
会在佛山市南庄镇举行。

2007年9月13～14日，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
试点工作会议在东莞市石龙镇召开。

2007年7月25日，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主办，
广东省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承办的第三届全国省级高新
区工作研讨会在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举行。



2007年10月12日，由广东
省科技厅和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
联合支持建设的“华南技术交易
网”在深圳第九届高交会现场举
行开通仪式。

2007年9月23日，由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
协会、科技部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心、广东
省科技厅、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香港生产
力促进局等机构共同举办的2007寰宇生产力
产业经管交流论坛在广州隆重召开。

2007年4月14日，以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为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广东省人民
政府联合共建“中国农业科技华南创新中
心”签约挂牌仪式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
候补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
记翟虎渠与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
龙云参加签约挂牌仪式。



2007年2月12日，中山市
横栏镇“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
工程”重点示范点挂牌。

2007年3月21日，广东省科技厅与广东省农业厅在肇庆市高要白土镇举行
“农业科技下乡活动”。

2007年2月12日，广东
农村科技信息直通车工程
重点示范点座谈会在中山
市横栏镇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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