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7日，中心党委召开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会议由

党委书记隋吉学主持，中心领导班子

成员及中层以上干部参会。

会议系统学习了中共中央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的意见》，隋吉学结合中心实

际对其中重要内容作了深入讲解。会

议还传达学习了李干杰部长题为“牢

牢把握 ‘两个维护’根本政治责任 

全力开创机关党的建设新局面”的讲

话精神。隋吉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李干杰部长讲话精神，把加强党的

建设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突出的位置。

在学习讨论交流环节，化学室

党支部书记王卫平就参加蓝天保卫战

第20轮强化监督帮扶工作分享了经验

体会。他表示，虽然面临诸多困难，

中心参与强化监督帮扶的工作人员仍

迎难而上不退缩，切实发扬了铁军精

神。对此，作为第21轮阳泉强化监督

帮扶工作组组长的中心党委常委王菊

英也深有感触。她指出，这项工作确

实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需

要参与者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更要

有深入领会国家方针政策并能够有效

宣传贯彻的综合能力。中心参与人员

在此项工作中表现出色，得到了广泛

认可，这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将中心打

造成生态环保铁军的排头兵。

会议还传达了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关于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要职

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中

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关道明结合中共

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提出了中心下一阶段相关

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他指出，选拔任

用干部要坚持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

原则，不能搞部门主义；选拔任用时

要对干部的政治素质、专业素养等进

行全方面综合考察，不能以点概面、

以偏概全。隋吉学要求，在机构调整

和干部配备前，各部门一把手和党支

部书记要坚守岗位，做好部门和支部

工作；各部门临时负责人确定后，临

时负责人要尽快完成本部门职责制定

和人员配备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正常

进行。他特别强调，在机构调整期间

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党办 于洋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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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喜迎60华诞

“回忆青春，以正青春”

缅怀先烈  勇敢前行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转隶后完成首次

海上监测任务

·我中心编制的《辽宁省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海洋生态

修复项目实施方案》顺利通过专家评审

·我中心4个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中心举行羽毛球馆揭牌仪式 

·我中心组织召开2019年度第三期青年座谈会

·中心团委组织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党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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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为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丰富精神文化

生活，提高职工身体素质，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

军，在中心党委的关心和支持下，筹备近半年的

海洋中心羽毛球馆于近日正式建成。

4月22日，喜逢中心成立60周年，中心举行

羽毛球馆揭牌仪式，中心主任关道明、党委书记

隋吉学亲临现场，共同为中心羽毛球馆揭牌。

隋吉学书记在揭牌仪式上致辞。他表示，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铁军战士，我们承担着繁重而

艰巨的任务，更需要强健的身体和健康的精神状

态。中心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重视群众性体

育活动，羽毛球馆正式揭牌投入使用，结束了中

心没有室内运动馆的历史，为广大羽毛球爱好者

提供了一个舒适、标准的活动场所，为中心60华

诞献礼。同时，他对为羽毛球馆建设辛苦付出的

办公室、党办、团委及羽毛球协会的同志们表示

衷心地感谢，并希望羽毛球协会管好、用好球

馆，广大羽毛球爱好者要爱护羽毛球馆，希望羽

毛球馆能给全体职工带来健康和快乐。

（办公室 羽毛球协会 供稿）

为增进广大青年的

学习交流，激励广大青年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4

月11日，海洋中心以“忆

青春，谈青年担当”为主

题组织召开第三期青年座

谈会。为进一步发挥中心

领导对于中心青年工作者

的政治引领作用，本次会议改变了以

往青年人主讲的模式，邀请中心党委

书记隋吉学主讲。会议由中心团委书

记王阳主持，中心50多名青年职工参

会。

会上，隋书记首先教导年轻人

要讲政治，要始终把政治

标准放在第一位；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自觉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坚定自

