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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海洋新闻 

1.1 三方共建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齐鲁晚报） 

2021 年 2 月 24 日，青岛市海洋发展局、西海岸新区管委、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就

共建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的签署，是青岛贯彻落实全

省 2021 年工作动员大会精神和全市“项目落地年”的重要成果，标志着试验区建设进入

新阶段。 

根据协议，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与青岛将在海洋冷链、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技术

探索开发等方面开展合作。市海洋发展局、西海岸新区管委将对深远海养殖试验区项目按

照政策顶格支持。 

2020 年 8 月，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正式获农业农村部批复，在全国率先开

启试点深远海资源开发利用新模式，着眼定位于国家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示范区、深远海高

技术产业集聚区和陆海统筹体制创新先行区，积极稳步扩大深远海养殖规模，并围绕深远

海规模化养殖对技术装备及产业配套的需求，努力发展关联产业，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 

目前，试验区内“深蓝 1 号”养殖三文鱼 20 万尾，可养殖 100 万尾鱼的“冷水团 1

号”开工建设，三文鱼暂养驯化海域已获审批，为进一步拓展海洋经济空间载体、优化空

间格局、培育产业新动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今年是青岛“项目落地年”，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将立足青岛在“双循环”中的“双节

点”战略地位，面向“十四五”科学谋划海洋经济突破发展的战略支点，把海洋产业发展

作为主攻山头，把重点项目攻坚作为“穴位”和靶点，着力在海洋产业高端化、海洋科技

创新引领、海洋领域合作等方面求突破，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打好打赢经

略海洋攻势，努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学术委员会委员审议并通过了工作报告，肯定了实验室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在

深海稀土、亚洲大陆边缘环境演化、极地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优势。与会专家针对实

验室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出了诚恳的意见和建议，并指出实验室下一步要聚焦研究重点，

做好长期发展规划，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抓住机遇，加速青年人才培养，突出自身的

优势和特色，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1.2  自然资源部海洋二所生态实验室相关研究揭示象山港海湾浮游生物演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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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海洋二所） 

海湾是承载自然变化与人类活动的最重要区域之一，其环境恶化引起生态系统退化和

资源衰退，对社会经济产生负反馈。浙江省象山港作为中国典型的亚热带海湾生态系统，

拥有独特的地形、水动力和生物群落，其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响应是对海湾

空间单元开发格局的重要反馈。 

日前，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重点实验室近海生

态研究团队以东海狭长形半封闭海湾象山港为研究区域，系统揭示了富营养化和海水升温

叠加影响下海湾浮游生物的演变格局。相关成果发表在《海洋污染通报》《河口与海岸》

《河口、海岸和大陆架》《浮游生物研究》等国际海洋学和浮游生态学主流期刊。 

 

 

 

 

 

 

 

 

 

象山港浮游生态系统历史演变示意图（董涵作图） 

该研究发现，富营养海湾大量浮游植物生物量不能有效传递到高营养级生物。生物量

指单位面积（体积）内某类生物的总重量。浮游植物是进行光合作用的初级生产者，高营

养级生物是食物链中捕食浮游植物的浮游动物和鱼类等。据该研究主要完成人之一江志兵

研究员介绍，象山港属亚热带高生产力（即浮游植物生物量高）海域，较大个体（微型， 

2-20 微米；小型，>20 微米）浮游植物占比超过 80%，较小个体（微微型，<2 微米）浮游

植物占比较小。近 10 年，象山港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水体富营养化没有进一步恶化，但

以氮、磷计，只能长期维持在四类水体（适用于海洋港口、海洋开发作业区）；与此同

时，先后上马的宁海国华和大唐乌沙山两个滨海电厂排放大量高温废水，叠加气候变暖，

使得象山港生态系统面临海水快速升温的压力。在富营养化和暖化影响下，叶绿素 a 浓度

和初级生产力逐渐升高，且个体大于 20 微米的浮游植物占比增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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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较大个体的浮游动物（大中型，>505 微米）生物量和丰度却呈现下降趋势，渔

