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中心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召开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有关文件要求，1月7

日，监测中心召开2018年度民主生活

会，生态环境部督导组组长、人事司

副司长王志斌一行6人莅临中心对会议

进行全程监督指导。会议由中心党委

书记隋吉学主持，中心党政领导班子

全体成员出席会议，中心全体党委委

员列席会议。

会上，隋吉学对民主生活会筹

备情况进行了介绍，并代表中心领导

班子围绕思想政治、精神状态、工作

作风等3个方面作对照检

查。随后，中心党委常委

依次作对照检查，开展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坚持

摆事实讲情况，深刻党性

分析，真正做到见人见事

见思想。

对照检查结束后，督

导组对民主生活会进行了

点评。胡军同志表示，本

次会议紧扣主题，坚持了

高站位、高质量和高标准，班子之间

也开展了积极健康和很有“辣味”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次高质量的民

主生活会。王志斌同志对中心领导班

子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保持高度政

治站位，以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引，把中心建设融入到铁军建

设之中；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队

伍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和中层

干部队伍建设；三是积极面对困难，

寻找解决的办法，充分发挥精神激励

作用，搭建事业平台。

最后，隋吉学作总结发言。他表

示，中心党委将认真研究贯彻落实督

导组的指示，结合本次民主生活会所

提出意见，抓紧整改落实。2019年是

监测中心在生态环境部履职的元年，

中心党委将按照部党组要求，以本次

民主生活会为契机，脚踏实地，把中

心建设融入到铁军建设中，为建设生

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贡献力量。

（党办 洛昊 供稿）

1月28日，我中心召开2018年度工作

总结大会。中心党委书记隋吉学传达

了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有关精神，中心主任关道明代表党政

班子作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服务于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工作报告，中心领导班

子和全体职工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18年，在部党组

的正确领导下，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始

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决落实“五位一

体”，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确保“思

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

不减”，以积极稳定的心态面对转隶

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取得了来之不易的优良成绩。尤

其是在落实好海洋生态环境监管技术

支撑新职责方面，中心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组织开展《海洋环境保护

法》修订专题研究，积极参与《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编制工

作，有力支撑全国人大资环委《海洋

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工作，协助做

好海洋废弃物倾倒许可证等3项行政许

可事项的技术性审查工作，积极参与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浒苔绿潮灾害防治

及海洋环境保障等工作，得到了生态

环境部党组的高度肯定与认可。

会议强调，2019年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

中心全体职工要在生态环境部党组的

领导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坚决贯彻部党组的决策部署，全

面落实部领导在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在中

心转隶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加

强政治建设，提高能力水平，齐心协

力、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奋力拼

搏，努力打造一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的铁军，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更

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事业中，为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提供全力支撑，为建设美丽中国

努力奋斗。

会议明确了中心2019年要重点

做好以下八方面工作：一是明确“三

定”方案，加快推进中心运行管理机

制改革；二是着力支撑打好渤海综合

治理攻坚战；三是保障海洋生态环境

监测评价业务体系运行；四是健全海

洋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监管体系；五

是加强法规条例和重大战略规划政策

研究；六是深度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

境治理；七是深化拓展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和技术服务；八是做实做细做

深入，扎实推进中心党建工作。

（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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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召开2018年度工作总结大会

·中心领导深入基层，亲切慰问一线职工

·我中心完成南极菲尔德斯半岛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我中心顺利完成滨州贝壳堤保护区范围勘界调查

·排污口和入海河流监测评价技术标准通过专家审查

·美国特拉华大学蔡卫君教授到我中心开展科研业务

交流

·科研人员坚守一线，助力核电安全生产

·我中心召开离退休老干部新春工作通报会

·中心纪委组织2019年度第一次集体学习

·我中心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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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召开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

1月22日，中心纪委书记徐挺同

志组织召开纪委专题会议，共同学习

十九届中央纪委全会有关精神，并就

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进行研讨。全

体纪委委员参加会议。

会上，中心纪委共同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届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公报等内容。与会委员一致