己的理想信仰。他进而引

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青年人要端正态

度、踏实做人、认真做事，并鞭策青

年人在新时代要不断加强学习，做好

人生规划。最后，他深情地回忆自己

的青春时代，结合自身30多年工作所

见、所思、所感，对中心青年提出了

三点建议要求：一是三观要正，知行

合一，做有正能量的人；二是立大志

做小事，勤学善施，立足本职工作

做好主业，成为各自领域内的行家里

手；三是抓住机会，借助国家海洋中

心的平台做敢于展现自己，勇于担当

的新时代下的新青年。

本次会议内容丰富、意义深远，

积极响应了中央关于坚持以老带新、

搞好传帮带，引领青年成长成才的号

召，充分提升了中心青年职工的政治

觉悟，为中心打造生态环保领域铁军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怡 毛竹 供稿）

为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

引导青年牢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

迹，4月2日，清明节前夕，中心

团委组织近三十名团员青年、预

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新员工

前往凌水烈士陵园开展清明祭扫

活动，党办主任张帆出席本次活

动。

凌水烈士陵园位于凌水街道

栾金村磨盘山麓，于2012年8月

建园立碑，现成为缅怀先烈、悼

念英灵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

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青年们自觉

整队，敬献花篮，集体默哀，并

向烈士纪念碑鞠躬致敬。随后，

大家在青年代表张怡的带领解说

下，依次瞻仰烈士墓碑，悼念革

命英雄。“身陷硝烟为国家，英

雄美誉遍天涯，威风震慑群倭

胆，青史丹心映彩霞”。一座座

雕像、一幕幕场景、一段段可歌

可泣的革命故事都仿佛把众人重

新带回了那个炮火连天的峥嵘岁

月。在苍松翠柏下回顾激情澎湃

的历史，缅怀英烈的丰功伟绩，

感动人心、催人奋进。

本次清明祭扫不仅是缅怀过

去、感恩革命先烈的学习活动，

更是一次践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誓言的实践活动。通过本

次活动，青年同志们纷纷表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引下，在革命先烈事

迹的不断激励下，我们一定要牢

记使命、履职尽责、勇敢前行，

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海洋环保事

业奉献无悔的青春。

（团委 温欣 供稿）

人间四月，春暖花开。4月22

日，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以下

简称“海洋中心”）迎来了60华

诞。海洋中心成立于 1959 年4月，

筹建初期为中国科学院辽宁分院海

洋研究所；1962年9月，更名为中国

科学院东北海洋工作站；1965年10

月，整体移交国家海洋局；1979年

10月，扩建为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

保护研究所；1989年10月，更名为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2018年12

月，整体转隶至生态环境部。

60年来，中心围绕建设“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的国家业务中心”

的目标，以满足国家海洋环境管理

需求为导向，以监测业务技术支撑

为核心，秉承“业务+科研+服务”

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建立了涵盖

海洋化学、生态、动力、地质、工

程、经济、管理、法律等较为完备

的学科体系，形成了海洋生态环境

监测、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

海洋灾害预警应急以及海域海岛使

用监管等综合科研业务能力，成为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和国家海域动态

监视监测两大业务体系的领头羊，

为国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域资

源管理发挥了巨大作用，也逐步发

展成为监测工作业务化、监测组织

系统化、技术能力现代化、管理支

撑专业化的国家级公益服务机构。

4月22日，为隆重庆祝中心成

立60周年，海洋中心举办了主题为

“新时代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与

为中心60华诞献礼

——我中心组织召开2019年度第三期青年座谈会

——中心团委组织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中心举行羽毛球馆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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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转隶后完成首次海上监测任务

