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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海洋新闻 

1.1 自然资源部海洋地质与成矿作用重点实验室揭牌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2020 年 12 月 26 日，依托于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地质与成矿

作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青岛召开，学术委员

会主任王成善院士，副主任李家彪院士、李铁刚研究员，学术委员刘峰研究员、秦为稼研

究员、胡瑞忠研究员、林间研究员、丁平兴教授、杨胜雄教授级高工、吴能友研究员、孙

卫东研究员、王厚杰教授、石学法研究员，特邀专家庄志猛研究员、徐景平教授，自然资

源部科技发展司高学民处长、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宋金明副主任，海洋一

所副所长魏泽勋以及重点实验室骨干人员共 80 余人参加了会议。 

首先，魏泽勋副所长代表实验室依托单位向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

感谢，海洋国家实验室宋金明副主任和部科技司高学民处长分别致辞。随后，王成善院

士、李家彪院士、李铁刚所长等为实验室揭牌，魏泽勋副所长为学术委会委员颁发了聘

书。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成善院士和副主任李家彪院士主持。实验室主任石学法研究

员作了工作报告，介绍了实验室的定位、目标和研究方向，重点介绍了重点实验室的代表

性成果及在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等方面取得的进展，提出了实验室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实验室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鄢全树、乔淑卿、李传顺、阚

光明等 4 名青年科学家分别作了亮点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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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农业农村和海洋渔业局正式揭牌成立 

（界面新闻） 

2021 年 1 月 6 日，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农业农村和海洋渔业局正式揭牌成立。至

此，深圳第“10+1”区有了“三农”工作的专职机构。据了解，这个部门是深圳市深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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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合作区党工委、管委会的下设机构，主要的使命包括：贯彻执行上级有关“三农”、扶

贫、畜牧业、渔业、海洋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并落实相关工作。 

2021 年开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简称“深汕合作区”）的体制机制调整和乡村

振兴事业又都迈出了一大步——1 月 6 日，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农业农村和海洋渔业局

正式揭牌成立。至此，深圳第“10+1”区有了“三农”工作的专职机构，翻开了“三农”

工作的新篇章，将进一步助推深汕合作区加快建设具有深圳标准、体现深汕特色的“田园

城市”“都市乡村”，争做“飞地农村城市化实践首创者”。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党工委书记产耀东，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蔡转弯出席

揭牌仪式。 

2020 年 10 月 30 日，深圳市委编委正式批复同意成立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农业农村

和海洋渔业局。在区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下，仅用时一个月，就完成了这个新机构的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划转等筹建工作，并组建完成了“三农”工作队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农业农村和海洋渔业局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新机构呢？据了解，

这个部门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党工委、管委会的下设机构，主要的使命包括：贯彻执

行上级有关“三农”、扶贫、畜牧业、渔业、海洋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并落实相

关工作。 

伴随新机构的设立，该部门还加挂了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的牌子，区党工委农村工作办

公室、区党工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设在了新机构内，负责组织开展“三

农”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推进和督促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 

当前，深汕合作区作为深圳唯一拥有农村的区域，是深圳先富帮后富打造的精准扶贫

5.0 版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既是重大发展任务，更是重大政治任务；

既是高质量发展之需，更是高质量发展之机。 

揭牌仪式上，区党工委、管委会也对这个刚刚诞生的新机构提出了殷切期望—— 

要勇担使命，切实把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党工委赋予的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三农”工作的历史重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让深汕新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百姓。 

要着眼全局，牢牢把握全区农业农村工作的方向和要求，加快建立职责明确、反应灵

活、运转有序、统一高效的工作管理体系，以奔跑的状态、奋斗的姿态，打好主动仗，更

好服务大局、支撑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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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抓实干，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培养造就一

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深汕“三农”工作队伍，为深汕“三农”事业的发展提

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区各单位、市驻区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区农业农村和海洋渔业局全体工作人员见证揭

牌活动。 

分析人士指出，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农业农村和海洋渔业局的诞生，寄托着市委市

政府、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厚望，其不仅要高水平、高标准、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与新城建设发展同向发力、相互促进，而且，要在“双区建设”“双城联动”大格局