业资源也明显下降。 

研究团队通过同步多参数高密度采样法，利用随机森林模型研究发现，象山港浮游动物生

物量不会随浮游植物生物量增加而增加，且两者的比值随浮游植物生物量增加而降低，表

明大量浮游植物能量不能通过食物链有效传递到高营养级生物。研究同时发现，浮游动物

对升温最敏感，温度升高促进了小个体（中小型，200~505 微米）浮游动物增加，而较大

个体（>505 微米）的数量降低，即浮游动物整体趋于小型化，造成较大个体浮游植物生物

量无法通过浮游动物摄食向高营养级生物传递。 

    同时，该研究发现亚热带狭长形海湾浮游生物长期演变显现时空异质性，时空异质性

指生物和非生物环境随时间变化、同时在空间分布上不均匀。象山港属亚热带狭长形半封

闭海湾，理化环境和生物群落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和空间异质性。基于此，研究团队推测

营养盐、水温和浮游生物的长期变化可能也存在时空异质性，并利用 1980 年~2019 年近

40 年的历史数据验证了该假设。 

    据该研究主要完成人之一杜萍副研究员介绍，大中型浮游动物生物量于 2005 年电厂

运行后快速下降，主要发生在夏、秋季的港底、港中部，这正是无机氮和水温同步升高显

著的季节和区域，说明富营养化和高温的共同作用明显抑制了大中型浮游动物生物量，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夏季电厂排水口水温超过了优势种（中型桡足类）的致死温度，而个体

较小的短尾类幼体和剑水蚤比例增加。研究团队还发现，在远离港顶、港中部温排水数十

公里的港口区域，浮游动物变化趋势与港底、港中部明显不同，未见数量下降；港口区主

要受港外海水影响，春季受长江冲淡水影响的时期，浮游动物数量甚至呈现明显上升趋

势，与长江口浮游动物变化趋势高度一致。 

    研究团队综合理化因素和各营养级生物的长期变化和异质性特征推导出象山港中底部

浮游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富营养化和暖化增加了浮游植物生物量，尤其促进个体较大的

硅藻和甲藻生长，但海水升温不利于较大型浮游动物繁殖，导致大粒径浮游植物缺少有效

的摄食控制；同时，冬季海水变暖加速了浮游植物生长，叠加同期浮游动物摄食作用较

弱，引起藻华加剧，且藻华时间从春季提前至冬季。浮游植物旺发产生的初级生产力无法

有效传递到较高营养级的浮游动物和鱼类，造成牧食食物链效率降低。因此，除过度捕捞

外，富营养化与变暖加剧引起的浮游生物粒级结构和物候过程改变也是象山港渔业资源较

20 世纪 80 年代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此外，微食物环作为初级生产力传输的补充途径，

相对重要性可能增强，其变化对能量传递效率的影响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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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丰富了海湾生态学的科学认知，提示内湾水交换能力差的海湾，需严格控

制陆源营养盐输入，并减少网箱养殖和虾塘养殖；同时严格控制电厂温排水的温升范围，

尤其在高温季节。生态文明观要求生态修复工作以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高蓝色碳汇

效率等生态服务功能为目标，本研究也为海湾生态修复提供了科学支撑，支持内湾养殖大

型经济藻类（海带等）和滤食性贝类（牡蛎等）、底播毛蚶、菲律宾蛤仔等土著贝类，以

降低水体营养盐浓度、减少浮游植物藻华的发生。 

1.3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海研究站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签订共建协议 

为落实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发展海洋环境立体观测技术，推动科教融合，服务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日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海研究站（以下简称南海站）

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以下简称热海院）签订“南海海洋环境立体观测联合实验室”共建

协议。 

南海站和热海院将在项目合作、技术研发、人才培养、海上试验、能力建设、学术交

流等领域开展积极合作，充分发挥各自在人才、技术、研究条件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实

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南海海洋环境立体观测联合实验室”的建立，是南海站为落实国家海洋强国战

略、紧跟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步伐，为推动海洋环境立体观测技术不断进步，促进科技、教

育、产业协同发展，为实现高端海洋装备与南海大数据的行业运用，而发挥自身优势，加

强院校合作，不断开拓创新的实践，将为南海站未来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论文作者总结称，这项研究结果表明，海草场或有助于对抗海洋塑料污染。此前有研

究发现，地中海海草区从 1960 年以来减少了 13%到 50%，论文作者提醒应将海草场保育放

在首位。 

1.4  “东方红 3”船完成启航仪式 

（中国海洋大学） 

2021 年 2 月 21 日上午 9 时 30 分，中国海洋大学 5000 吨级新型深远海综合科考实习

船“东方红 3”船平缓驶出青岛奥帆中心基地码头，完成了本年度首次启航仪式，赴西太

平洋西部海域，执行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海洋水体调查 2021 年春季航次任务。

