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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海洋新闻 

1.1 深圳将支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运商学院 

（界面新闻）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引泉、蔡毅提出，建议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运商学

院。交通部于 9月 17日公开了关于此建议的答复函，表示支持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运商

学院。 

  交通部称，船员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设立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航运商学院，高起点培养国际化航运人才，符合发展需要。 

  根据答复函的内容，该学院的选址位于深圳。交通部提到，深圳毗邻港澳，且深圳和香

港均为排在全球前列的航运枢纽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城市。深圳、香港航运

经济发达，航运人才需求量大，特别是高素质航运人才存在较大缺口。 

  目前，香港船东已不得不大量聘用外籍（缅甸、印度、菲律宾等）船员来满足需求，据

统计，外籍船员占比高达 65%。 

  交通部表示，在深圳建设船员及航运人才培养基地，是内地和香港航运企业的共识，符

合实际需求，既解决实际困难，又利于协同发展。 

  另一方面，中央也为在深圳设立国际航运商学院提供了政策支持。2019年 8月，国家出

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其中明确提

出，“支持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2019年 12

月，交通部发布《发挥海事作用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

了“创新船员管理模式”。 

  近些年，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万吨以上泊位数均在增加。2019年末，全国港口完成货

物吞吐量 139.51亿吨，比上年增长 5.7%。其中，沿海港口完成 91.88亿吨，增长 4.3%；内

河港口完成 47.63亿吨，增长 9.0%。 

  截止去年底，全国港口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520个，比上年增加 76个。其中，沿海

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076个，增加 69个；内河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444个，增加 7

个。 

  《2020年中国海员供求指数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截至 2019年底，包括

海船和内河船舶在内，我国共有注册船员 165.92万人，同比增长 5.3%，其中女性船员占总

体船员比例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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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船员总体数量在上升，但《报告》指出，海员供求关系结构性分化依然严重——无

限航区（一般指国际航行的公海））海员严重富余，沿海航区海员较为紧缺。 

  交通部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运商学院建设期间，各项流程将坚持优质、高效原

则，协助推动粤港澳船员高质量发展。 

1.2  交通运输部关于深化改革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交通运输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部属各单位，部内

各司局： 

  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围绕“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建设目标，着力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保障，着力激发发展动能，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科学谋划、创新驱动、精准施策、统筹推进，构建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体系，为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二）发展目标。 

  到 2025年，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权责清晰，船舶检验法规规范体系完备，技术研发创

新能力显著增强，船舶检验机构履职能力显著提升，建成国际一流中国船级社，船舶检验人

员综合素质明显提升，船舶检验支撑体系更加完善，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成。 

  到 2035年，形成“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监管有力、服务优质”的船舶检验新格局，船

舶检验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前列，实现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全面服务交通强国建设和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船舶检验体制机制。 

  1.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类管理。交通运输部对全国船舶检验工作实施统一领

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船舶检验主管部门对本地区地方船舶检验工作分级负责。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对不同类别的船舶检验机构、船舶检验人员和不同种类的船舶检验实施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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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法明晰船舶法定检验业务分工。立足经济社会和航运、造船及相关制造业发展实际

需求，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创新，进一步按照法律法规优化船舶检验业务分工，明晰船舶检

验业务边界，充分调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权责协调一致的船舶检验格局。 

  3.强化船舶检验责任落实。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要严格履行船舶检验行业管理和监督职

责，督促各地区各单位严格落实船舶检验及其管理责任。地方人民政府船舶检验主管部门要

严格落实船舶检验事权管理责任，加强本地区船舶检验机构管理和队伍建设。各船舶检验机

构要严格依法依规实施船舶检验，保证船舶检验质量。 

  4.推进船舶检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贯彻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支持有条件的

地区开展创新体制机制方式履行船舶检验职责的试点工作。鼓励国内船舶检验机构开展合

作，推进资源共享，促进船舶检验区域融合发展。 

  5.落实渔船检验机构改革要求。要贯彻落实好渔船检验机构改革的有关政策，深入推进

机构改革，确保机构到位、人员到位、机制到位，做到工作不断、业务不乱。要加强渔船检

验机构建设和人员管理，保障检验体制顺畅、高效。要全面履行渔船检验和监督管理职责，

采取针对性举措，创新工作方式，推进渔船检验管理水平和检验质量不断提升。 

  （二）健全船舶检验法规规范。 

  6.完善船舶检验管理法规。积极推动《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渔业船舶检验条

例》的修订，促进商船检验和渔船检验法规深度融合。加快修订《船舶检验管理规定》等规

章，不断完善和优化船舶检验管理制度。 

  7.健全船舶技术法规体系。强化船舶技术法规对航运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船舶制

造的引领性作用，不断完善船舶技术法规体系框架。统筹国际与国内、全国与区域不同需

求，分类合理、适度超前、因地制宜，构建船舶技术法规体系。完善船舶技术法规后评估制

度，不断提升船舶技术法规水平和质量。 

  8.强化前沿和关键技术创新。聚焦新一代智能航运、新材料、新能源等科技前沿，加强

对可能引发海洋装备制造业、航运业变革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研究，适应行业创新发展需

求。开展大型液化天然气船、邮轮、极地航行船、大型溢油回收船、大型深远海多功能救助

船等船型技术及相关技术法规研究。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技术应用。 

  9.推进绿色生态技术研究与应用。积极推进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能效“绿色船

舶”的技术法规建设，以技术引领助推绿色航运发展。开展新能源和新型动力系统相关技术

的研究，推进低碳、无碳能源动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在船舶上的应用。积极开展船型能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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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节能技术研究，推进营运船舶能效控制研究，支持完善航运绿色生态综合评估体系，提

升船舶节能减排整体水平和造船业能效设计水平。 

  （三）加强船舶检验机构建设。 

  10.推进国际一流中国船级社建设。营造有利于中国船级社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发展环

境，不断提升中国船级社品牌国际信誉度和影响力。支持中国船级社拓展国际市场，促进中

国船级社在规模、技术、服务、管理和国际化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发挥中国船级社技术

