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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心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题民主生活会

海洋中心党委召开主题教育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

离退办组织退休老同志开展秋游活动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到我中心调研

·以船为家与浪共舞 全力保障渤海污染防治攻坚战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到我中心调研

·中心保密委员会召开2019年度保密工作会

·我中心派员参加第十届环境化学大会

·中心党委举办中共党史专题讲座

·离退办组织退休老同志开展秋游活动

☆党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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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生态环境部党组关于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

的思想和行动自觉的要求，8月28日，中心党委

举办中共党史专题讲座，中心全体党员、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参会，党办主任张帆主持讲座。

会议特邀辽宁青年运动史研究室主任、

中共省团校副校长，辽宁第九、十届政协委员

常家树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

命”的中共党史专题讲座。常教授详细地讲述

了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深情地回顾

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从中共一大到南昌

起义，从井冈山会师到长征……中国共产党在

历练中不断成长，无数共产党人坚守建设新中

国与伟大复兴的使命初心，彰显了强烈的文化

自信和历史担当。常教授的讲座声情并茂，深

入浅出，中心广大党员获益匪浅、感触良多。

最后，张帆作了总结发言。她指出，中国

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

宝贵财富。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中心广大职

工要守初心、担使命，不断从党史、新中国史

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找准问题，补齐短

板，坚持正确方向，强化历史担当，切实把主

题教育成效体现到推动中心主体业务上来，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

飞环保人的梦想。

（党办 洛昊 供稿）

为进一步丰富中心退休老同志文化生

活，8月28日，离退办组织退休老同志前

往金石滩开展秋游活动，近80名老同志参

加。

当天，大家共同前往位于金石滩东

部半岛上的心悦岛文化休闲公园，这里是

中国唯一一家集山林、大海、花田和草原

为一体的高尔夫文化休闲公园。公园依金

石高尔夫球场而建，三面环海一面依山，

坐拥5公里海岸线，“依山傍海，花草相

拥”。老同志们漫步在鲜花绿荫道中，边

走边聊，回忆往昔峥嵘岁月，畅谈多彩退

休生活。随后，大家乘车前往棉花岛，参

观了“中国海监108”船。许多老海洋人

踏上装备精良的“中国海监108”船后非

常激动，深深地为中心事业发展而自豪。

老同志们纷纷表示，感谢中心对老

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一定会保重好身体，

坚持“退休不褪色”，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努力在退休生活中发挥余热，继续为

中心事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离退办 孙琪 供稿）

根据中央主题教育部署和中心党

委安排，8月26日，海洋中心党委召

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心党

委书记王菊英主持会议，生态环境部

主题教育第18指导组组长杨海峰、指

导组成员胡瑜到会指导，中心领导班

子成员、中心党委委员参加会议。

会上，王菊英向指导组汇报了

民主生活会的准备情况。民主生活会

前，中心党委组织召开了党委理论学

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进行会前

学习，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征求意见

建议，开展谈心谈话，对照党章党规

找差距，系统梳理检视问题，认真撰

写班子和个人检视剖析材料，为开好

专题民主生活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随后，王菊英代表中心领导班

子作了检视剖析,并带头开展了个人

检视剖析,其他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也

逐一进行了检视剖析和相互批评。

会议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对

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深刻

反思和检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问题和

不足，相互批评真点问题、点真问

题，达到红脸出汗的效果。会议还通

报了中心检视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杨海峰对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

进行了点评，他表示，海洋中心党委

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充分，材料齐

全，质量高、效果好，达到了民主生

活会的坚持真理、剖析错误的目的。

批评与自我批

评，勇于剖析自

己、揭短亮丑，

达到了排毒治病

的效果。他还提

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抓好民主生

活会的整改落实

工作；二是组织

党支部开好组织

生活会；三是完善民主生活会情况报

告，对材料进行梳理，按要求上报材

料。

最后，王菊英代表中心班子作了

表态发言，她表示，要以此次专题民

主生活会为契机，切实提高履职尽责

能力，认真贯彻指导组的意见建议，

以抓整改落实为目标，确保将主题教

育成果运用到努力锻造生态环保铁军

的蓝色方阵上来，融入到推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中心任务上来。

(党办 洛昊 供稿)