船舶中心相关领导前往码头送行。 

本航次首席科学家为中国海洋大学韩树宗教授，计划通过大面站调查、走航调查和锚

系观测等方式，完成对西太平洋西部海洋水体的春季调查任务。本航次任务的执行将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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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和海洋强国的建设具有重大意

义。 

航次备航工作横跨春节，所有项目参与单位、船舶中心、防疫管理部门、出入境管理

部门克服春节工作压力，正月初九完成人员登船和首次核酸检测工作，进入封船办理出入

境手续阶段。船舶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会同航次项目组精心制定实施了人员调

配、疫情筛查、航次备航、人员住舱分配、船上工作生活守则、疫情防护用品、应急处

置、组织保障等内容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为本航次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ART  2  学术会议 

2.1  202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洋法治热点问题春季讨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以下简称“国际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洋

法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海洋法治研究中心”）定于 2021 年 3 月 1 日 14:00—17:30 举

办春季学术讨论会（腾讯会议），议题包括海洋法治领域的多个热点问题，如毛里求斯与

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评析，海警法解读，海上交通安全法、海商法修订，等等。 

讨论会包括致辞、学术报告、专家发言、互动和总结等环节。主要发言人员名单如下

（暂定）： 

莫纪宏，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国际法研究》主编 

刘楠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海洋法治研究中心学

术委员会主席 

柳华文，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国际法研究》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赵建文，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刘敬东，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 

刘小妹，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科研外事处处长 

王翰灵，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系教授 

张文广，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海洋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罗欢欣，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海洋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何田田，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海洋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卫华，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海洋法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马金星，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海洋法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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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专家外，筹备组还将邀请立法、司法、执法等机构的代表参会。完整议程拟于

元宵节前后发布。 

申请参会的，请于 2 月 26 日前将“姓名+机构+职称/职务”发邮件至 cass-

ocean@cass.org.cn。正式邀请将于 2 月 28 日统一发出。讨论会开始后，若系统显示有富

余席位，筹备组将后续发布参会方式。 

 

2.2  第六届 IEEE 智能计算与信号处理国际学术会议（IEEE-ICSP 2021） 

会议重要日期 

截稿时间：2021 年 3 月 9 日（最后征稿时间） 

录用通知时间：投稿后 4-5 个工作日 

会议官网：www.ic-icsp.org 

主办单位： 

西安石油大学 

协办单位： 

长安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小大学 

ICSP 2021 已被 IEEE 收录进会议列表！  

一、大会背景 

进入 21 世纪以来，计算机技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消费电子产品的快速更迭。在

技术迅速发展历程中，众多高校与企业研发了许多相关技术和产品，取得了丰硕学术和应

用成果。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智能计算、信号处理、网络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研

究领域展开讨论。会议旨在为从事相关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技术研发人

员提供一个共享科研成果和前沿技术，了解学术发展趋势，拓宽研究思路，加强学术研究

和探讨，促进学术成果产业化合作的平台。大会诚邀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

企业界人士及其他相关人员参会交流。与会代表不仅可以聆听国内外知名专家精彩报告，

并且可以亲自参与其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探讨。 

二、征稿主题 

1-智能计算与信号处理 

 娱乐与游戏 

 硬件和软件系统 

2-计算机与网络信息安全 

 信息系统  

 互联网和边缘计算 

http://www.ic-ics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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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城市和 5G 

 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技术 

 医疗保健和福利消费者系统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 AI 

 硬件和软件系统的能源管理 

 区块链协议的安全性 

 计算机的安全性和隐私 

 

 

 

3-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人机交互和用户体验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显示 

 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 

 计算机与教育 

4-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 

 物联网 

 传感器和执行器系统 

 音频/视频系统和信号处理 

射频，无线和网络技术 

 

