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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环境科学分会2019年学术年

会顺利召开

·中心3项成果喜获2018年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

·中心派员参加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培

训班授课

·中心开展浙江省湾长制调研

·中心派员参加2019年南海东部海域溢油应急

联合演习

·离退休党总支组织支部委员赴盘锦参观学习

·信息室党支部开展“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主题党日活动

·岛屿室党支部和老党员一起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党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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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中心党委组织全体党

员参加生态环境部系统党员干部大

会，会后，随即召开了党委理论中

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传达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会

议由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王菊英

主持。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张震宇，中心副主任韩庚辰、张志

锋、樊景凤出席会议，中层以上干

部参加会议参会。

会议观看学习了十九届四中全

会会议视频，并从尊重原文、统筹

全文的角度，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会议指出，全会是

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之际、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

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重点研究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问题并做出决定，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政治上、

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党

的十九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更加复

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事

业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继续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新的

伟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最重

要、最根本

的就在于有

习近平总书

记这位核心

和领袖的掌

舵领航，有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会议强调，深入贯彻全会精神，

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引，以建设美丽中国为

目标，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以解决制约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

体制机制问题为重点，加快建立健全

生态环境治理的架构体系。按照李干

杰部长的要求，从加强生态环境监管

体制机制建设、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全

民参与、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和执法司法制度、完善生态环境经济

政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以

及加快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六个方

面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

纵深推进。

会议传达并学习了《关于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的通知》精神。会议强调，在学习教

育中引导党员干部把爱国、爱党、爱

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在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中培养党员干部爱国之情、砥

砺强国之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系列活动中激发党员干部的爱国热

情；把党员干部的爱国热情转化为促

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行动。

（党办 苏航 供稿） 

11月13日,信息室支部组织全

体党员前往大连市档案馆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观看“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专题展览。

本次专题展览主要以历史脉络

为主线，通过600多幅珍贵的历史

照片，400多件稀有的历史实物和

60多份罕见的档案文件，全方位地

展示了大连市从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各个时期在经济、文化、

民生、国防等各项事业中取得

的辉煌成就，彰显了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奋进的大

连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奋发图强、砥砺前进，努力建设美

好家园的丰硕成果。

通过一个小时的参观学习，大

家深切感受到了现在美好生活的来

之不易。同志们纷纷表示，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做好污染治

理攻坚战的排头兵、顶梁柱，为建

设“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的

美丽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信息室 李序春 供稿）

按照部门党建活动计划安排，

10月31日，在辽东湾开展“湾长制”

西线调研期间，岛屿室党支部和本次

调研的指导专家苗丰民同志共同观看

《榜样4》，开展了一次别样的主题党

日活动。

在辽东湾开展“湾长制”西线调

研期间，岛屿室党支部全员和苗丰民

老师在电脑前共同观看了《榜样4》专

题视频。“本色英雄”张富清、“吃

亏书记”李连成、“扶贫之花”黄文

秀，“大湖鸿雁”唐真亚、“扶贫硬

汉”隋耀达、“环卫天使”李萌，以

科技报国的嫦娥“揽月天团”……一

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的背后有

着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

员。他们以对党忠贞的政治品格、

心系人民的公仆情怀、鞠躬尽瘁的

奉献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崇高品质，

给了大家以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

随后，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分享

交流观后感，感慨着榜样们初心不

改、勇敢担当，纷纷表示要向“榜
样”们学习。

其实，老党员苗丰民老师就是

调研组身边最好的榜样。本次外

业，已经退休的苗丰民老师带领调

研组在辽东湾逐湾、逐河地现场走

访、查找问题，他凭借自身多年的

工作经验，为调研组的青年一代们

讲解了地质成因与历史变迁，帮助

大家发现和梳理问题。身为一名老

党员，他以一颗质朴的初心继续挥

洒能量，发挥“传帮带”作用，为大
家传承了优秀的榜样精神。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是在外业期

间开展的集中学习，主题鲜明且别

具意义，大家既感受到了身边的榜

样，犹如闪耀的“灯塔”，为大家

照亮使命的“航向”，同时也学习

了“时代的楷模”，犹如喷涌

的“泉眼”，让大家汲取初心的力

量。
（岛屿室 于姬 供稿）

中心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抓住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牛鼻子”
——中心顺利完成渤海6地市入海排污口三级排查

——岛屿室党支部和老党员一起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外业归来，同榜样学习《榜样》

