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出国访学经验  促科研业务发展

为落实《2019年国家生态环境监

测方案》任务要求，做好2019年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组织实施，2月26

日，我中心在大连组织召开2019年海

洋生态环境监测业务工作会。生态环

境部监测司和海洋司、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沿海

省级环境监测站、近岸海域环境监测

网各分站及重点站等26家单位的76位

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中心主任关道明就落实

2019年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任务介绍了

海洋中心在监测业务组织实施、质量

控制与管理、数据平台建设和监测数

据汇交等方面的工作考虑。生态环境

部监测司邢核处长就2019年海洋生态

环境监测方案编制的背景情况进行了

说明。生态环境部海洋司裴相斌处长

介绍了新形势下海洋生态环境管理对

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监测需求。监测总

站刘方研究员对过渡期监测工作的组

织实施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与会代表

们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围绕监测工

作组织实施安排、跨省异地质量控制

方式、基础能力建设需求、监测技术

培训需求、监测任务保障机制等展开

了充分交流讨论。

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2019年海

洋生态环境监测任务，增进了各监测

机构之间的了解，也为更好地统一思

想、落实任务要求奠定了坚实基础。

（业务处 包吉明 供稿）

根据部机关党委的统一部署，2月

18日，我中心组织中心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中层干部、在职党支部书记和支

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等50余人，通过

视频会议形式集中学习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机关党委书记翟青同志关于“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我该怎么做”

主题活动的动员部署讲话。会

后，海洋中心党委立即组织召开

党支部书记会议，贯彻落实动员

会议精神和部署我中心开展主题

活动的具体工作。中心党委书记

隋吉学主持会议。

会上，隋吉学介绍了中心

初步拟定的活动方案，并对各党

支部开展主题活动提出了具体要

求。他指出，各党支部要高度重

视，组织好此次主题活动；各党

支部书记为本次活动的第一责任

人，要切实抓实、抓细、抓到

位。一是要将开展“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 我该怎么做”主题活动与落实

党支部相关组织生活制度相结合，以2月

和3月的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为载体，分

别组织1次集中学习研讨和体会交流；二

是要做好活动宣传工作，以创新的形式

和内容对党支部主题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及时、深入报道。三是要组织部门党员

干部职工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落实“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心和措施，杜绝

“穿靴带帽”，并按要求做好整理上报

工作。

本次会议明确了中心开展主题活

动的具体任务与要求，有力推动各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激励引导中心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进一步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境保护铁

军精神，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应

有贡献！

（党办 于洋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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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贯彻落实部党组污染防治攻坚战主题活动精神

·我中心与大连市生态环境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我中心派员赴京开展专题调研

·武汉船舶设计研究院到中心访问交流

·我中心派员调研舟山市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

·环渤海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工作顺利开展

·我中心组织召开2019年科技项目与奖励申报说明会

·中心领导春节前走访慰问离退休老领导、老干部

·中心工会召开2019年度“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

动员会

·湿地中心党支部开展“党员讲党课”主题交流活动

☆党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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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组织召开2019年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业务工作会议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机关妇

工委关于开展2019年度“三八”国际

妇女节纪念活动的通知精神，2月28

日，中心工会召开动员会，研究部署

“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安排。会议

由中心工会副主席张帆主持，中心全

体工会组长参会。

会上，张帆总结了2018年度中

心工会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充分肯

定了各工会小组在过去一年的工作成

绩，并对各位工会组长的辛苦付出以

及对中心工会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随后，张帆领学了《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并督

促大家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关于群

团改革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群团组

织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会议

还着重传达了机关妇工委《通知》精

神，并要求各工会小组以“倾情礼

赞新中国 巾帼奋进新时代”“污染

防治攻坚战 我该怎么做 巾帼在行

动”“家庭文明建设 培育良好家风”