三、出版信息 

会议论文集将由 IEEE 出版，收录进 IEEE Xplore 数据库，并提交 EI 核心和 Scopus

检索。欢迎从事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高校师生踊跃投稿 （投稿链接），同

时也欢迎暂无论文但对会议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会议（参会链接）。 

注意事项： 

已录用论文需按时注册，逾时注册将不被发表。注册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9 日 

论文需按照 IEEE 会议论文模板排版，不得少于 4 页（论文模板下载）。 

已录用且注册的论文，需要在会议现场进行宣读后才可发表；已注册但未参加会议并

宣读的论文，将不被发表和不返回注册费。参会报名链接 

论文应具有学术或实用价值，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过。作者可通过

CrossCheck, Turnitin 或其他查询体统自费查重，否则由文章重复率引起的被拒搞将由

作者自行承担责任。涉嫌抄袭的论文将不被出版，且公布在会议主页。 

四、会议注册 

会议可接受人民币或美金付款。 

类别 费用 

一篇论文（4 页） 3600 元 

一篇论文（4 页）（IEEE 会员/组委会成员） 3300 元 

    仅作口头报告或海报展示（不投稿） 1800 元 

听众 1500 元 

https://www.ais.cn/attendees/paperSubmit/J7RRFJ
https://www.ais.cn/attendees/toSignUp/J7RRFJ
http://www.ic-icsp.org/ueditor/php/upload/file/20201224/1608802703160209.doc
https://www.ais.cn/attendees/toSignUp/J7RR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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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或以上的投稿 3400 元 

超页费 400 元/页 

加购论文集 600 元/本 

注意事项 

 每一个作者注册费只包含 1 篇文章。如果是相同第一作者注册的第二篇文章可以享

受第二篇文章的注册优惠 3400 元/篇。 

超过 5 页的文章将收取超页费 400 人民币/页。 

一篇文章可收到一本会议论文集，同一篇文章的其余作者需要额外购买。 

一篇文章需要至少注册一个作者。 

一篇文章的其余作者或是陪同人员可注册为听众。 

五、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2021 年 4 月 9 日 13:00-17:00 注册报到 

2021 年 4 月 10 日 

09:00-09:30 开幕式*领导致辞 

09:30-12:00 邀请报告 

12:00-14:00 午餐 

14:00-15:00 分会场 1-智能计算与信号处理 

15:00-16:00 分会场 2-计算机与网络信息安全 

16:00-17:00 分会场 3-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17:00-18:00 分会场 4-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 

18:00-18:20 最佳口头报告颁奖 

18:00-19:30 晚宴 

2021 年 4 月 11 日 09:00-12:00 学术考察 

联系方式 

大会秘书处：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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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8702044440 (Wechat) 

QQ：1571351296 

咨询邮箱：icicsp@yeah.net 

 

徐老师微信 

PART  3   招聘信息 

3.1  自然资源部海洋咨询中心 2021 年公开招聘高校应届毕业生公告 

根据单位事业发展需要，海洋咨询中心 2021 年公开招聘高校应届毕业生 1 名，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单位简介 

自然资源部海洋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 2004 年，是自然资源部所属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承担报国务院审批用海用岛的技术评审，重大项目用海

用岛评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管理技术支撑，中央财政支持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技术审查，海洋生态修复有关政策研究，开展海洋政策、法规、规划研究咨询等。 

二、招聘原则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三、招聘对象 

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在校期间为非在职的 2021 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两年择业期

内未就业的毕业生，经核准后，按应届毕业生对待。近两年内（截至入职前）获得国

（境）外学历学位的留学生。 

四、招聘岗位 

2021 年海洋咨询中心公开招聘 1 名高校应届毕业生，为京内生源，博士研究生学历，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物理海洋相关专业。具体岗位信息见《2021 年度公开招聘高校毕业

生岗位信息表》（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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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2.须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毕业证、学位证；不超过 35 周岁（1986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具有北京市常住人口户籍。留学人员需提供能够认定留学人员身份和留学经

历的证明材料。 

3.具备与应聘岗位相匹配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 

4.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身体、心理素质，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奉献精神和团队

协作精神，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 

5.对于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所学专业，注重专业内容实质，此类应聘人员的专业方向与

所需专业方向要求一致视为符合专业条件。 

6.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六、招聘程序 

（一）报名 

1.报名时间：报名截止时间 2021 年 3 月 19 日 24 时。 

2.报名方式：应聘人员请填写《自然资源部海洋咨询中心招聘报名表》（附件 2），

发送至电子邮箱 hyzxzx2021@163.com,邮件标题格式为：报考岗位-姓名。邮件附报名表

格，同时提交以下材料扫描件：身份证、在读证明（如学生证）、已取得的学历与学位证

书（应届生可暂不提供）、英语等级证书等其他必要材料。 

3. 应聘人员须在报名时提交如实填报有关信息和提供相关材料的承诺书，承诺所填

写的各项报考信息全部真实有效。应聘人员未按要求报名并提供资格审查附件材料，或者

提供虚假信息等的，立即终止其招聘程序。 

（二）资格审查 

按照岗位要求，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员名单将在自然资源部和

中心门户网站公布，并参加后续的面试考核。 

应聘人员未通过资格审查者不另行通知。 

（三）面试 

1. 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形式为个人表达和考官提问。面试满分为 100 分，面