天气渐热，海风变化莫测。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开展转隶至生态环境部的

首次海上监测任务，组织精兵强将兵分三

路，冲在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最前沿。

近日，6艘作业船舶，31名出海作业

人员，累计航程约2165海里，先后在辽东

湾航段、渤海中部航段和莱州湾航段121个

站位，采集水样共2955个，获取现场数据

2096组，为精准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为渤海生态环境状

况的科学评估提供依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吹响了号

角，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以下

简称“海洋中心”）按照《2019年国

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相关要求，精

心筹备，组织精兵强将，组建监测队

伍，根据监测站位分布和水深地形条

件，设计了辽东湾航段、渤海中部航

段和莱州湾航段3个航段，联系调度

6 条 作 业

船舶，购置采样瓶、移液枪、真空泵

等采样和预处理仪器等设备，准备充

分，为海上监测打下坚实基础。

科学编制监测方案，做到“三

个明确”，确保按照规定流程完成。

明确监测点位布设，具体到点位的经

纬度；明确监测项目，确定必测项目

22个、选测项目1个，其中必测项目

包括8个水文及气象指标、14个化学

指标；明确每一项分析方法，其中水

温、盐度、pH、溶解氧、化学需氧量

5项需在船上完成分析，其余活性磷

酸盐、亚硝酸盐氮、硝酸盐等按照规

程运送到中心试验室分析。

莱州湾航段负责人刘娜介绍，海

洋中心对本次监测做了全程的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做到“5个规范”。

即从监测人员的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到仪器设备与器具全面调式校准，采

样瓶的空白测试，样品获取和实验室

测试，每一项工作都明确了具体操作

流程和规范。

对人员资质、仪器检定、标物

有效进行严格审查，采取了样品瓶抽

检、全程空白测试、现场10%平行样

测试等多种质控方式，为本次能出具

准确、真实的监测数据提供有力的保

障。

海洋中心最先召开了本航次监

测工作动员会，此后几天里，各航段

的31名工作人员精神饱满地陆续登上

监测船，开始执行记入史册的一次任

务。

正值季节变换，海风变幻莫测，

海上作业经常遇到的各种困难随之而

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每条船在大

风间隙跟海风“抢活”，频发的涌浪

让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严重者呕吐不

断……

面对变幻莫测的海况，监测队员

克服气温低、海况差、晕船、高分贝

噪音等困难，按作业程序和分工，一

丝不苟，环环相扣，有序工作。

“在每个监测站位，监测人员首

先要做好相应准备工作，包括提前连

接电脑和温盐深剖面仪（CTD）+采水

器电缆，确保通讯正常。根据作业计

划准备并核验监测参数、采样瓶、固

定剂等信息。”化学室副主任林忠胜

说。

其次，待船停稳，监测队员根据

站位的实际水深，进行CTD+采水器采

水层位和对应深度的参数设置。利用

电动绞车，将CTD+采水器投放入水，

感温，再下放至距海底约2米深度，

然后回收至调查船甲板。

再次，完成监测站位的水温、

盐度等参数监测和海水样品分层采集

工作。同时，利用透明度盘和水色计

等设备开展水体透明度和水色现场监

测，并判断和记录现场海况等级。

最后，通过CTD+采水器软件，

导出并保存水温、盐度等参数的监

测数据。同时，监测队员按溶解氧

（DO）、PH、化学需氧量（COD）、

营养盐、叶绿素a、悬浮物质、重金

属等的顺序，依次完成各层位海水样

品分样和现场固定等工作。

121个监测站位，根据每个站位

水深情况，设置1-4层采水层位，对

应采集水样为9-36份，共采集海水样

品2955份。“每一份样品被采集完

成后，主要分析工作立刻在船上及陆

地实验室完成。”化学室主任姚子伟

说。

船上采样后，溶解氧、COD、

PH、温度、深度、水色、透明度等测

项，按照质控要求，在船上完成现场

测试、分析和记录。

对其他测项水样，要添加固定

剂、过滤、萃取等样品预处理，冷冻

或者冷藏保存，待运送到陆地实验室

完成。例如COD水样采集后，监测人

员需定量转入三角烧瓶，依次加入氢

氧化钠和高锰酸钾溶液，并置于电热

板上煮沸，持续约10分钟。然后冷却

至室温，定量加入1+3硫酸溶液和碘

化钾，置于暗处静置一段时间，最后

完成滴定分析和记录。

再比如，重金属监测项目需现场

采集不少于200毫升海水样品，利用

安放玻璃纤维膜的过滤器过滤水样，

样品瓶收集约50毫升过滤后的水样，

并定量加入1+1硝酸溶液固定。然后

将样品瓶装入密封袋置于阴凉处或冷

冻保存。样品带回陆地实验室后，再

完成各重金属成分（铜、锌、总铬、

汞、镉、铅、砷等）浓度的分析测

定。23项中，每一项都要按照质控要

求在船上完成相应工作。

风小时，抓紧采样、甚至要在

凌晨作业；风大时，锚地避风、集中

学习、谈话交流。来自国家深海基

地管理中心的向阳红81号船，是“蛟

龙号”的实验辅助船，在渤海中部航

段曹妃甸港锚地避风时，姚子伟主持

并组织大家学习中央领导关于“提高

政治站位紧盯突出问题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讲话精神，以此提高

思想认识，强化责任和担当，鼓舞士

气。

辽东湾航段的易海隆7号船，在

长兴岛附近锚地避风时，大家情绪低

落和焦躁，林忠胜等3名党员组织召

开全体人员会议，强调平稳心态，做

好长时间“战斗”的准备，与大家谈

心交流，并对每位同志所表现出的责

任感给予充分肯定，消除了大家的低

落情绪。

