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二批认定河北省科普示范基地名单

序号 科普领域 申报单位 归口单位

综合场馆类

1 历史文明 定州市博物馆 定州市科学技术局

2 历史文明 武安市磁山文化博物馆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3 历史文明 唐山博物馆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4 历史文明 馆陶博物馆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专题特色类

5 信息技术 唐山多玛乐园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6 信息技术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工程训练与创新创

业教育中心）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7 农林牧渔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8 生命科学 石家庄赞皇县蕊源蜂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9 天文地理 防灾科技学院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10 信息技术 河北达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市科学技术局

11 历史文明 峰峰矿区大家陶艺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12 建筑水利 邢台县盛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13 天文地理 河北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河北气象局

14 信息技术 燕山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河北省教育厅

15 工业技术 安平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衡水市科学技术局

16 生命科学 河北一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17 农林牧渔 河北卓正神农大观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18 其他 南宫市私立丰翼中学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19 农林牧渔 河北广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20 军事科技 河北军鼎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21 工业技术 河北明尚德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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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他 保定市河北小学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23 生命科学 水世界（沧州）发展有限公司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24 工业技术 邯郸市永年区标准件产业发展管理委员会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25 工业技术 赞皇县雪芹棉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26 农林牧渔 河北塔元庄同福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27 建筑水利 廊坊师范学院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28 生命科学 共青团沧州师范学院委员会 共青团河北省委

29 航空航天 沧州晟辉航天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30 农林牧渔 遵化市鼎珍养蜂专业合作社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31 农林牧渔 玉田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32 安全科学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救援指挥学院）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33 工业技术 河北新林坡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34 天文地理 河北地质职工大学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35 历史文明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36 医药健康 安国市中药都药博园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37 信息技术 衡水智高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市科学技术局

38 工业技术 河北通用微波塔有限公司 衡水市科学技术局

39 工业技术 唐山博玉骨质瓷有限公司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40 工业技术 河北金沙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41 农林牧渔 河北绿多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42 信息技术 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43 工业技术 河北乐寿鸭业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44 信息技术 唐山市铭迪轩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45 农林牧渔 河北捷如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46 建筑水利 河北雪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辛集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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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建筑水利 唐山金孚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48 生命科学 邯郸市复兴城市和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49 信息技术 承德智翔机器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德市科学技术局

50 工业技术 河北空调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衡水市科学技术局

51 安全科学 河北五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52 农林牧渔 临城县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53 能源科技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54 天文地理 保定理工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55 天文地理 河北省沧州市气象局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56 航空航天 河北天启通宇航空器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57 天文地理 邢台学院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58 天文地理 邯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59 物理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数理系） 河北省教育厅

60 工业技术 阿里云创新中心（平乡）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61 农林牧渔 河北金桑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定州市科学技术局

62 物理 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63 天文地理 河北省魏县气象局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64 安全科学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警务指挥学院）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65 医药健康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66 医药健康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67 工业技术 邢台春蕾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68 环境科学 河北欣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69 天文地理 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70 农林牧渔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局

71 生命科学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翼展鸟类救养中心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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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工业技术 沧州工业设计创新中心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73 信息技术
河北省地矿局第七地质大队（河北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雄安地质调查监测中心）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74 农林牧渔 河北正农牧业有限公司 辛集市科学技术局

75 农林牧渔 京南梦有限公司 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76 农林牧渔 任丘市悬圃灵芝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77 农林牧渔 石家庄紫藤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78 农林牧渔 鹿泉区天益种植专业合作社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79 农林牧渔 赞皇兴春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80 医药健康 河北北方学院 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局

81 信息技术 张家口学院 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局

82 信息技术 邯郸学院（软件学院）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83 信息技术 沧州市第二中学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84 农林牧渔 石家庄市丸京干果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85 工业技术 北方机电工业学校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86 天文地理 保定市气象局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87 环境科学 张家口东萱生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局

88 工业技术 保定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89 信息技术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90 材料科学 有研稀土高技术有限公司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91 信息技术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承德市科学技术局

92 建筑水利 承德市嘉木古典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市科学技术局

93 农林牧渔 保定市易园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94 农林牧渔 河北枣能元食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信息传媒类

95 安全科学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防火工程学院）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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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信息技术 河北热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97 信息技术 张家口量位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局

98 医药健康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99 信息技术 邯郸广播电视台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100 其他 河北省创新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 河北省教育厅

101 医药健康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102 环境科学 中科政银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科研基地类

103 历史文明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104 农林牧渔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105 安全科学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06 信息技术 保定迈拓港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107 医药健康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08 医药健康 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109 工业技术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市科学技术局

110 信息技术 河北工程大学（矿业与测绘工程学院）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111 农林牧渔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112 农林牧渔 平泉市希才应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承德市科学技术局

113 安全科学 河北冠卓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114 安全科学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115 航空航天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航空宇航学院）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116 生命科学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117 医药健康 河北大学（中医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118 医药健康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119 工业技术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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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天文地理 河北省地质工程勘查院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21 生命科学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122 天文地理 河北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大队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23 天文地理 河北省地矿局第八地质大队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24 工业技术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125 安全科学 石家庄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26 生命科学 河北省区域地质调查院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27 工业技术 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128 农林牧渔 河北华耀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129 生命科学 北京化工大学秦皇岛环渤海生物产业研究院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

130 农林牧渔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131 农林牧渔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究所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132 农林牧渔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

资源研究中心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133 信息技术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河北省教育厅

134 工业技术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动力工程系）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135 建筑水利 河北工程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136 环境科学 河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37 材料科学 河北复朗施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定州市科学技术局

138 工业技术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承德市科学技术局

139 建筑水利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省教育厅

140 建筑水利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 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局

141 工业技术 三安车业集团有限公司 辛集市科学技术局

142 生命科学 河北三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143 信息技术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警务装备技术学院）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144 环境科学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口市科技局



- 7 -

序号 科普领域 申报单位 归口单位

公共服务类

145 其他 唐山市保利青少年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146 历史文明 张北县元中都遗址保护区管理处 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局

147 其他 河北省开平区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148 其他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149 其他 赞皇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150 天文地理 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51 天文地理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木兰围场小滦河国家

湿地公园管理处
承德市科学技术局

152 天文地理 河北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53 其他 武安市白沙村科普基地 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154 其他 邯郸市图书馆 邯郸市科学技术局

155 其他 沧州市城乡规划馆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156 其他 无极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

157 天文地理 沧州玉龙湾旅游有限公司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158 其他 河北方知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保定市科学技术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