根据《关于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

找差距的工作方案》和生态环境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第五次推进会会议精神，8月20日，

中心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专题会议，围绕“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重点对照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找自身

差距、检视剖析问题。会议由中心

党委书记王菊英主持，生态环境部

主题教育第18指导组李治国、杨海

峰、唐丽3位同志以及中心领导班子

成员参会。

会前，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分别

学习了党章、《准则》和《条例》

等内容，紧扣中央提出的18个方面

问题，逐条逐项进行了对照检查，

为开好本次专题会议进行了充分准

备。会上，中心领导班子成员逐一

汇报了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情况，

通过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逐条检视分析

了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并开展

了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生态环境部主题教育第18指导

组组长李治国同志对本次专题会议

进行了点评，他指出，海洋中心各

位领导班子成员能够结合本职工作

和日常表现，把自己、把职责、把

工作摆进去，问题检视剖析到位，

并提出了4点建议，一是进一步落实

好整改工作，二是进一步督促各党

支部做好对照党章党规检视问题工

作，三是进一步做好民主生活会的

准备工作，四是进一步完成好主题

教育总结工作。

王菊英指出，对照党章党规

找差距，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好主题教

育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党员领导干

部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主动检视

自我的重要举措，批评与自我批评

很有成效，为下一步做好整改落

实，开好民主生活会打下了基础。

同时，中心党委也将根据指导组的

建议，对此次检视发现的问题，纳

入专题民主生活会问题检视剖析范

围，纳入主题教育整改落实任务，

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认真整

改、立行立改，确保主题教育取得

实效。

（党办 洛昊 供稿）

中心党委举办中共党史专题讲座

学”分会。两个分会共安

排了32个分会主题报告，

33个展报，充分展示了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领域内

专家汇聚一堂，同行之间

积极交换意见和看法，产

生了很多新的研究见解和

思路。在分会场上，那广

水研究员和葛林科副研究

员分别作了题为“极地

典型新型污染物案例分析”和“水

环境中抗生素不同解离形态的复合

光化学行为”的主旨报告；李瑞婧

工程师作了题为“北极王湾水体中

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及来源”的报

告，并获得了分会优秀报告奖。王

莹、高会、侯超、高云泽等还就污

染物的分布特征、生物富集及环境

行为等方面研究进展进行了汇报或

展报交流。

当前，国家的环境保护

需求已经为环境化学的发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

件，同时也给环境科学科技

工作者赋予了重要使命。弘

扬“铁军”精神，夯实环境

化学研究基础，打好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关注极地生

态环境变化，我中心一直在

努力！

（海洋化学室 高会 供稿）

（下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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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船为家与浪共舞 全力保障渤海污染防治攻坚战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到我中心调研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到我中心调研