中，加快推动全区“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当好实施乡村振兴的“领头羊”，助力深圳

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努力为全国、全省乡村振兴战略探索新路。 

1.3 中科院南海所建设的西沙海洋环境观测研究站入选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中科院南海所) 

2020 年 12 月 29 日，科技部公布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择优建设名单，依托中国

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建设的西沙海洋环境观测研究站（简称“西沙站”）入选。至此，

南海海洋所共有 3 个野外台站纳入国家野外站序列，还包括广东大亚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海南三亚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科技支撑条件进

一步夯实。  

西沙站位于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于 2007 年筹建，2009 年正式建成，先后建成并运

行了 9 种共 30 多套观测单元，是一个集水文、气象、环境、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等学科

于一体，并可同时研究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和大气圈及其相互作用的多学科综合观测研

究站，也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一个水深超过 1000 米的深海海洋环境长期观测研究站。  

西沙站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海洋强国重大战略需求，聚焦热带海洋研究热点与前沿科学

问题，针对南海西边界流特征，西沙海域海洋水文气象变化规律和相互作用机制，以及西

边界流对西沙生物资源形成与生态环境的影响等问题开展长期监测与研究，在海洋传感器

技术及其监测应用、海洋遥感信息分析与应用、多源海洋监测信息资料同化与集成分析等

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要的科技创新和系统集成的突破。  

 

1.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华军荣获科学技术最高奖 

（半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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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5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度山东省

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鲁政发〔2020〕18 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

李华军荣获科学技术最高奖，是中国海洋大学继管华诗院士（2004 年）、吴立新院士

（2018 年）之后第 3 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中国海大近 3 年两获全省最高科技奖项，充分

彰显了学校服务山东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贡献和重要学术影响力。 

2020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李华军院士个人简介 

李华军，男，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山东省海洋工程重点实

验室主任，国际涉海大学联盟秘书长，教育部海洋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

家。 

长期从事海洋工程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解决了海洋工程设计理论、安全施工与运

维中的系列技术难题，发展了海洋工程安全与防灾技术体系：突破了海洋平台安全运维的

技术瓶颈，创新了海洋平台结构整体动力检测与振动控制技术，保障了海上工程设施的安

全经济运行；建立了海洋工程防灾设防标准推算方法，发展了浮式平台防风系泊、大型平

台整体安装的设计方法与关键技术，显著降低了海上工程的风险；研发了新型海岸结构物

及分析、设计和防护技术，达到了兼顾安全、环保、经济的工程效果；开展了“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交通设施建设战略咨询和技术攻关，创建了新型构筑物设计、施工与安全保障

关键技术体系。 

相关成果应用于 100 余项海上工程的安全建设与运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海洋工程领域的首个重大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均排名 1）、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6 项（均排名 1）、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授权发明专利 30 余项，成果纳入 5 部国家行业规范标准。 

 

PART  2  学术会议 

2.1  第七届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 

第七届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WMTC2021）将于 2021 年 4 月 27-29 日在丹麦哥本哈

根举行。 

会议的主题确定为“技术和创新造就可持续发展的航运业”，讨论的内容极为广泛，

从回顾历史悠久的海洋遗产到展望航运业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相信其中一定有您感兴趣的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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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论文征集工作已于 2020 年 6 月启动，我们期待船舶行业的单位、学生、研究

人员和科学家为本次会议提供论文、演讲或企业展示，特别欢迎理论性的论文或者是具有

可行性和可实施性的论文。在会议召开之前，所提交的所有论文都将由评审委员会进行评

审，以选出最切题的论文在会议上进行演讲和讨论。 

上海市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会是世界海事技术大会（WMT Congress 2019-2021）的轮值

主席，我们代表 WMTC 竭诚欢迎海事领域的专家学者、学生参加此次在丹麦举办的第七届

世界海事技术学术会议（WMTC2021）。 

 