认为，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

定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

工作成果，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

来，我们党进行自

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的宝贵经

验，对2019年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作出

了部署，对于持续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会议要求，中心纪委要把会议

精神学深悟透，结合中心实际，做好

贯彻落实工作。一是要深刻理解把握

“稳”的内涵，保持工作力度不减、

节奏不变，把“严”与“常”坚持下

去。二是强化“进”的措施，持续创

新监督方式方法，由事项监督向职能

监督与事项专题监督相结合转变。三

是深化日常监督和长期监督，加强风

险排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实施

精准监督。四是对标会议要求，统筹

谋划今年的纪检监察工作要点，为年

度工作划“重点”。

（纪检办 耿文颖 供稿）

1月25日，中心离退办组织召开

2019年离退休老干部新春工作通报

会。中心主任关道明向全体离退休老

同志通报2018年中心工作情况。中心

副主任张志锋主持会议，人事处长李

亚楠以及130多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

会议。

会上，关道明向各位老同志全

面通报了中心2018年的工作情况，并

详细介绍了中心转隶有关情况。关道

明指出，中心2019年中心首要任务就

是明确“三定”方案，加快推进中心

运行管理机制改革。一是明确中心机

构改革后的新职能，优化内设机构设

置，合理设定部门任务，尽快形成

“三定”方案。二是加快推进中心运

行管理的四大机制改革，包括改革管

理支撑平台机制，优化人才引进和使

用机制，探索差异化绩效管理和内部

激励机制以及深化科技成果转化管理

机制改革。关道明还就老同志们关心

的养老保险社会化、实验楼建设、船

舶交付等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最

后，他代表中心向长期以来关心、支

持中心改革发展的各位老同志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致以美

好的新春祝福。

张志锋表示，在中心转隶期间，

我们能做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

队伍不散、干劲不减”，老同志们在

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分管老干

部工作的班子成员，他向老干部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在春节来临之

际，祝愿老同志们身体健康，阖家幸

福，万事如意。新的一年里，希望人

事处、离退办和全体老同志共同努

力，进一步做好离退各项工作，也希

望各位老同志对中心工作多提宝贵意

见建议。

（离退办 孙琪 供稿）

把握纪检监察工作导向，谋划监督执纪工作重点

我中心召开离退休老干部新春工作通报会

——中心纪委组织2019年度第一次集体学习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青

年观为基本遵循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1月18日，中心组织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会议由党

委办公室主任张帆主持，中心近40名青年职工参会。

本次座谈会以“如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主题，由渤海研究院新入职党员毛竹

作为主讲人发言。毛竹同志结合个人学习工作实际，从党员为什么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怎

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相关理论基础和具体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汇报交

流。“菁冰连”号长、动力室党支部副书记许宁结合全国青年文明号“菁冰连”有关情况作

了交流发言。随后，其他与会人员依次立足自身岗位就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畅谈了感想，

并纷纷表示，要将个人成长发展的“小我”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的 “大我”之中，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争做新时代敢于担当的优秀青年！

（党办 于洋 供稿）



 近日，由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负责起草

修订的海洋行业标准《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

海域环境监测与评价指南》和《江河入海污染

物总量监测与评估技术规程》通过专家审查。

《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境监测

与评价指南》调整了排污口分类，规范了排污

状况监测的站位布设方法、时间频次、采样要

求、监测项目和评价方法等，完善了陆源排污

对邻近海域生态环境影响监测评价技术体系；

《江河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规范了河流入海监测断面布设原则、布设方法

和监测时间与频率等技术要求，进一步完善了

监测项目和河流污染物入海总量评估方法等。

修订后的两项标准规范了入海排污口及入

海河流的监测与评价技术工作，更加契合我国

陆源入海排污监管工作实际，为进一步强化陆

源入海污染源监管与综合整治提供了有力技术

支撑，对贯彻落实“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中

陆源污染防治任务部署也将发挥重要的技术支

撑作用。

（海洋化学室 于丽敏 供稿）

美国特拉华大学蔡卫君教授
到我中心开展科研业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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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和入海河流监测评价技术标准通过专家审查