离退休党总支组织支部委员赴盘锦参观学习
为丰富离退休党支部学习活动，

不断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激发

党组织活力，近日，中心离退休党总

支联合中心生态监管室组织12名离退

休党支部委员赴盘锦滨海湿地生态站

参观学习。

支部委员先后参观了滨海湿地水

质在线监测系统、滨海湿地生态站实

验室。在生态监管室主任刘长安的介

绍下，老同志们详细了解了滨海湿地

生态站的整体规划以及鸟类监测、湿

地遥感监测等工作情况。随后，老同

志们实地走访了红海滩湿地保护区。

老同志们边走边看、边看边谈、边谈

边赞，深切体会湿地保护与恢复建设

成果。

通过此次活动，老同志们相聚

一堂，实地了解了滨海湿地的生态建

设，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发挥余热、献

智发展的积极性。大家纷纷表示，要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同心同德，为

中心的发展建言献策，为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离退休党总支 孙琪 供稿）

近日，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公布了辽宁省学术头雁（第一批）遴选

名单，我中心樊景凤研究员喜获入选。

希望中心广大科研人员以樊景凤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潜心钻

研、努力工作、勇攀科研高峰，推动中心科研事业的发展，为渤海污染

防治攻坚战做好支撑。

日前，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来函，对2019年北戴河旅游旺季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表现突出的个人予以表扬，我中心姜文博、冯志权、李冬梅、

姚敬元、张微微、陈艳拢、王震等7名同志在表扬名单之列。

在北戴河旅游旺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期间，中心组建了30余人的

骨干团队，充分发扬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精神和“严、真、细、实、快”

的工作作风，讲政治、讲大局、讲奉献，严格按照监测方案组织开展工

作，圆满完成任务。

姜文博等7人是团队的优秀代表，希望中心广大职工以北戴河旅游旺

季生态环境监测团队和受表扬的7位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进取，

继续发扬尽职奉献的工作作风，彰显中心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在生

态环境执法局的统一组织下，10月8日

至11月10日，中心会同松辽流域生态环

境监督管理局分三批次完成了大连、营

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和烟台等渤海

6地市的入海排污口三级排查。

入海排污口三级排查是在“渤海

地区入海排污口专项整治”一、二级排

查的基础上，通过“天地”结合、“人

机”互补，实现应查尽查，牢牢抓住渤

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牛鼻子”。

为保障三级排查工作顺利进行，中

心成立了数据挖掘分析小组开展排查前

的靶向分析，完成了各地市三级排查的

“一图两清单”，为现场攻坚

提供了精准目标。在攻坚手段

保障方面，中心新购了一批无

人机、水下摄像头和高倍望远

镜，每个城市组还配备了无人

船和水下机器人，用于水下声

纳探测、摄影摄像等疑难排口

的深度攻坚。此外，本次排查

(下接第二版)

信息室党支部开展“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主题党日活动

苗丰民老师带领踏勘现场 苗丰民老师实地讲解外业归来，相约学习“榜样” 合影 合影

每日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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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环境科学分会2019年学术年会顺利召开 中心派员参加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培训班授课

中 心 开 展 浙 江 省 湾 长 制 调 研

日前，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环境科

学分会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主题为“创

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助力蓝色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2019年学术年会。会议

邀请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王宗灵

研究员、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黄晖研

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施华宏教授、中国

海洋大学苏莹博士等知名专家作主题报

告，海洋环境保护领域100名学者会员

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海洋学会副秘书

长郭皓研究员主持。

会上，郭皓研究员作了致辞，并

对各位嘉宾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他指出，2019年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一年。

广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科研工作者，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创新性地

投入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工作中

去，无论是在理论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工

程研究均取得了一系列硕果，为我国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支撑，推动了我国蓝色海洋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环

境科学分会将继续提升平台影响力，为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聚力新策略、汇集

新技术。

王宗灵研究员以“黄海浒苔绿潮

发生原因与早期防控”为题，系统阐述

了2012年以来黄海浒苔绿潮发展过程，

并以“三道关拦截打捞”法为主提出了

黄海浒苔绿潮的早期防控措施，相关

研究成果荣获海洋科学技术特等奖。黄

晖研究员以“珊瑚礁生态系统安全评估

预警与修复技术研究”为题系统介绍了

珊瑚礁生物的智能识别方法等珊瑚礁生

态安全评估的最新技术和研究成果。施

华宏教授以“微塑料在河口区的污染叠

加效应”为题，从河口区的微塑料污染

现状及叠加效应、生态风险等角度详细

介绍了国内外河口区微塑料领域的研究

成果。苏莹博士以“渤海环境质量恶化

成因解析和高校精准治理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为题，从渤海环境质量恶化的成

因解析、高效精准治理指标体系构建方

法等角度，系统介绍了中国海洋大学渤

海污染防治团队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此

外，来自AML Oceanographic的郭振亚

博士和中天海洋系统公司的张锋经理

分别介绍了长期海洋原位观测和走航

观测系统和有缆海底观测系统。

（规划科技处 高范 供稿）

按照生态环境部海洋司的部署，

为满足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管需求，

提升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水

平，11月11～14日，全国海洋生态环

境监督管理培训班在四川成都举办，

面向11个沿海省（区、市）及下辖地

级市的生态环境管理人员就《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环

境污染突发事件应急、海洋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围填海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海洋工程日常监管、

海洋倾废管理等内容进行培训。培训

班由生态环境部评估中心承办，邀请

生态环境部海洋司、海河流域北海海

域生态环境监管局、海洋中心等部门

或单位的专家为60名学员授课。

培训中，我中心王健国、姚子

伟、孙瑞钧分别就海洋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海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海洋