和全球服务优势，推动检验服务、航运相关产业走出去，助力“一带一路”、海洋强国、航

运强国等国家战略实施。发挥中国船级社主力军作用，带动地方船舶检验机构协同发展。 

  11.推进地方船舶检验机构建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船舶检验主管部门要加强本地区船舶

检验机构建设，着力做好船舶检验机构人力资源、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保障，提升船舶检验机

构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保障本地区船舶检验的有效供给。积极推进商渔船检验机构的深度

融合，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商渔船检验的协同发展。 

  12.进一步加强船舶检验机构资质管理。贯彻分级负责、分类管理要求，进一步明晰船舶

检验机构的业务分类和业务范围，优化船舶检验机构的资质条件，实施严格的资质管理。 

  （四）加强船舶检验队伍建设。 

  13.完善船舶检验人员管理制度。完善验船师管理制度，推进商渔船验船师管理的融合，

加快实施船舶检验人员注册管理。进一步完善船舶检验人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促进船舶

检验人员专业知识、检验技能和职业荣誉感的提升。加强船舶检验服务机构人员管理制度建

设。 

  14.加强人员配备和能力培养。研究制定基于船舶检验业务量的船舶检验人员配备标准，

加强船舶检验力量建设。船舶检验机构要建立结构合理、专业匹配、业务精湛的船舶检验人

才梯队，保持船舶检验人员的充足、稳定。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培养船舶检验

后备人才，扩大船舶检验人才储备。建立船舶检验人员培训体系，明确船舶检验人员入职、

晋升、知识更新等培训要求，持续提升船舶检验人员的业务能力。 

  15.打造高层次人才队伍。坚持高精尖导向，不断完善船舶检验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培养

和引进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船舶检验行业领军人才。加强船舶检验

履约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不断丰富船舶检验履约人才库。 

  （五）强化船舶检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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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强化船舶检验机构监督。加强船舶检验的事中事后监管，通过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

舶检验机构监督检查，督促船舶检验机构依法履职。构建船舶检验机构评价体系和评价结果

通报机制，建立船舶检验机构约谈制度。 

  17.强化船舶检验质量监督。进一步完善船舶检验质量监督制度，健全船舶检验现场监督

机制。建立海事管理机构和船舶检验机构的联动机制，实现船舶检验质量问题处理的闭环管

理。加大对违法违规检验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追责力度。 

  18.落实船舶安全质量责任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船舶检验主管部门、船舶检验机构要联

合有关主管部门，推动造船及相关企业落实船舶安全质量责任制，强化造船企业安全质量主

体责任的落实。推进船舶检验诚信管理体系建设，将船舶设计、修造、航运、检修检测等相

关船舶检验服务单位纳入诚信管理。 

  （六）强化船舶检验支撑保障。 

  19.搭建船舶技术法规支撑平台。建立船舶技术法规交流机制，依托国家现有船舶检验研

发机构，探索建立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船检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共同参与，产学研

用管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基地、试验基地，形成多渠道、开放性的新型技术研发支持体系，

推进船舶技术法规质量不断提升。加大船舶技术研发基础性投入力度。 

  20.强化船舶检验信息化支撑。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在船

舶检验领域的应用研究。落实“互联网+政务”“互联网+监管”要求，推进船舶检验信息化

建设，做好船舶检验证照数据等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提供更加便捷的检验服务，实施更为高

效的监督管理。加快推进船舶检验证书电子化，推进在线培训和在线技术支持平台建设，推

进电子审图、电子档案的应用。 

  （七）推进船舶检验开放合作。 

  21.有序推进船舶检验创新开放。创新船舶检验制度和检验模式，为自贸区（港）建设提

供便捷优质的船舶检验服务。稳步推进自贸区（港）国际登记船舶法定检验开放。规范外国

船舶检验机构在中国境内的检验行为，发挥船舶检验对中国造船业和航运业发展的支持作

用。 

  22.鼓励船舶检验合作共享。鼓励船舶检验机构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共享信息资源、人才

资源，实现技术优势互补，不断提高船舶检验有效供给。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经营企业、

服务供应商等船舶基础信息交换，实现相关信息共享。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地方船舶检验机构

的帮助力度，实现检验技术和发展经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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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加强船舶检验国际履约。充分发挥海事主管机关船舶检验国际履约的协调、组织和主

导作用，不断提升船舶检验国际履约制度性话语权，深度参与国际海事组织有关船舶技术标

准议题，维护我国航运业和造船业权益。加强区域、多双边船舶检验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

船舶检验国际合作网络，加强船舶检验履约研究，提升船舶检验履约能力。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高度，充分认识

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保障各项工作任务有效落实，

为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推进工作落实。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要加强统筹，及时了解各项工作任务推进落实

情况，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船舶检验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船

舶检验事权，积极争取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聚焦工作重点，创新工作举措，强

化责任落实，破解管理难题，保证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三）强化“三基”建设。各单位要着力强化船舶检验基层基础基本功建设。筑堡垒，

提高船舶检验基层自建能力；固根基，推动船舶检验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夯实船舶检验工作

基础，对业务发展脉络、问题症结、对策方向做到心中有数，确保情况明、底数清、数据

准。全面增强船舶检验从业人员基本功，练好专业技能基本功、防范风险基本功和改革创新

基本功，为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四）及时总结评估。各级船舶检验主管部门以及船舶检验机构要及时评估工作推进成

效，交流总结经验成果，结合新形势新要求适时调整工作安排，持续优化工作机制，不断推

动船舶检验事业向更高质量发展。 

  交通运输部 

  2020年 9月 11日 

1.3  近百位业界专家相聚青岛 探讨中国海洋科技信息与大数据应用 

（中国新闻网） 

    第四届海洋科技信息与大数据应用模式研讨会 9月 17日在青岛举行。来自中国自然

资源部、中国科学院、中国海洋大学、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等中国国内顶尖

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就海洋科技信息研究、海洋大数据应用、知识服务创新等

主题进行研讨。 

会上，为共同探索海洋科技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模式，深入探讨海洋经济发展，本次参会