2.2  第八届海岸和海洋工程国际会议 

（ICCOE 2021）第八届海岸和海洋工程国际会议将于 2021 年 4 月 3-5 日在日本东京

上智大学隆重召开。 

会议网址：http://www.iccoe.org/ 

会议亮点：择优发表的文章能被发表在国际会议论文集 IOP 会议系列:地球与环境科

学(EES) (ISSN: 1755-1315)上，并被 EI Compendex, Scopus, Thomson Reuters (WoS), 

Inspec 等数据库检索。 

两位顶级教授受邀参加会议并将为会议呈现学术前沿的大会报告和研究成果。第一位

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 CHOU Loke Ming。第二位是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副

教授 Edmond Yat-Man LO。 

ICCOE 2021 将于 2021 年 4 月 5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为期一日的考察活动。 

会议文章出版：ICCOE 2021 录用的文章能发表在国际会议论文集 IOP 会议系列:地球

与环境科学 (EES) (ISSN: 1755-1315)上，并被 EI Compendex, Scopus, Thomson 

Reuters (WoS), Inspec 等数据库检索。 

会议地址：日本东京上智大学 

投稿和联系方式： 

投稿方式：http://confsys.iconf.org/submission/iccoe2021 

会议邮箱：iccoe@cbees.net 

联系电话：+852-3500-0137 (中国香港)/+86-28-88220101 (成都分部) 

会议专员：蔺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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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OE 2021）第八届海岸和海洋工程国际会议致力于为海岸和海洋工程相关领域的

专 家 学 者 提 供 良 好 的 交 流 平 台 。 更 多 的 会 议 信 息 ， 欢 迎 访 问 会 议 网 站 ：

http://www.iccoe.org/ 

 

PART  3   招聘信息 

3.1  华东师范大学崇明生态研究院全球人才招聘启事 

岗位设置： 

因战略发展需要，崇明生态研究院拟招聘生态学、环境科学、地学等相关领域教授、副教

授 3-5 名，以及 3 名以上的“崇明博士后”。教授、副教授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已取得

国内外同行公认的且产生重大长期影响或潜在影响的研究成果，具有优异的国际化学术与

研究背景。“崇明博士后”为具有博士学位，能够相对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高级博士后。 

优先考虑以下专业方向：水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生态监测、生态模型和遥感、碳氮循

环、生态岛评估和规划等相关方向，但其它相关地学和生态学方向也都欢迎。 

薪资待遇: 

1. 研究院将提供与申请者的履历和能力相匹配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含工资、科研启动经费和住房津贴等)，具体面议； 

2. 按照学校规定，享受学校提供的其他福利，包括上海落户、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

周转房、子女入学政策及科研等方面的奖励政策等。 

申请程序： 

申请人请发送以下电子版材料至指定邮箱，邮件主题请注明应聘岗位。研究院将组织专家

面试通过初审的候选人，未进入面试环节者不再另行通知。 

申请简述（即 Cover letter）； 

应聘报名表（见附件） 

个人简历、学术成就获奖情况、工作设想和预期目标等； 

证明材料 

教授、副教授：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职称证明、论著目录、论文被收录及引用情况、五

篇已发表论文代表作电子版、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情况、参加重大国际学术活动和交流情

况、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兼职情况、获国内外及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证书等（若

有）、以及其它支撑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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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博士后：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三篇已发表论文代表作电子版； 

三位推荐专家的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茂鑫 

座机：8621-59611221 

邮箱：mxlu@chm.ecnu.edu.cn 网站：chm.ecnu.edu.cn 

3.2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科研岗位招聘启事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简称广州海洋实验室）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举办的省级科研事业单位，由中国科学院南海生态环境工程创新

研究院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牵头，协同香港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优势力量共建。

实验室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的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实验室总部位于广

州市南沙区，现设立香港和深圳分部。 

广州海洋实验室以“立足湾区、深耕南海、跨越深蓝”为使命，以实施“海洋强国”

战略、发展海洋经济为目标，整合优势海洋领域创新资源，将形成国际一流的海洋科技创

新基地和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科技创新源头。基于本实验室人才规划部署和整体战略发展需