1月14日，国际碳循环研究的领军科学家、美

国特拉华大学蔡卫君教授受邀来我中心进行学术交

流，会议由中心副主任王菊英主持，海洋化学室、

海洋生态室以及海洋动力室等部门的科研人员参

会。

本次交流聚焦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陆架边

缘海的低氧和酸化问题，蔡卫君教授作了题目

为“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astal ocean 

hypoxia and acidification in two large river 

dominated systems (northern Gulf of Mexico 

and East China Sea)（大河影响下的陆架边缘海

低氧及酸化的对比研究——以东海和墨西哥湾北部

海域为例）”的报告，介绍了国际上陆架边缘海低

氧和酸化问题的研究进展，比较分析了墨西哥湾北

部海域以及我国东海海水低氧和酸化的分布特征以

及控制机理的差异等内容。我中心科研人员与蔡卫

君教授进行了广泛交流，并就我中心监测业务之一

的渤黄海低氧和酸化问题开展了深入研讨。会后，

蔡卫君教授参观了我中心海洋生态环境实验室，并

针对气候变化与碳循环相关仪器设备完善升级提出

了意见建议。

海洋缺氧及酸化问题是近些年来海洋领域面临

的新型生态环境问题，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不

容小觑。通过本次学术交流，我中心科研人员提高

了对陆架边缘海低氧及酸化研究领域的理解，扩展

了对渤黄海低氧和酸化监测的研究思路，为下一步

科研业务的开展和提升奠定了基础。

（海洋化学室 徐雪梅 供稿）

科研人员坚守一线，助力核电安全生产

2018年12月-2019年1月，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科研

人员在全球科学考察站最为集

中地区之一的南极菲尔德斯半

岛，围绕站基陆源排污及新型

污染物全球输运等环境问题，

对半岛及其周边海域大气、土

壤、植被和海洋生态系统等开

展了系统考察，重点监测并分

析了各科考站站区入海河流及

临近海域中指示性污染物和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采

集大气、海水、土壤、植物、

粪土等样品190余份，现场分

析了海水和淡水中化学需氧

量、石油烃等多项常规要素，

获取

中心已连续7年在南极菲

尔德斯半岛开展生态环境综合

监测，获得大量现场数据，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极地生

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为应

对极地突发环境事件、深入解

析海-陆-冰-气相互作用、污

染物全球输运等关键生态环境

问题储备了基础数据，也为我

国在南极理事会等重要国际组

织上提出合理建议、制定相关

政策等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和数据支撑。

（化学室 葛林科 供稿）

为编制《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体规划》，1月7～14日，我中心湿地中心技术人员

顺利实施并完成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范围边界及各功能区矢量化外业调查工作。

我中心技术人员使用RTK测量系统获得自然保护区

边界范围及各功能区拐点72个，拍摄自然保护区现状

照片200余幅，并对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进行了

RTK测量系统操作培训。

（湿地中心 陈鹏飞 供稿）

1月30日，中心副主任王菊英带领

办公室、党办、业务处、人事处、公共

保障部和动力室有关人员先后前往红沿

河核电站海冰观测人员驻地和鲅鱼圈雷

达站，为坚守在工作一线的工作人员带

去了中心领导班子的关怀和慰问。

上午，慰问人员首先抵达红沿

河驻地，听取了春节期间值班人员史

文奇关于红沿河海冰观测业务工作的

介绍。史文奇还就慰问组关心的春节

期间值班安排和后勤保障情况进行了

说明。随后，慰问组奔赴鲅鱼圈雷达

站，看望了胡展铭和于丹竹等值班人

员，并就海冰冰情现状以及值班人员

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困惑进行了详

细了解和深入探讨。

在交流中，王菊英对坚守在野外

作业一线的海冰观测人员的爱岗敬业

和无私奉献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对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给出了切实

可行的方案与建议。她强调，值班人

员要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切实做好

海冰监测业务工作。最后，她代表中

心领导班子提前向春节期间值班人员

致以新春的问候。

值班人员们也纷纷表示，中心领

导亲临一线慰问海冰监测值班人员，

给同志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舞，切

身感受到了中心的关怀和温暖，在日

后的工作中定将不负嘱托，坚决完成

好海冰监测工作。

（党办 洛昊 供稿）

中心领导深入基层，亲切慰问一线职工

中心科研人员在码头准备出海

南极长城站生态环境监测项目组进行海上作业

中心科研人员修复大气采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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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顺利完成
滨州贝壳堤保护区

范围勘界调查

日前，我中心关春江教授带领的项目团队顺利

完成了长达7个月的现场工作，为保障2018年度核电

冷源取水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辽宁红沿河

核电服务处的表扬。

据悉，自2015年以来，由中心生态室关春江教

授承担的“海洋生物监测预警服务”项目已连续4年

为保障红沿河核电冷源取水系统安全运行做出了积

极贡献。项目期间，中心党委书记隋吉学，副主任

韩庚辰，副主任张志锋等各级领导多次赴野外一线

指导工作，对项目组的监测内容、技术方法及安全

作业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着重强调了安全作业

和技术突破等一系列要求。

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无论天气海况多么恶劣，

项目组人员始终坚守在野外一线，并针对现场突发

状况，积极应对，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了应对措

施和监测预警通报，有利保障了冷源取水系统安全

运行。项目组在冷源保障工作中认真负责、积极响

应、勇于钻研的工作态度受到了辽宁红沿河核电服

务处的一致肯定与表扬。

（海洋生态室 贾川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