的海洋科技信息和知识服务领域专家先后做主题报告，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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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部副部长李大海、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数据与信息中心副主任韩京云、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质室主任石学法博士等就科技信息研究与大数据应用如何

助推海洋事业发展等开展研讨和分享。 

山东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院院长崔凤祥认为，在科研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学术平台的支

撑，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智能化、数字化的平台可以有效缩短研究时长。当下，海洋

数据相对比较匮乏，数据获取仅能通过卫星等技术手段获取，故数据共享非常必要，本届研

讨会为与会专家提供了一个进行信息数据分享的平台。 

中国知网副总编柯春晓表示，对海洋的研究是综合性的，并不是单一领域的，此次研讨

会不仅涉及科学技术方面，还加入了社会科学，这样就会使得维度更丰富。随着大数据时代

到来，运用智能手段打破原先传统的科技信息获取方式成为新热点，借助智能手段就是数字

资源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可以更好的辅助科研人员进行科技研究。目前，中国知网在海洋科

技信息与大数据应用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据悉，海洋科技信息与大数据应用模式研讨会已连续四年在山东青岛举办。本届研讨会

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和中国知网主办，旨在进一步融合政

府、高校、科研院所等海洋科研教学资源，为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探索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海

洋科技信息与大数据应用的新模式搭建交流平台。 

1.4  国家海洋卫星山东数据应用中心正式揭牌 

（齐鲁晚报） 

  9月 17日，“国家海洋卫星山东数据应用中心揭牌仪式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在位于中

国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的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举行。14个高校、科研院所、企

事业单位的 80名代表共同见证山东卫星遥感数据应用学科建设史上的又一大事。 

  “在各方积极努力下，2019年 7月，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和山东省海洋局签署《关于

共同推进海洋卫星遥感山东数据应用中心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

究院建设国家海洋卫星山东数据应用中心。”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理事长、书记李

焕军介绍，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建设，现已具备遥感应用基础，数据、技术、软硬件、人才和

场所等条件。未来，中心将充分运用海洋卫星遥感技术，通过大面积、实时、同步、连续而

密集的海洋要素观测，获取多种海洋环境信息和基本数据。 

  我国海洋卫星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97年第一颗海洋卫星—“海洋一号”卫星正式

立项，拉开了我国海洋系列卫星发展的帷幕。23年来，海洋卫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使我

国有能力对所管辖海域的水色环境实施大面积、实时和动态监测，并具备对全球大洋和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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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探测能力。随着深远海开发、海域动态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海洋防灾减灾等海洋开发

和观测活动的深入，海洋卫星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各行各业对卫星海洋数据的应用需求与日

俱增。国家海洋卫星山东数据应用中心的揭牌投用，将实现卫星数据 PB级管理、海洋卫星数

据全处理、山东近岸高分数据近实时处理。中心建设成果可有效应用于海洋资源环境动态监

测、海域海岛综合管理、海洋渔业生产服务、海洋灾害预警监测等方面。 

  “近年来，我们围绕高质量经略海洋打造的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搭建的全要素的创新

平台，加速布局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项目，为国家海洋卫星山东数据应用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应

用场景，预留了广泛的合作窗口。”烟台开发区海洋经济发展局局长常胜军说，中心落地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后，随着后续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和卫星应用体系的逐步健全，

在海洋综合管理、公共服务、安全保障等领域的能力将持续提升，将为实施海洋强省战略、

发展海洋经济、提升海洋管理能力和海洋公益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挂牌以来，围绕着经略海洋大手笔不断。在海洋科技

创新方面，规划建设 8.4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创新区，打造全国首家以蓝色种业为特色、以

海洋科创为引擎、以海洋新兴产业为方向的国家级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率先构

建“总部基地+孵化加速器+专业园区”海洋新兴产业培育模式，聚集包括中科院育成中心、

泛海海工等 17个涉海高端项目。以“三海一核”为特色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

启用，8个国家工程实验室、智慧海洋产业技术研究院、大海工类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等同步入驻，与 46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带动和关联的涉海产业产值超过 300亿元。 

 

1.5  山东海洋产业托起全国海洋科技“半壁江山” 

（海报新闻） 

2018年 1月，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复，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新旧动能转换

为主题的国家战略。随后，《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等文件陆续出台，

“十强”产业发展规划明晰。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智慧海洋、医养

健康等五个新兴产业，快成长、上规模；绿色化工、现代高效工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

现代金融等五个传统产业，提层次、强实力。 

  腾笼换鸟，凤凰涅盘，三年转换图破壁，新动能开辟新局面，山东经济从质量结构，到

体制机制，到发展环境，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系统重塑。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之年。这一年，山东努力跑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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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度”，“三年初见成效”的质量和底色更加坚实与厚重，山东高质量发

展的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9月 1日起，大众网·海报新闻重磅推出《“十强”产业巡礼》专题报道，采用视频访

谈、短视频、图文报道、图解新闻等多种报道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山东“十强”产业

发展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新突破。 

  山东海洋产业产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20%，占全国海洋总产值的近 20%；山东成为全

国唯一具有 3个超过 4亿吨吞吐量大港的省份，也是全国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唯一综合试点

省份；海洋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国之重器-超级计算机升级项目成功落户青岛，海洋科学与技

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很多创新成果走在世界前列……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近年来，山东省实

施海洋强省建设“十大行动”，海洋经济成为现代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力量，取得了瞩目的成

绩。 

  海洋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占全国海洋总产值近 20%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抓住海洋就抓住了未来。山东是海洋大省，海岸线占全国的

1/6，毗邻海域面积与陆域面积相当，有 589个海岛、200余个海湾，海洋生物、能源、矿产

资源丰富。《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将现代海洋列入十强产业之一，要求

培育形成新动能。 

  “全省集中实施重点项目 276个，重点培育壮大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智慧海洋、海洋生

物医药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在日前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发展改