环境保护法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讲解。

在海洋工程部分，我中心人员重点介

绍了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概要、海

洋工程环评路线图、海洋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要点、海洋工程生态建设与修

复实用技术方法等内容。在环境应急

部分，我中心人员重点介绍了现状及

风险、海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机

制、应急监测技术、应急响应体系等

内容。海洋环境保护法部分，我中心

人员重点介绍了法律的制定与修订历

史、实施进展与存在问题、面临形势

与未来修订设想等内容，并针对海洋

倾废、涉海工程等专章进行了深入讲

解。

本次培训为机构改革后海洋生

态环境监管人员提供了一次全景式地

了解海洋生态环境监管工作的宝贵机

会，也对在陆海统筹背景下推进海洋

环保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环境监管室 孙瑞钧 供稿）

11月上旬，中心派员赴浙江省开

展湾长制工作情况调研。

本次调研分赴浙江杭州和温州洞

头开展座谈和现场调研。座谈会上，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环保处、浙江

省治水办等湾长制工作相关负责人就

省“湾（滩）长制”的组织架构、政

策措施、工作成效、问题建议和省河

长制的整体架构、信息化建设以及湾

长制纳入治水体系后的工作开展等情

况向调研组做了详细介绍。双方就湾

长制工作的下一步渤海实践及全面推

行进行了深入探讨。

座谈结束后，在浙江省生态环

境厅相关工作人员陪同下，调研组一

行对温州市洞头区的湾长制工作进行

了现场调研。该区在湾（滩）长制工

作中，创新探索了“3+1”湾滩环境

监管体系和“分类、分时、分段、分

责”的精细化管理模式，进一步丰富

了湾长制的基层实践，充分发挥了湾

（滩）长制在地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制度保障作用。

通过本次调研，深入了解了浙江

省湾（滩）长制工作开展情况，为湾

长制试点评估积累了实践素材，也为

渤海湾长制制度建设的推进落实提供

了有益借鉴。同时，也有利于在试点

工作结束后，调整推进下一步的湾长

制工作。

（岛屿室 于姬 供稿）

11月30日，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

在北京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三第四次会

议暨2018年度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颁奖

大会。我中心喜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2

项，其中，综合治理研究室于永海等人

完成的“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关键技

术及应用”项目荣获一等奖；遥感室赵

建华等人完成的“全国海域动态遥感监

测本底库建设与应用”、岛屿室付元宾

等人完成的“无居民海岛监测体系及关

键技术研究”2项成果荣获二等奖。

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是中国海洋工

程咨询协会2011年经国家科技部、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的全

国海洋工程领域唯一的科技奖励。奖励

面向全国，旨在鼓励海洋科技创新，表

彰在海洋工程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技

术应用等各个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

技工作者和单位。

（遥感室 初佳兰 供稿）

(上接第一版)

还配备了移动监测车、现场快速监测

设备，排查现场中开展的水质快速监

测的参数近20项，全面保障了现场排

查工作的顺利实施。

本次三级排查，海洋中心以及松

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局共派出业务精

兵180余人次，核实推送点位4000余

个，核查了工业园区、港口码头等重

点区域60多个，新发现排口850个，更

新1100多个二级排查的入海排污口信

息，全面核实了6地市的存疑点位，并

补充了遗漏的排口信息，实现了“有

口皆查，应查尽查”的目标。下一

步，海洋中心将在此次三级排查的基

础上，加强质控分析，形成统一规范

的入海排污口名录，为全面打赢“渤

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提供抓手！

（海洋化学室 于丽敏 供稿）

中心3项成果喜获2018年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现场座谈 与洞头区北岙街道负责人交流“村居湾长”管理情况与洞头分局现场座谈 大王殿渔港中心管理站了解湾长制运行机制

为做好新时期海洋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体系构建工作，深入了解我国海

上溢油事故应急现状，11月15日，我

中心派员参加2019年南海东部海域溢

油应急联合演习。

本次演习由中海石油（中国）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惠州海事局联合

主办，演习地点位于中海石油惠州基

地码头外海域，演习内容包括人员搜

救、溢油勘察、溢油围控、溢油回收

等环节，参演各型船

舶11艘，参演人员数

百名，生态环境部海

洋司、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

督管理局等单位受邀参加演习。

我中心人员在海洋258号环保船

指挥舱内全程观摩了演习，期间与中

海石油公司技术员就溢油应急物资准

备、应急计划、应急人员等方面技术

细节进行了探讨交流，并在演习后参

观了惠州基地的应急物资仓库。

通过本次观摩，我中心获取了中

海石油应对海上溢油事故的一手技术

资料，了解了我国南海海域溢油应急

力量现状，为继续推动我中心与海洋

石油勘探开发企业在应急领域的深入

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化学室 张硕 供稿）

中心派员参加2019年南海东部海域溢油应急联合演习

中心人员参观惠州基地应急物资仓库

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船

海洋中心派员参加应急演习

排查工作现场

中心人员与中海石油公司技术员沟通交流

移动监测车和水下摄像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