试成绩不低于 60 分的应聘人员方可被确定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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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聘人员参加面试时，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在读证明（如学生证）、已取得的学历

与学位证书（应届生可暂不提供）、英语等级证书等其他必要材料。上述证件均需原件，

缺少上述证件者，不得参加面试。 

（四）体检和考察 

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照招聘岗位 1:1 的比例，确定考察对象，考察对象名单在

中心门户网站公布。确定考察对象后，中心组织考察对象进行体检，体检合格后进入考察

环节。 

考察实行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双重考察。内容包括应聘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道

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态度和实绩、学习和工作表现等情况，并对应聘人员资格条件进

行复核，重点审核考察对象的人事档案。 

（五）公示和聘用 

根据面试、体检和考察结果，中心择优确定拟聘人选。拟聘人员信息公示的范围与招

聘信息发布的范围一致，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照有关规定签订聘用合同，被聘用人员为事业单位编制内职

工，并实行试用期制度。工资待遇按照国家事业单位工资标准执行。 

七、联系方式 

自然资源部海洋咨询中心人事处 

联 系 人：陈老师，王老师 

联系电话：010-68040020、010-8046466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莲宝中路三号院 

自然资源部海洋咨询中心 

2021 年 2 月 20 日 

3.2  自然资源部海洋四所 2021 年度公开招聘高校博士应届毕业生岗位信息表公布 

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加挂“中国—东盟国家海洋科技联合研发中心”和“广西海

洋发展研究院”牌子，是自然资源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共建的正厅级科研事业单位。主要

开展以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为核心的科学研究；开展以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预测技术，海

洋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及其智慧应用为重点的技术攻关；开展以海岸带综合治理，海洋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修复，海洋灾害监测预警与防灾减灾，海洋经济与发展规划等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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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口的若干项应用服务。根据单位事业发展的需要，将面向高校应届博士毕业生，开展

2021 年度公开招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二、招聘对象 

招聘范围为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在校期间为非在职的国内高校 2021 年应届博士毕业

生，两年择业期内未就业的毕业生，经核准后按应届毕业生对待，以及近两年内（入职

前）获得国（境）外博士学历学位的留学生。不含委托和定向培养的毕业生。 

三、招聘岗位 

公开招聘 11 名工作人员。主要涉及海洋生物、海洋生态、物理海洋、海洋经济、海岸带

综合管理、大气科学等 11 个工作岗位，具体见《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 2021 年度公

开招聘高校博士应届毕业生岗位信息表》。 

岗位名

称 
岗位简介 

招聘

人数 
专业 

学历

要求 

学位

要求 

政治

面貌 
其他条件 

单位联系人及

电话 

海洋生

物调查

与研究 1 

从事浮游

植物调查

与研究等

相关工作 

1 

海洋生

物，海洋

生态及相

关专业 

研究

生

（仅

限博

士） 

博士 不限 

1.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上

SCI 论文；2.熟悉浮游植

物、海洋生态、分子技术一

项或以上；3.同等条件下，

有丰富出海经验者优先。 

王老师 0779-

3969316 

海洋生

物调查

与研究 2 

从事浮游

动物调查

与研究等

相关工作 

1 

海洋生

物，海洋

生态及相

关专业 

研究

生

（仅

限博

士） 

博士 不限 

1.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上

SCI 论文；2.熟悉浮游动

物、海洋生态、分子技术一

项或以上；3.同等条件下，

有丰富出海经验者优先。 

王老师 0779-

3969316 

海洋数

据观测

分析岗 

从事海洋

观测数据

分析、数

值模拟和

数据同化

等研究 

1 

物理海

洋，港

口、海岸

及近海工

程，海洋

应用科学 

 研究

生

（仅

限博

士） 

博士 不限 

1.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上

SCI 论文；2.有丰富的数值

模拟经验。 

王老师 0779-

3969316 

智慧海

洋服务

岗 

从事海洋

数据智能

服务应用

研究 

1 

信息管

理、海洋

经济、海

洋生态等

相关专业 

研究

生

（仅

限博

士） 

博士 不限 
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上

SCI 或 SSCI 论文。 

王老师 0779-

396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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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