革委一级巡视员梁文跃说，去年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4%左右，今年以来，省级

层面集中推进 12个现代海洋产业重大项目、总投资 750余亿元。 

  为瑞典建造的全球最大 5800米车道双燃料滚装船正式开工，中海油青岛海工交付我国最

大作业水深 FPSO（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海洋石油 119”的中船柴（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柴油机有限公司）柴油机项目加快建设，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在研抗肿瘤药物 BG136

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修正海洋科技谷一期、华大基因二期等项目加快推进，这些高端项目

为海洋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据梁文跃介绍，目前，山东省海洋产业产值已占到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20%，占到全国

海洋总产值的近 20%，山东成为全国唯一的具有 3个超过 4亿吨吞吐量大港的省份，也是全

国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唯一综合试点省份。 

  “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山东托起全国海洋科技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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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强大引擎。“十三五”以来，山东省承担了全国近一半的重大海洋

科技工程，实施了“透明海洋”“问海计划”等重大工程，研发了智能浮标、深海浮标、水

下无人航行器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蛟龙号、向阳红 01、科学号以及海龙、

潜龙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远海装备投入使用。其中，中集来福士自主设计建造的超

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 1号”，顺利完成两次我国南海可燃冰试采任务，将我国深水

油气勘探开发能力带入世界先进行列。 

  栽下科技“梧桐树”，引来一群“金凤凰”，结出一批“新果实”。据梁文跃介绍，山

东目前拥有省级以上涉海科研院所 55家，海洋领域驻鲁两院院士 22名，省级以上海洋科技

平台 236个，其中国家级 46个，“全国近一半的海洋科技人才、全国 1/3的海洋领域院士集

聚在山东，在去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我省海洋领域获奖数量居全国首位，主导及参与

完成 37项国家科学技术奖项，托起了我国海洋科技的‘半壁江山’。” 

  以现代海洋产业智库专家、山东大学海洋研究院特聘教授吴锜承担的深远海探测科技攻

关专项——“全海深下海洋传感器的检验关键技术和校准核心算法”为例，团队开发出全海

深（11000米）海洋环境模拟舱，填补了国内外此类高精度检验和校准装置的空白，使我国

对深海观测设备拥有国际话语权，推动山东成为海洋传感器强省，同时对山东建设海洋物联

网、实施智慧海洋突破行动、经略深远海、促进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分析深度信息 智慧海洋未来可期 

  前几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北方沿海夏天天气炎热，导致海水中溶解氧减少，造成从山

东到辽宁沿海养殖海参的大面积死亡。如何改变过去这种“养殖靠天吃饭”“靠经验估

摸”“碰运气”的状况？大数据能否提前预警海水水温升高，帮助养殖企业减少损失？有人

打起了海洋物联网的主意。 

  《山东省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中提出，全面参与国家“智慧海洋”工程建设，以山

东省近岸海域为重点，以海洋大数据平台为支撑，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环境、装备和活

动深度结合，逐步实现海洋信息透彻感知、通信泛在随行、超算互联互通、数据充分共享、

应用服务智能，提高海洋事务决策的科学化、智慧化水平。 

  “智慧海洋是海洋物联网与传统海洋产业的深度结合在海洋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但我们

到今天还没有实现海洋物联网，这是发展智慧海洋的瓶颈。”吴锜说，海洋物联网由三层组

成，分别是感知层、传输层，以及基于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纳、整理，挖掘

出单靠人类智慧所无法获得的深度信息，实现“靠大数据”预警、预测，从而提高效益，降

低风险，自主实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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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已经启动了针对海洋物联网的关键技术的研究，也将制定“智慧海洋”产业发展三

年推进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智能化小浮子、智能化海洋牧场、智能化海洋装备都可以在

山东落地开花。”在吴锜看来，针对上述事例，若从海水养殖到运输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都建

立起了物联网，实时感知和监测各个环节，则不仅可以提高产量、降低风险，还可以保障水

产品的质量与安全。 

 

PART  2  学术会议 

2.1 第三届亚洲海洋风能大会 

会议官网：http://www.cdmc.org.cn/2020/owa/index.html 

会议时间：2020-11-12 08:30 至 2020-11-13 17:30 结束 

会议地点：上海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长宁区虹桥路 2270 号 

会议规模：400 人 

主办单位：上海决策者经济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简介：随着电力需求的增加和政府扶持政策，亚太地区海上风电市场稳定快速的增

长。OWA2020 旨在帮助海上风电开发商/运营商对新兴市场的发展机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

对本地区的技术挑战做好准备。通过丰富的社交环节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与同行行业专家

交流意见，共同探索行业发展趋势，聆听来自 Orsted，CGN，三峡新能源，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Equinor 等开发商对亚洲海上风电市场的战略规划，通过两天大会的交流与互动，

与合作伙伴建立持久、稳固的合作关系。 

2.2 2020 年第四届船舶，海洋与海事工程国际会议（NAOME 2020） 

会议官网：https://www.bagevent.com/event/6634015 

会议简介：NAOME 2020 致力于促进世界顶尖创新者、科学家、学者、研究人员和思想领导

者之间的交流和探讨，促进船舶，海洋与海事工程领域的进步。本次会议的目的是汇集来

自业界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交流与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目前的研究成果，探索合作，并引发新

的想法，在这些领域开发新项目和开发新技术，在这次会议的三天里，您将有机会聆听到

前沿学术报告，共同见证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变化。 

出版和索引：所有接受的论文将在线出版，将被 Ei Compendex，SCOPUS，Google 

Scholar，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CSA），Inspec， ISTP 等检索，优秀论

文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特邀演讲嘉宾： 

http://www.41huiyi.com/shanghai/
http://www.41huiyi.com/venue-077068069052079068099122.html
http://www.41huiyi.com/sponsor-077068073050077122077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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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hilip L-F. Liu 教授——康奈尔大学，美国 

Liu Philip L-F.是康奈尔大学 1912 级教授，隶属于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CEE）、

应用数学中心和计算科学领域。刘博士同时也是台湾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Taiwan）的教授，他隶属于水文与海洋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hydrograph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目前，他正在康奈尔大学休假，是新加坡国

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杰出教授。他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研究和技术副校长。 

1968 年从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毕业后，刘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71 年