日前，随着汽笛一声长鸣，

缓缓驶回母港棉花岛码头的“中国

海监108”顺利完成了入列生态环

境部后承担的首个外业监测调查任

务——“渤海攻坚战2019年夏季水

质监测航次”。本航次分辽东湾和

渤海中部二个航段，共航行1399海

里，完成了94个站点的渤海网格化

监测任务，获取了大量样品和现场

监测数据。

根据本航次任务的监测目标

和学科要求，为保障监测数据的科

学获取和数据质

量，船管办在航

前组织监测人员

提前上船勘查，

对实验室和甲板

的部分配置进行

了局部升级改造

调整。为配合走

航海-气二氧化碳

分压测定设备的

运行，避开船舶

本身大气污染排

放源，布设了自

罗经甲板开始，

沿船体右舷外进

入配电间，再经

预留的内部通道到达2号湿实验室，

长约25米的大气进样管。在竖井内

布放了特制的专用法兰，挂放于其

中的潜水泵安全运行，保障了走航

设备在整个航次可靠持续的水样供

给。在两个航段间隙，认真总结梳

理辽东湾航段出现的问题，加班加

点进行补给、修缮，并进一步强化

安全防护措施的落实，为渤海中部

航段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服务保障。

航行期间，渤海区域风浪起伏

不定，船舶摇晃颠簸不断。为保证

采样位置的精准，每个站点船长和

水手都会根据航次任务设定的经纬

度一次次进行转舵、倒车等操作，

同时克服部分海域海底电缆、养殖

浮筏和风大流急等影响，确保精确

定位，本航次94个站位到站精准度

均不超过0.59海里，优于1.5海里作

业要求的范围值。微塑料采样对船

舶的航行平稳性要求极高，本航次

充分发挥“中国海监108”在2-3节

航速下也能稳速航行的特点，高质

量完成了微塑料5个拖网任务。为避

免设备运转不畅影响航行，机舱组

成员须不时穿梭在高分贝机舱内检

查排险，时常在近50度高温环境下

连续奋战数小时。

航行安全培训是外业航次的必

备环节。通过船长、二副和安全责

任人详细的讲解海上安全救生、逃

生自救常识、救生设备演练操作和

作业采样规范等要求，所有监测人

员都在心中树立起安全防范意识，

防微杜渐；都能按照规范和作业流

程的要求进行CTD采水和微塑料拖

网等作业，遇到风大浪急的恶劣状

况，都能沉着冷静及时应对。既圆

满完成了监测任务，又保障了人员

和设备安全。

终日颠簸、枯燥乏味的海上

作业之余，船上安装的卫星通讯网

络，满足了监测人员与陆上同事和

家人时刻保持沟通交流的基本需

求。令大家欣喜不已的还有“超

能”大厨每天变着花样准备的各

种主食和菜品——豆浆、油条、馄

饨、饺子、面条、汉堡、酱牛肉、

红烧排骨、烹炸腌制鱼虾蟹等等美

食数不胜数。味蕾被“超能”大厨

轻松攻占的监测人员齐上阵主动帮

厨，摘菜、洗菜、擀皮、和馅、包

饺子，无所不能，以船为家与浪共

舞的场景十分温馨快乐。

打赢攻坚战，靠的是铁军作

风，“中国海监108”船将自觉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生态环境

保护铁军的要求，发挥近岸、近海

综合性监测的优势，以服务管理为

根本，以系统化、信息化、精准化

为导向，以能力建设为抓手，进一

步提升监测保障能力，切实做到测

得准、传得快、说得清，努力成为

铁军中的排头兵，为服务保障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助推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心船管办 刘志华 供稿)

8月21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副

厅长崔凤友一行来我中心调研。中

心主任关道明、党委书记王菊英以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交流。

会上，中心主任关道明对崔

凤友一行到中心调研表示热烈欢

迎，并介绍了中心基本情况以及主

要业务方向。崔凤友介绍了本次调

研的背景和调研组成员，并指出，

希望双方在渤海综合治理、“湾长

制”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战略规划、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建设、干部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广

泛、深入合作，积极推进各自业务

发展和资源共享。随后，调研组成

员依次介绍了山东省部分沿海地市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情

况，并指出了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相关的技术需求，我中心与会

人员对相关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

解答。

经过充分研讨，双方一致表示

将聚焦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促进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管