空间规

划岗 

从事海岸

带空间规

划研究相

关工作 

1 

海岸带综

合管理、

城乡规

划、国土

规划类相

关专业 

研究

生

（仅

限博

士） 

博士 不限 

1.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上

SCI 或 SSCI 论文；2.能熟练

使用 ARCGIS、Autocad 等软

件；3.熟练运用英语的听、

说、读、写。 

王老师 0779-

3969316 

海洋防

灾减灾

岗 

从事南海

及大洋海

洋动力学

数值模拟

研究或生

态动力学

等 

2 

物理海洋

或海洋科

学或大气

科学 

研究

生

（仅

限博

士） 

博士 不限 

1.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上

SCI 论文；2.同等条件下，

有野外作业经历者优先。 

王老师 0779-

3969316 

海洋经

济规划

岗 

从事向海

经济、产

业开发、

区域规划

等相关工

作 

2 

产业经

济、区域

经济、渔

业经济、

管理科学

与工程等

相关专业 

研究

生

（仅

限博

士） 

博士 不限 
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上

SCI 或 SSCI 论文。 

王老师 0779-

3969316 

海洋药

物开发

岗 

从事海洋

药物开发

研究 

1 

有机分析

化学、天

然产物分

析、药物

化学、微

藻毒素分

析等相关

专业 

研究

生

（仅

限博

士） 

博士 不限 
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上

SCI 论文。 

王老师 0779-

3969316 

珊瑚礁

研究岗 

从事南海

珊瑚礁保

护与修复

等研究工

作  

1 

珊瑚礁研

究方向

（生态

学、生物

科学、环

境科学等

相关专

业）  

研究

生

（仅

限博

士） 

博士 不限 

1.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上

SCI 论文；2.同等条件下，

有野外作业经历者优先。 

王老师 0779-

3969316 

 

四、招聘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3、应聘人员不得超过 35 周岁（1986 年 1 月 1 日之后出生）； 

4、热爱自然资源事业，具备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奉献精神和

团队协作精神； 

5、需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留学人员需提供认定留学人员身份和

留学经历的证明材料； 

6、符合国家有关部门或招聘单位驻地关于接收非本地生源毕业生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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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具备与岗位相匹配的专业和技能条件，以及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身体、心理素质； 

8、具备招聘岗位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五、招聘程序和方法 

招聘工作按照组织报名、资格审查、面试、体检、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组织实施。 

（一）报名 

在规定的报名期限内，接受应聘人员报名。 

（1）报名时间：2021 年 2 月 20 日—2021 年 3 月 6 日 24 点，逾期不予受理。 

（2）报名方式：请填写《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 2021 年度公开招聘高校博士应届毕

业 生 考 试 报 名 表 》 （ 附 表 2 ） ， 填 表 时 请 勿 漏 项 ， 表 格 发 送 至 邮 箱

zhangtao@4io.org.cn，邮件标题格式为：2021-姓名-报考岗位编码。邮件请附报名表

格。 

（3）考生报名时，请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邮箱 zhangtao@4io.org.cn）提交以下

材料的 PDF 扫描件：身份证、本科硕士已取得的学历与学位证书和博士毕业生就业推荐

表。 

（二）资格审查 

海洋四所按照岗位要求，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报名条件的，通过资格审核进入

面试。 

（三）面试 

通过资格审查进入面试的人员名单，在“海洋四所”公众号公示。 

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形式为个人答辩和评委提问。面试前会将面试须知发至考生指定邮

箱。面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体检和考察 

面试成绩不低于 60 分的应聘人员（满分为 100 分），方可被确定为考察对象。招聘岗位

实行 1:1 等额考察，按照应聘人员面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组织体检和考

察。考察人选名单在“海洋四所”公众号公示。 

在拟聘人选公示之前，因考生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应聘或未通过考察的，按照面试成绩排

序依次递补。 

（五）公示 

按照有关规定确定拟聘人选名单，拟聘人选名单在招聘公告发布范围内予以公示。 

（六）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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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入职手续，签订聘用合同。 