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74 年获得 ScD 学位。他于 1974 年加入康奈尔大学，担任 CEE

学院助理教授，1979 年晋升为副教授，1983 年晋升为正教授。1985-1986 年任该校副院

长，1986-1987 年任工程学院本科副院长。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刘先生

任中东欧学院院长。 

2．George Baird 教授——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 

George Baird 是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科学荣誉教授，专门从事建筑环境

科学和从用户角度评估建筑性能。 

他是英国特许建筑服务工程师学会（Chartered Institution of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s）和新西兰工程学会（Engineering New Zealand）的会员，2013 年

被授予新西兰能源管理协会终身会员（现为碳和能源专业人士）。 

3．Ramli Nazir 教授——马来西亚科技大学，马来西亚 

Ramli Nazir 自 1989 起任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岩土工程与运输系岩土工程教授。1983

年获联合技术硕士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94 年获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专业为岩土工程。

他在岩土工程领域有超过 30 年的经验，特别是在地基、地基加固和岩土取证工程领域。

他已经发表了 100 多篇与他专业领域相关的技术论文和期刊。除岩土工程讲师外，他还是

一名专业工程师，拥有丰富的设计工程师、设计检查员和岩土技术顾问经验，为多个政府

和私人机构提供服务，这些机构还参与了马来西亚的许多民事法证工程，包括结构和基础

设施。除了工程教育和咨询活动外，他还是欧洲规范 7 马来西亚附件技术委员会的成员，

该委员会负责根据当地需要规范欧洲规范 7 的使用，马来西亚建筑和工业发展委员会的研

究委员会成员，以及马来西亚公共工作部的成员。他还为马来西亚标准与工业研究所

（SIRIM）和公共工程部（JKR）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为土锚和荷载试验等专业工作提供设

计规范工作。他也是国家边坡破坏调查专员。他还应邀为政府和私人技术机构（如 J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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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壳牌、马来西亚生产力公司等）提供岩土工程方面的培训和研讨

会。目前，Ramli Nazir 教授是马来西亚科技大学热带地质工程高级副主任。 

节目预览： 

2020 年 11 月 23 日：注册+接待 

2020 年 11 月 24 日：开幕式+ KN 演讲+分会场报告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一日游或分会场报告+半日游 

提交论文： 

1.通过 CMT 投稿：https://cmt3.research.microsoft.com/NAOME2020 

2.通过电子邮件投稿：naome@iased.org 

3.投稿要求： 

 (1)稿件必须为全英文稿件，图片、表格、公式中均不允许有中文出现，稿件需与主

题相关。 

(2)主题突出，内容层次分明，数据准确可靠，论述严谨，结论明确。未在国内外公

开刊物或其它学术会议上发表过。 

(3)请作者按照官网上模板的格式编排（最好是在模板的基础上替换原文内容）。本

次会议采取先投稿、先送审、符合条件者先发送录用通知方式进行。审稿周期约为 3-7 个

工作日。 

(4)投稿的文章经过初审之后，将提交给至少 2 名审稿委员会成员进行同行审查，审

查内容包括原创性、技术或研究的内容和深度、会议主题相关性、贡献性和可读性。 

(5)如果只参会做报告，不出版，则只需提交摘要以供审阅。听众不需要提交稿件，

注册成功的听众可以参加会议的所有分会。 

    (6)稿件不允许有剽窃行为，涉嫌抄袭的文章将不会送审。 

联系我们：郭女士 

电子邮件：naome@iased.org 

网址：www.icnaome.org 

QQ: 2011307354(加 QQ 时请附上您想咨询的会议名字简称，如:NAOME 2020) 

PART  3   招聘信息 

3.1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湛江）2021 校园招聘 300 人公告(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湛江)(以下简称"湛江湾实验室")是广东省委、省

政府启动建设的第二批广东省实验室之一，是以湛江市政府作为建设主体，依托中国船舶



第 15 页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海洋大学和广东医科大学等单位共同建

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湛江湾实验室规划建设用地 2000 亩，启动建设期(2019-2021 年)

内完成湛江国家高新区海东园区龙王湾核心研发基地内各研究中心功能实验室、大型科学

装置、公共服务平台、海上试验场等建设，总投资约 58 亿元人民币。湛江湾实验室重点

研究领域涵盖深海装备、海洋牧场、海洋绿色能源、智能船舶和海洋大数据等方向，致力

打造具有国际重大影响力的一流海洋科研创新高地。为统筹加快推进实验室建设工作，根

据实验室的发展需求，现启动 2020、2021 年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工作，诚邀优秀学子加

入。 

  一、招聘时间 

  2020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一、招聘对象 

  国内外知名大学 2020-2021 年应届硕士/博士毕业生。 

  二、招聘人数及招聘方式 

  博士毕业生 200 人，硕士毕业生 100 人。 

  采用面试与笔试方式考察。面试环节由面试专家组负责，并视具体情况增加笔

试。 

  三、各研究中心需要专业如下： 

  1、智能海洋装备研究中心： 

  电气工程、机械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力学、流

体力学、流体机械及工程(风电方向)、动力工程(风电方向)、海洋科学、海洋渔业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能源动力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光学、材料。 

  2、海洋绿色能源研究中心： 

  海洋工程、热能工程与技术、天然气水合物、油气田开发、钻完井工程、机械工

程、海洋防腐涂料、石油地质、能源与环境工程、计算机编程及系统研发、海洋石油地

质、油藏工程、地震震源装备研发、地震资料采集处理、油气储运、应用化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高分子材料、防污涂料、油田化学、自动化、钻井工艺、钻完井液、固井液、油

田废弃物处理、深层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3、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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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统计学、信息与通信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水产学、生物学、药学、化学、食品

科学、水产学、生物学、药学、化学、食品科学。 

  4、南海资源大数据中心： 

  鱼类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渔业资源、人工智能、数据库技术、计算

机、数学、网络、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信息。 

  5、智能船舶海上试验场： 

  船舶与海洋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等相关、测试计量技术与仪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四、研究方向 

  海上浮式风电装备技术; 