理，服务海洋强省建设等领域，开

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业务合作，实

现监测数据

共享，识别

突出环境问

题 ， 提 出

环境管理措

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

与应用，加

快 推 进 高

素质综合型

人才培养，全面提升海洋生态环境

监管能力水平，为山东省海洋环境

污染防治、海洋生态保护与整治修

复、海岸带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提

供决策支撑和技术服务。

（办公室 供稿）

8月21日，河北省生态环境

厅孙学军副巡视员一行到海洋中

心调研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并进行座谈交流。中心副主任韩

庚辰主持座谈会，中心主任关道

明出席会议，监测处、海洋化学

室、海洋生态室、遥感室、战略

规划室相关技术人员参会。

座谈会上，关道明对孙学军

一行到中心调研表示热烈欢迎，

介绍了中心基本情况及海洋环境

监测业务工作情况，并对河北省

厅在北戴河旅游旺季生态环境监

测工作中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双方就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的

管理、技术、能力发展等进行了

深入交流。孙学军表示，河北省

正在积极制定海洋环境监测相关

规划，筹建河北省海洋中心，希

望海洋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关道

明表示，从长远看，河北筹建省

海洋中心，推进“十四五”规划

等工作，在全国沿海各省做出了

示范，有利于推动全国海洋生态

环境监测工作全面开展，海洋

中心将全力支持，并提供技术支

撑。

会后，韩庚辰副主任陪同调

研组参观了海洋中心海洋环境综

合实验楼和海洋环境监测船“中

国海监108号”。

通过此次调研，双方将建立

畅通的沟通渠道与机制，为日后

深入合作奠定基础。

（监测处 海岛中心 齐玥 供稿）

——“海监108”船上的航海人故事

参观海洋环境监测船

座谈会

8月15～19日，以“聚力污染防

治攻坚战、引领环境科学新时代”

为主题的第十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

在天津召开，会议由中国化学会环

境化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环境化学分会主办，南开大学

承办，汇聚了8000多名海内外专家

学者。我中心海洋化学室主任姚子

伟一行7人参会。

会上，我中心姚子伟研究员

和那广水研究员分别发起了“海洋

环境化学”和“高山和极地环境化

8月27日，中心保密委员会召开

2019年保密工作会，深入贯彻落实

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有关决策部署，

研究部署中心2019年保密工作。中

心保密委员会主任王菊英，副主任

韩庚辰、保密委员会成员出席会

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生态环境部

党组成员庄国泰副部长在生态环境

部保密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通报

了2018年全国典型窃泄密案件及部

分机关、单位泄露工作秘密和内部

敏感信息案例，审议中心保密委员

会2019年工作要点及签订部门保密

责任状。保密委主任王菊英对中心

2019年保密工作作动员部署。

会议指出，中心分管保密工作

的同志，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牢牢把握保密工作的政治

属性，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中心保密工作的重大责任扛在肩

上，深刻认识

保密工作面临

的新形势新要

求新任务，紧

扣中心转隶时

期保密工作新

的目标任务，

进一步提升干

部群众和涉密

人员的保密意

识，加强保密

管理，提高涉密技防水平，完善保

密技术监管体系建设，增强网络窃

密发现和处置能力，以优异成绩迎

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保密委主任王菊英要求，各

部门一把手要突出政治建设的统领

地位，为保密工作提供坚强保证。

一是进一步强化做好保密工作的使

命担当，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做好保

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

性，自觉把中央、生态部党组对保

密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和新要求

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严之又严、慎

之又慎，从源头把控和防范失泄密

风险，坚决守住党和国家秘密的安

全防线。二是着力解决关键环节的

重、难点问题，确保党和国家秘密

安全。要强化保密工作责任，加强

对涉密人员、涉密信息设备和涉密

载体的管理，积极做好新媒体使用

中的保密安全教育。三是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为做好保密工作提供有

力保障。要严格落实保密工作责

任，部门一把手要把做好保密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认

真落实一岗双责。要狠抓思想教

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深

入开展保密优良传统作风教育，引

导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强化保密意

识，提升专业素养，增强政治定

力，提高敏锐性鉴别力，培养全面

发展的保密人才。

会议还就做好转隶后保密工作

衔接，持续开展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等方面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办公室 姚翔 供稿）

我中心派员参加第十届环境化学大会

中心保密委员会召开2019年度保密工作会

（下接 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