莱州湾航段的辽大中渔15398号

船，在龙口港避风时，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根据天气预报信息，决定在

两次大风间隙的凌晨出发赴预定海区

作业，但返航途中天气提前变差，又

突发船舶循环水系统故障导致螺旋桨

停机，船舶在五六级海况中摇晃了近

半小时。但大家没有慌乱，而是及时

排除险情，安全返回避风港。

面对渤海海域恶劣的海况，出海

作业人员用积极乐观的心态、钢铁一

般的意志、勇于担当的精神，圆满完

成了监测任务。

目前，已经进入紧张的海水样品

实验室分析阶段，分析测试结果将为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提供关键数据支

撑和重要决策依据。

组织精兵强将，科学设计航段，编制监测方案

克服气温、海况、噪音等困难，严谨细致有序开展监测

风小时，抓紧采样；风大时，避风学习交流

转自《中国环境报》

我中心4个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对策”的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江桂

斌院士、苏纪兰院士、丁德文院士和

马德毅研究员分别作了专题报告，从

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对于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热点问题的理解思考和判

断预测，并就相关问题与参会科研人

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值此60华诞之际，海洋中心全体

人员将以全新的精神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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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桂斌院士作题为“海洋环境污染及
若干前沿问题”的报告

苏纪兰院士作题为“我国近海生态环
境治理的一些宏观原则”的报告

丁德文院士作题为“新时代海洋生态
环境研究的几点思考”的报告

马德毅研究员作题为“关于海洋环境
治理的几点思考”的报告

上接第1版

海洋中心编制的《辽宁省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海洋
生态修复项目实施方案》顺利通过专家评审

4月26～27日，自然资源部科技

发展司、财务与资金运用司在青岛主

持召开2019年海洋公益行业科研专

项第一批项目验收会，中心牵头的

4个项目——“海域使用遥感动态监

测业务化应用技术与示范”“海洋污

染过程监测集成与氮磷承载量评估技

术”“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与

风险评估体系研究示范”和“我国海

洋环境监测评价体系优化与综合服务

平台开发”参加验收。来自自然资源

部、中国地震局、中科院海洋所、中

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海洋大学等单位

的7名专家组成项目验收组。

验收会上，

关 道 明 、 陈 伟

斌、姚子伟和马

明辉研究员等项

目负责人分别就

海域使用遥感动

态业务化监测、

海洋污染过程监

测、新型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监测

与风险评估以及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评

价体系优化等研究内容及应用情况做

了详细介绍。专家组认真听取了各项

目的汇报，经质询与答疑，一致同意

四个项目通过业务及财务验收，并对

中心所承担的四个项目给予了高度评

价。专家表示，这四个项目均已完成

或超额完成合同任务书的要求，其研

究成果在我国海域使用管理与海洋环

境监测领域获得了示范应用，有效地

推动了两大领域的科技发展和业务化

运行。

（科技处 高范 供稿）

4月25日，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在大连

组织召开《辽宁省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海

洋生态修复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专家评审会。海洋中心副主任王

菊英出席会议。

实施方案由海洋中心编制，该方案在

辽宁重点河口海湾生态区开展了岸线岸滩

综合治理与滨海湿地整治修复，是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中生态修

复既定的任务。自承担

任务以来，海洋中心海

域研究院全院人员历时4

个月时间,经多次进行现

场踏勘、测量、地方座

谈及方案修改讨论，圆

满完成了实施方案的编

制工作。方案选取渤海

沿岸的锦州白沙湾、大小凌河口、营口团

山国家级海洋公园、鲅鱼圈月亮湾和珍珠

湾、葫芦岛连山区、兴城柳河、绥中止锚

湾等12个区域，针对滨海湿地受损、岸线

损毁等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开展海洋生态

修复工作。共计修复岸线23.22公里（新

增自然岸线3.05公里）、修复滨海湿地

1989公顷。

评审会上，中心副主任王菊英介绍

了目前渤海的海洋环境总体状况，并详细

介绍了实施方案的编制情况。随后，与会

专家就各个区域的修复工作进行了深入研

讨，并一致认为“实施方案”的编制符合

国家发展战略部署，是落实《渤海综合治

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的具体体现，方案总

体可行，应尽快贯彻实施。

（海域研究院 尹晶 供稿）

（办公室 徐广鹏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