  渔业养殖装备技术; 

  海洋装备智能感知技术 

  温差能技术 

  近岸油田开发技术 

  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 

  鱼类学 

  海洋生物学 

  海洋生态学 

  渔业资源 

  大数据技术与生物分类学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智能船舶海上测试技术 

  智能无人系统技术 

  药学 

  五、招聘基本条件及岗位 

  境内院校毕业生须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毕业，且报到时能提供国家认可的就

业报到证、毕业证和学位证;境外院校毕业生应获得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硕士

及以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同时要求： 

  (一)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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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校各科成绩优良，具备较强的外语能力; 

    (三)具备应聘岗位所需其他条件。详见《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湛

江)2021 年应届毕业生校园招聘岗位表》(附件 1)。 

所属
机构 岗位编号 岗位名称 研究方向 专业及学历要求 

计划招
聘人数 

薪酬标
准 

智能
海洋
装备
研究
中心 

011KY2001 
科研人员-
智能海洋装
备责任研究

员 

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技术 

1.船舶与海洋工程、海洋渔业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机械设计与制造、电气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动力与工程等相
关专业 
2.取得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且具有正高级职称。 

3 
50-80
万/年 

011KY2002 海洋装备智能感知技术 

1.海洋科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信息
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
关专业 
2.取得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具有高级职称。 

3 
50-80
万/年 

011KY2003-01 

科研人员—
智能海洋装
备技术研究
助理研究员 

海上浮式风电装备技术——海
洋新能源工程师 

1.电气工程、机械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1 

20-40
万/年 

011KY2003-02 海上浮式风电装备技术——海
洋结构工程师 

1.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机械
工程、力学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2 
20-40
万/年 

011KY2003-03 海上浮式风电装备技术——水
动力分析工程师 

1.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机械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2 

20-40
万/年 

011KY2003-04 海上风电机组系统设计 

1.流体机械及工程（风电方向）、动力工程（风电方
向）、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4 
20-40
万/年 

011KY2003-05 海上风电机组气动及水动力分
析 4 

20-40
万/年 

011KY2003-06 海上风能资源评估 2 
20-40
万/年 

011KY2003-07 海洋系统控制工程师 
1.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自动化、机械工程、人
工智能、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2 
20-40
万/年 

011KY2003-08 小型海洋航行器设计研发工程
师 

1.自动化、人工智能、计算机、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
电子工程、流体力学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4 
20-40
万/年 

011KY2003-09 小型水上飞行器设计工程师 
1.航空航天、自动化、人工智能、机械电子、计算机、
力学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4 
20-40
万/年 

011KY2003-10 海洋工程系泊结构及柔性管链
结构工程师 

1.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机械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2 

20-40
万/年 

011KY2004 

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技术——总
体方向 1.船舶与海洋工程、海洋渔业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机械设计与制造、电气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动力与工程等相
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4 

20-40
万/年 

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技术——结
构方向 2 

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技术——轮
机及机械方向 2 

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技术——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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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一体化方向 

011KY2005 海洋装备智能感知技术 

1.海洋科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信息
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光
学、材料等相关专业； 
2.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 

15 
20-40
万/年 

011JS2001 技术保障岗
位 协助科研相关领域 1.土木工程、机械工程、海洋工程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具备相关职业证书优先; 3 
12 万-
20 万/
年 

海洋
绿色
能源
研究
中心 

012KY2001 

科研人员-
海洋新能源
技术研究责
任研究员 

天然气水合物技术 

1.在天然气水合物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较强科研
能力，取得油气田开发、钻完井工程、海洋工程、机械
工程等学科或相关研究方向； 
2.博士学位，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 

1 
50-80
万/年 

012KY2002  
温差能技术 

1.在海洋工程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较强科研能力，取
得海洋工程、热能工程与技术等学科或相关研究方向的 
2.博士及以上学位，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 

1 
50-80
万/年 

012KY2003 深层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1.在深层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
较强科研能力； 
2.取得相关学科或相关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原则上应
具有高级职称。 

1 
50-80
万/年 

012KY2004 近岸油田开发技术 

1.在海洋石油工程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较强科研能
力，取有海洋工程、海洋防腐涂料、钻完井工程等相关
专业博士学位，原则上应具有正高级职称。 
2.主持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或同等层次工程项目总
负责人的工作；或荣获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科技奖（主
要完成人）；或国家“万人计划”及以上入选者；或国
家优青及以上奖励获得者。 

2 
50-80
万/年 

012KY2005 

科研人员—
海洋新能源
技术研究助
理研究员 

天然气水合物技术 

1.石油地质、能源与环境工程、钻完井工程、机械工程
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有水合物研究工作经历
优先。                                                                  

8 
20-40
万/年 

012KY2006-01 近岸油田开发技术研究——油
气评价室 

1.计算机编程及系统研发、海洋石油地质等专业，取得
全日制硕士学位，2 人； 
2.油藏工程、地震震源装备研发、地震资料采集处理、
海洋石油地质等专业，取得全日制博士学位，4
人；                                         

6 
20-40
万/年 

012KY2006-02 近岸油田开发技术研究——硬
管研究室 

1.油气储运、海洋工程、机械工程等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4 

20-40
万/年 

012KY2006-03 近岸油田开发技术研究——海
洋腐蚀防护室 

1.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等专业，取
得全日制硕士学位，5 人； 
2.防腐涂料、防污涂料、高分子材料等专业，取得全日
制博士学位，3
人；                                                          

8 
20-40
万/年 

012KY2006-04 近岸油田开发技术研究——钻
完井工程技术室 

1.油田化学、机械工程、自动化、钻井工艺等专业，取
得全日制硕士学位，5 人； 
2.钻完井液、固井液、油田废弃物处理等专业，取得全
日制博士学位，3 人。                                                    

8 
20-40
万/年 

012KY2007 温差能技术研究 
1.热能工程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具有海洋温差发电系统
研究与设计经验者优先。 

7 
20-40
万/年 

012KY2008 深层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1.具有深层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研究领域科研能力；2.取得
相关专业的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4 