为主题，开展包括展示、交流、分

享、座谈、诵读和参观等多种形式的

“三八”妇女节活动。

最后，张帆强调，希望各位组长

再接再厉，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组织

开展好各项活动，努力为女职工办好

事、做实事、解难事，使“三八”妇

女节真正成为让女职工深切感受党组

关怀以及妇女组织温暖的节日，引导

广大女职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一中心任务上，在

环保铁军中列队出战，展现中心女职

工的巾帼英姿。

（中心工会 供稿）

中心工会召开2019年度“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动员会

中心领导春节前走访慰问离退休老领导、老干部

为拓宽部门国际视野，促进党建与业务

融合，2月22日，湿地中心党支部组织开展

“党员讲党课”主题交流活动，党员卢伟志博

士以“美国访学回国工作启示”为主题为支部

党员讲党课。

会上，卢伟志从学校与合作导师选择、

学术交流和社会文化观察等方面汇报了他在美

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访学经历与感想，并介绍

了访学期间参与的滨海湿地碳循环整合分析与

模型模拟等工作以及形成的研究成果。在交流

过程中，卢伟志重点指出了形式多样、多学科

多角度交叉的学术交流对于科研业务工作的积

极作用。会上，与会人员就访学经验、生活体

验等内容进行了广泛交流，还就科研成果如何

转化应用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主体业务的途径

和方式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部门主任刘长

安作总结发言，他指出，出国访学不但可以拓

宽科研视野，还能够把国外先进的理念转化应

用到生态保护工作实践中来，提升部门的整体

实力和工作效率，更好地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供技术支撑。

（湿地中心党支部 邢庆会 廖国祥 供稿）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心党委十

分牵挂离退休老领导、老干部的生活情况，春

节前，中心主任关道明、党委书记隋吉学和中

心副主任张志锋分别带队走访中心离退休老领

导、老干部。

在走访过程中，中心领导与老同志们亲切

交谈，耐心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关心他们的

身体、生活等情况，感谢他们为党和海洋事业

以及中心发展做出的贡献。同时中心领导代表

广大干部职工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美好的

新春祝福，希望老同志们能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中心海洋环保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积极发挥余热。离退休老领导、老干部对中心

党委的关心表示感谢，对中心一年以来各项事

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

（离退办 孙琪 供稿）

中心主任关道明走访离退休老干部赵松南

党委书记隋吉学走访离退休老干部汤春喜 中心副主任张志锋走访离退休老干部周家义

——湿地中心党支部开展“党员讲党课”主题交流活动



环科院调研环科院调研

2月22日，我中心副主任韩庚辰一

行赴舟山市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以

下简称“舟山站”）调研，并交流研

讨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调研组一行登上“浙海环监”监

测船，参观了解了采样设备、实验室

设施、生活条件和外业工作情况等。

随后，舟山站站长邵君波陪同调研组

参观了舟山站化学分析实验室、生物

实验室、监测实验室和业务展示厅

等，详细了解了设备运行和实验室管

理等内容。

座谈会上，舟山站相关领导对

我中心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介

绍了舟山站基本情况和主要科研业务

工作情况等。韩庚辰代表中心感谢舟

山站对本次调研工作的支持，对舟山

站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成果表示赞

赏，并表示，希望充分发挥双方优

势，在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评价技术

方法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分析等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双方还就2019年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施、质量控制等

方面开展了深入交流，希望加深了

解、共同携手，落实好生态环境部工

作要求，顺利完成年度海洋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任务。

（纪检办 供稿）

按照《2019年国家生态

环境监测方案》部署，为保

障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2月

17～25日，我中心海洋化学室

大气组相关人员赴环渤海地区

开展大气站点探勘、现场大气

样品采集和质控工作。

工作组先后到达蓬莱

站、北隍城站、东营站、秦皇

岛站、营口站，在各站点分别

开展了连续24小时采样工作，

就采样的技术细节对监测人员

进行了现场培训，并根据站位

的周边环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质控措施。此外，工作组还开

展了莱州湾近岸大气监测站选

址的探勘工作，初步确定了拟

选站位2个，为下一步扩充监

测站位做好准备。

目前，各站点的采样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下一步将

尽快组织开展样品的分析测

试，完成第一期监测数据汇

缴。

（海洋化学室 于丽敏 供稿）

☆科研业务☆ ☆科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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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派员调研舟山市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

我中心组织召开2019年科技项目与奖励申报说明会

为积极稳妥推进我中心机构与体

制机制改革工作，2月21日至22日，

中心副主任张志锋带队前往中国环境

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生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开展专题调