六、其他 

1.考生提交的报考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面试或录用

资格。 

2.资格审查结果、面试名单及考试其他具体要求一切以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对外公

告为准。 

3.单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新世纪大道 26 号 

邮    编：536000 

邮    箱：zhangtao@4io.org.cn 

咨询电话：王老师  张老师   0779-3969316 

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人事处 

                           2021 年 2 月 20 日 

3.3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2021 年公开招聘高校应届博士毕业生公告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创建于 1965 年，是隶属于自然资源部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

是为国家海洋观测监测调查、海洋能产业发展、海洋环境保障提供技术支撑，同时承担我

国海洋领域基础性、前沿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中心编制 475 人，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占

35%以上。中心建设运行国家海上综合试验场，设有硕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现将 2021 年公开招聘高校应届博士毕业生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二、招聘对象 

高校应届毕业生和海外留学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高校应届毕业生是指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在校期间为非在职的 2021 年高校应届毕业

生，两年择业期内未就业的毕业生，经核准后按应届毕业生对待。应聘对象须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 

海外留学人员是指在国（境）外高校取得学历学位的毕业生，回国时间在两年内且未就

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能够认证留学身份和经历的材料，在天津市办理完成海

外留学人员进津工作派遣的人员。 

应聘的博士研究生年龄要求：不超过 35 周岁（1986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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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条件 

（一）应聘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具有良好的品行； 

4.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技能条件； 

5.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6.符合回避的有关规定； 

7.具有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报考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正在接受立案审查的人员； 

3.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 

4.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 

5.现役军人； 

6.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有作弊行为，在禁考期限的人员； 

7.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被依法限制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人员； 

8.聘用后构成回避关系的； 

9.法律规定不得报考的其他情形人员。 

四、招聘岗位 

 

 

 

 

 

 

 

 

 

五、招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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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21 年 2 月 20 日-3 月 12 日，3 月 12 日 23:00 之后，不再接受报名。 

2.报名方式：请于报名期限内填写《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2021 年度公开招聘应届博士毕业

生报名表》，连同与填写内容相关的证明材料以 PDF 文件方式（不可打包压缩）发送至电

子邮箱 rsc6950@vip.126.com，邮件主题需注明“姓名+专业+毕业院校+博士应聘”，

《报名表》命名方式同邮件主题，证明材料命名方式为“姓名+专业+毕业院校+证明材

料”。 

信息填写须详实、准确、完整，联系电话请留本人手机号码或常用固定电话。未按要求内

容填报的，资格审核时不予通过。 

（二）资格审核 

中心将对照岗位条件要求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查结果及时向应聘人员反馈。必要

时也可要求应聘人员补充材料进行资格复核。通过资格审核人员名单将在我中心门户网站

进行公布。 

（三）面试 

资格审核通过人员全部进入面试，面试采取问答的方式进行。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及面试相

关事宜，将在我中心门户网站另行发布公告。 

（四）体检和考察 

面试成绩不低于 60 分（满分 100 分）的应聘人员方可被确定为考察对象。各招聘岗位实

行等额考察，按照面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组织体检和考察。 

（五）公示 

拟聘用人员名单将在中央和国家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自然资源部及我中

心门户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 

考察对象和拟聘用人选因个人原因主动放弃应聘或未通过体检和考察、自愿放弃聘用资格

而造成岗位人选不足的，按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程序依次递补。 

（六）聘用 

公示无异议后，办理各项聘用手续。 

六、注意事项 

（一）应聘人员须按要求填写联系方式，并务必保持通讯工具畅通。因通讯工具不畅造成

无法联系到本人的，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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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聘人员提交的应聘材料及相关信息应确保真实、准确。未认真填报造成信息不

全、有误的，由应聘人员承担责任。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被取消面试和聘用资

格。 

（三）联系方式 

     招聘咨询电话：022-27536949、27536950； 

     中心门户网址：www.notcsoa.org.cn。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2021 年 2 月 20 日 

PART  4     学术期刊 

部分期刊最新目录 

Progress in Oceanography ：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progress-in-

oceanography/vol/193/suppl/C 

Marine Geology：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marine-geology/vol/434/suppl/C 

Ocean Modelling：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ocean-modelling/vol/160/suppl/C 

Marine Chemistry：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marine-chemistry/vol/231/suppl/C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marine-environmental-

research/vol/167/suppl/C 

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journal-of-marine-

systems/vol/217/sup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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