20-40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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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JS2001 技术保障岗
位 

天然气水合物技术 
1.科研相关领域工科类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具有中级工程师职称，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秀考虑。 

1 

12-20
万/年 

海洋腐蚀防护室 1 
钻完井工程技术室 1 
温差能技术研究 1 

海洋
生物
资源
开发
中心 

013KY2001 

科研人员-
海洋生物/
医学研究责
任研究员 

海洋生物/海洋工程医学 

1.医学、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海洋工
程、统计学、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水产学、生物学、药学、化
学、食品科学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博士及以上学位。 

3-5 
50-80
万/年 

013KY2002 
科研人员—
海洋生物/
医学研究助
理研究员 

海洋工程医学 

1.医学、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海洋工
程、统计学、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等专业; 
2.取得全日制博士学位，具有高级职称者可适当放宽学
历要求； 5-10 

20-40
万/年 

013KY2003 海洋生物资源研究 

1.水产学、生物学、药学、化学、食品科学等相关专
业； 
2.取得全日制博士学位，具有高级职称者可适当放宽学
历要求； 

20-40
万/年 

013JS2001 技术保障岗
位 协助科研相关领域 1.生物和医学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2 
12 万-
20 万/
年 

南海
资源
大数
据中
心 

014KY2001 

科研人员-
南海大数据
研究责任研

究员 

南海资源大数据技术与生物分
类学研究 

1.长期从事鱼类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渔业资
源等相关研究方向。 
2.取得全日制博士及以上学位。 

3-5 
50-80
万/年 

014KY2002 

科研人员—
南海大数据
研究助理研

究员 

南海资源大数据技术与生物分
类学研究 

1.鱼类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渔业资源等相关
专业； 
2.取得全日制博士学位，具有高级职称者优先。 

1-2 
20-40
万/年 

014KY2003 软件研究 

1.人工智能、数据库技术、计算机、数学、网络、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信息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国外知名院校优先考
虑； 

2 

20-40
万/年 

014KY2004 硬件研究 1 
014KY2005 人工智能研究 1 
014KY2006 HPC 研究 1 
014KY2007 大数据分析研究 2 
014KY2008 地理信息研究 1 

014JS2001 技术保障岗
位 协助科研相关领域 1.具有海洋科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背景；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2 
12-20
万/年 

014XZ2001 行政秘书 南海资源大数据中心 
1.有较强的理论分析.公文处理和写作功底，能独立承担
调研工作；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1 
10-26
万/年 

智能
船舶
海上
试验
场 

015KY2001 
科研人员—
海上试验场
责任研究员 

智能船舶海上试验与测试技术 

1.船舶与海洋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机械工程、仪器
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博士学位或具有相关科学领域高级职称
者，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 

5 
50-80
万/年 

015KY2002 
科研人员—
海上试验场
助理研究员 

1.船舶与海洋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
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测试计量技术与仪器、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 

15 
20-40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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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JS2001 技术保障岗
位 协助科研相关领域 

1.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电气、自动化、电子信息等
相关专业； 
2.取得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相关职业证书优先 

3 
12-20
万/年 

注： 

1. 有较好学术成果或项目经验的，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2. 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且符合条件的 2019 届毕业生也可应聘。 

薪酬待遇： 

        聘用人员为合同制，薪酬待遇按实验室薪酬体系规定及岗位设置与职级管理办法执行。 

    应届硕士生待遇 12-20 万元/年，根据岗位匹配度、科研能力、毕业院校等综合考虑薪酬定

级，具体面议。 

    博士生 25 万元/年起，博士后 30 万元/年起，安家费 5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 100-200 万元，

科研奖励另算，具体薪酬面议。 

(一)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接受报名,额满为止。 

(二)报名方式 

 

 

 

 

面试: 面试安排另行通知，请确保电话畅通。面试时请准备时长 5 分钟的 PPT 自我介绍。 

试用期: 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按薪酬 80%发放工资。 

联系人：欧阳小姐，咨询电话：0759-2086208  

 

3.2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 年招聘宣讲会 

中山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环境学科教学和科研的机构之一，经过 40 余年的快速发

展，形成了在国内环境学科领域的整体优势地位，成为国际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具有一定

影响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员工共 138 人，其中教授 30 名、

副教授 33 名、讲师 4 名。截至 2020 年 9 月，中山大学环境/生态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

数据库(ESI)前 0.2%，国内高校中排名第七。在 2020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中山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全球排名 51-75。  

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进一步需求，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现面向国内外招聘环

境科学与工程、环境管理及相关学科的优秀人才。学院在学科建设中重点建设土壤环境与

污染控制、水环境与污染控制、大气环境与污染控制以及环境微生物四个学科方向，协调

发展环境材料与低碳技术、环境规划与管理、固废处理与资源化等三大交叉学科。  

招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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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环境、环境微生物、大气环境、水环境、环境化学、固废处理与资源化、环境规

划与管理、环境监测、环境毒理、环境材料等环境相关学科，或化学、化工、材料、催化

等交叉学科。  

   招聘类型：  

 （一）专职科研系列岗位  

   诚聘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优秀博士后或博士，或具有相应工作经历的青年学

者，具有优秀的科研工作能力，有高水平论文发表经历。  

   聘期结束考核优秀者，可依据学校转聘政策申请转聘副教授岗位。  

 （二）博士后研究人员岗位  

   诚聘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在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3 年的

青年学者。  

  聘期结束考核优秀者，可依据学校转聘政策申请转聘副教授岗位。   

招聘人数： 10 人  

招聘宣讲会安排  

  地点：申请人超过三人的国内任何城市  

时间：根据申请人的时间，学院安排合适的宣讲时间。  

宣讲人：根据申请人的学科方向，学院安排相关老师作为宣讲人。  

应聘方式  

1、请先将个人简历发送至 hjxy@mail.sysu.edu.cn，学院将根据申请情况安排相关

学科老师组织宣讲会，并告知申请人宣讲会信息。  

2、对于条件优秀者，学院亦可邀请申请者直接到学院进行面试，并承担产生的交通

及住宿费用。  

联系方式  

李传浩教授、郑雁馨老师  

联系电话：020-36332686, 39332739 

 