研。

此次调研得到了兄弟单位的大

力支持，规划院陆军书记、冯燕副书

记、万军总工程师、监测总站陈金融

副书记、环科

院陈炜副书记等分管领导、职能部门

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参加了调研座

谈。通过会上集中讨论、会后职能部

门间分头对接交流等方式，我中心调

研组深入了解了监测总站、环科院和

规划院在组织机构与领导职数设置、

人才引进与

用人制度、内

部激励机制、党务

纪检、行政办公及后勤服

务保障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张志锋指出，三家兄弟单位科

研成果丰硕，业务成绩显著，管理科

学高效，尤其是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

合，坚持原则与灵活相统一，坚持管

理服务于科研业务，这些做法和经验

值得我中心广泛学习，此次调研很有

意义，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中心党委办公室主任张帆、人事

处处长李亚楠、办公室副主任姚翔及

相关部门人员参加了此次调研。

（人事处 马晓博 供稿）

为打好渤海污染防治攻坚战，

做好海洋调查监测船队建造的筹备

工作，2月28日，国内军工和民用

船舶设计行业龙头单位——武汉

船舶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设计

院”）院长李维林一行四人到我中

心访问交流。中心副主任王菊英、

船管办及相关业务部门人员参加交

流会。

会上，王菊英代表中心对李

维林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

对其在中心建造500吨级海洋环境

监测船工作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表示感谢。随后，王菊英介绍

了中心主要职责、机构改革期间中

心相关职责的转变情况以及全国海

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情况，并

结合渤海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开展情

况，介绍了监测船对于全国海洋生

态环境监测网建设的重要性和未来

需求等。

设计院相关技术人员着重从科

考船、执法船等船舶的设计、立项

规划以及船舶装备等角度，提出了

优化支撑业务化工作的用船方案、

建设“绿色环保”船队和船型配备

等方面的建议。

（船管办 王阳 供稿）

我中心与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我 中 心 派 员 赴 京 开 展 专 题 调 研

武汉船舶设计研究院到中心访问交流

环渤海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工作顺利开展

监测总站调研 规划院调研

2月27日,我中心组织召开

2019年科技项目与奖励申报说明

会，中心副主任张志锋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

会上，张志锋介绍了我中心

赴中国环科院、环境规划院和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调研科技工作的

有关情况。他指出，与三家兄弟

单位相比，我中心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方面存在一定优势，但

是在科研项目经费数量和科技管

理机制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中

心下一步将以做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科技支撑为契机，以提升科研

项目申报的广度和深度为抓手，

建立健全科技管理及人才激励制

度，进一步深化和推动中心科技

工作机制改革。

随后，科技处高范博士介绍

了2019年科研项目与奖励的相关

情况，详细讲解了项目和奖励的

来源、时间节点以及要求等申报

信息和注意事项，并解答了中心

科研人员有关科研项目和奖励申

报过程中的疑问。与会人员还针

对科技项目和奖励申报方面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最后，张志锋作总结发言，

他指出，中心广大科研人员要提

高主观能动性，申报科技项目和

奖励要做到国家、省市地方项目

的全覆盖，力争2019年科研项目

和奖励申报再上新台阶。同时，

张志锋要求中心科技处要从信息

发布、对外协调等方面做好科研

项目申报的主动服务工作。

（科技处 高范 供稿）

2月20日，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与大连

市生态环境局在大连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

约仪式。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海冰、我中

心主任关道明、党委书记隋吉学及双方领导班

子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签约仪式。

会上，张海冰对关道明一行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他指出，希望双方以此签约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开

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业务合作，促进相关领域

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加快推进高素质人才培

养，为大连市乃至全国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生

态环境保护与整治修复、海岸带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等提供决策支撑和技术服务。关道明表

示，作为生态环境部的新生力量，我中心将积

极适应新常态、新环境，发挥自身海洋环保领

域技术优势，努力打造海洋领域环保铁军，为

推进大连市海洋环境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渤海综合

治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海洋环境

保护能力建设和干部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战略

合作，进一步推进各自业务发展及资源共享，

打好渤海环境治理攻坚战，实现合作共赢。

（办公室 姚翔 供稿）

规划院调研监测总站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