3.3  @全球英才 苏州大学诚邀您相约双甲子，“云”聚“苏大强”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古城园林甲天下，姑苏富饶冠江南”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

苏州，拥有 120 年历史，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1 计划”首批入选高

校，是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共建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国防科技工业局和江苏省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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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共建高校，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2020 年自然指数排行榜，苏州大学位居中国内

地高校第 11 名，全球高校第 39 名。2020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苏州大学位

居中国内地高校第 18 名。截止目前，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工程学、药

学与毒理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免疫学、数

学、计算机科学、农业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共 14 个学科进入全球基本科学指标

（ESI）前 1%，化学、材料科学 2 个学科进入全球基本科学指标（ESI）前 1‰。  

 当前，全体苏大人正以昂扬的姿态、开放的胸襟、全球的视野，努力将学校建设成

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建校 120 周年之际，举办 2020 苏州大学国

际青年学者“云论坛”，竭诚欢迎全球英才参加。  

一、云论坛简介  

 2020 苏州大学国际青年学者“云论坛”拟定于 10 月 15 日召开。本次“云论坛”旨

在集聚海内外不同学术背景的优秀青年学者，就国际前沿科技及研究热点在“云端”展开

探讨，促进国际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携手探索科学前沿，共攀学术高峰。  

 二、邀请对象  

 1、年龄一般应在 40 周岁以下（198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2、国内受邀者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入围“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国

家人才计划；或达到相应水平的优秀人才。  

 3、海外受邀者应具备下列条件：具有海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或者具有国内博士

学位，并有 2 年以上连续海外科研工作经历。  

 三、人才待遇  

 学校对于国家人才或达到相应水平的优秀人才提供协议年薪、安家补贴、学术启动

经费，以及必要的办公条件和场所。有关待遇如下：  

 （一）岗位及待遇  

 1、岗位：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薪酬：35-60 万元+有关奖励，上不封顶。  

 3、安家补贴：200-475 万（含地方政府配套补贴）。提供全装修的过渡性人才公

寓，拎包入住。  

 4、学术启动经费：人文社会科学 50 万，非实验理科 60-80 万元，实验理、工、医

科 80-200 万元。可根据需要另行提供大型仪器设备费。  

（二）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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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优先推荐申报江苏省“双创计划”，对入选的双创人才，三年内省级财政给予

总共 300 万元、100 万元或 50 万元的创新创业资金资助；对入选的双创团队，三年内省级

财政给予总共 300-800 万元的人才经费资助。  

2、优先推荐申报“江苏特聘教授”，如入选，聘期三年内，省级财政给予每人每

年 12 万元的岗位津贴，对自然科学类、人文社会科学类分别提供 100 万元（特别优秀的

提供 200 万元）、50 万元的科研经费。  

 3、优先推荐申报苏州市“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苏州市“引才补贴”、“乐

居工程”、“优秀人才贡献奖励”，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人才计划”等人才项目。  

 4、其他：充足的办公实验室用房，支持组建科研团队，博、硕士招生指标予以政

策性倾斜，协助解决配偶工作及子女入学，提供附属医院便捷就医条件。  

 四、云论坛日程  

 报名时间：2020 年 9 月 17 日至 10 月 5 日  

 论坛邀请函发送时间：2020 年 10 月 6 至 10 月 12 日  

 论坛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五、申请方式  

请符合条件且有意向者登录“苏州大学国际青年学者东吴论坛”报名系统：

http://rckf.rsc.suda.edu.cn （请复制链接到浏览器打开）注册、填写并提交个人申

请。  

 六、联系方式  

 苏州大学人力资源处人才引进与开发办公室  

 联系人：章宪、尹奎、吴洁、颜廷锴、胡玥  

 联系方式：+86-512-67503248  

 联系邮箱：rckf@suda.edu.cn  

PART  4     学术期刊 

Progress   in  Oceanography 

Volume 188  In progress (October 2020) 

Deep sea isopods from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Distribution and habitat 

Linkage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s in the northern Antarctic Peninsula region to the Southern 

Annular Mod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phytoplankton production 

http://rckf.rsc.suda.edu.cn/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796611203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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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ondition metrics and lipid content between Euphausia pacifica and Thysanoessa 

spinifera in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Current, USA 

Seasonal dynamics and export of biogenic silica in the upper water column of a large marginal sea,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Characterizing meso- to submesoscale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bservations of different effects of an anti-cyclonic eddy on internal solitary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limate-driven variability in Euphausia pacifica size distributions off northern California 

Ecosystem indicators of marine survival in Puget Sound steelhead trout 

Responding to global warming: New fisheries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Arctic 

Implications of Pyrosoma atlanticum range expansion on phytoplankton standing stocks in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Current 

Soft corals assemblages in deep environments of the Menorca Channel (Western Mediterranean Sea) 

海洋学报 第 42 卷 第 9 期  2020 年 9 月 

物理海洋、海洋气象、海洋物理 

基于潜标观测的吕宋海峡以东深海海流的低频变异  

华南休闲海滩沙坝触发的裂流风险及特征研究 

WAVEWATCH Ⅲ不同海冰源项的海浪模拟效果对比 

海岸波浪多次破碎波能耗散模型 

孟加拉湾障碍层年际变化及其与印度洋偶极子事件的联系  

海洋地质 

西北冰洋中更新世以来黏土矿物变化特征及其反映的洋流和冰盖演化 

海底地形对洋中脊热液对流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海水压力的空间变化 

琼东南盆地深水区 BSR 带裂隙系统空间分布特征 

海洋工程 

多向不规则波浪的确定性模拟 

畸形波作用下锚泊方柱系泊张力特性研究  

海洋技术 

卷积神经网络在卫星遥感海冰图像分类中的应用探究——以渤海海水冰为例 

海洋信息科学 

基于 MODIS 遥感影像的安达曼海内波特征参数分布及生成周期研究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79661120301609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79661120301609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79661120301592?via%3Dihub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7966112030161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796611203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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