要，特面向全球选聘相关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或发展潜力的高端人才和青年科技人

才。 

一、招聘领域 

海洋能源与资源、海洋地质演变与地质灾害防治、海洋环境与全球变化、海洋生物与生

态、海洋技术与海工装备、智慧海洋与综合利用等研究领域。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高端人才 

1.在招聘领域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或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科技领军和团队组织能力； 

2.在海内外知名科研型机构/企业担任教授或相当岗位的任职经历，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 

（二）博士后 

1.招聘领域相关专业，博士学历； 

2.具有独立科研工作能力； 

3.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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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待遇 

1.具市场竞争力丰厚年薪（采取一人一议原则）； 

2.优越的科研条件，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多元的发展机会； 

3.高标准、全方位的福利待遇，多途径协助解决子女入学、住房等生活问题； 

4.协助符和条件者申请认定广州市高层次人才，享受 100-500 万人才补贴及其他优厚福利

待遇（广州市南沙区高端领军人才标准为 200-500 万）。申请获得的奖励或补贴，可与薪

酬叠加。 

四、招聘办法 

应聘者须提供以下材料，并将材料发至 hr@gmlab.ac.cn （邮件主题请注明：“应聘岗位

+姓名”）： 

1.个人简历及《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竞聘申请表》； 

2.身份证/护照、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3.其他补充材料，包括任职证明、基金证明、论文首页等； 

4.初审后，将以电邮形式通知符合条件者面试的时间、地点及相关事项，初审未通过的应

聘者不再另行通知； 

5.本次招聘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欢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科研工作者加入。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人力资源部 

联系人：刘老师  

邮箱：hr@gmlab.ac.cn 

通讯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资讯科技园海滨路 1119 号，邮编 523936。 

3.3  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大气科学研究院”人才招聘信息公布 

一、招聘岗位：教授、副教授、青年研究员、青年副研究员 

二、招聘学科方向：气象与大气环境、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大气物理和化学过程、海洋

气象学与物理海洋优先考虑招聘以下科研方向（但不限于）优秀人才： 

1.中小尺度气象学 

2.精细化区域大气数值模拟 

3.气溶胶、云、辐射和降水相互作用 

4.海洋亚尺度和混合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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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洋气象模拟和预报 

6.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三、招聘条件： 

1、 教授 

1)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年龄小于 50 岁，特殊情况除外。 

2)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所从事研究领域取得了高水平系统研究成果； 

3）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研究成果得到了同行专家认可且具有广泛学术影响； 

4）有组织实施重要科研项目的经历，并能带领科研团队开展创新研究工作； 

5）教学经验丰富。 

2、青年研究员、青年副研究员 

1）青年研究员岗位要求科研成果突出，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所从事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影

响，有组织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经历； 

2）青年副研究员岗位要求科研成果优秀，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所从事研究领域有一定影

响； 

3）具有相关研究方向教学背景和课堂教学经验者优先考虑； 

4）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并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5）青年研究员不超过 40 周岁，青年副研究员不超过 35 周岁。 

四、岗位待遇：享受复旦大学人才引进相关待遇。 

五、应聘流程： 

（1）提交个人材料，包含：1）“系人才引进申请书”一份；2）最新中英文简历（包括

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科研经历以及主要论文列表等）；3）推荐信 3 封（推荐人一般应

是拟引进人才现职岗位的直接领导、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或海内外知名同行专

家，至少一位是研究生导师或博士后合作导师）；4）最高学历学位证书；5）5 篇代表

作；6）在职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2）人才引进工作小组提名并邀请相关领域教授对应聘人员 5 篇代表作及整体情况给出

初步意见；必要时，进行校外函审。工作小组对给出的“意见”进行讨论， 2/3 以上（含

本数）小组成员同意之后方可启动引进程序。 

（3）思想政治素质鉴定。通过背景调查、交流面谈、听取意见等途径全面了解拟引进人

才的师德师风和思想政治素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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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才引进工作小组组织面试答辩。教授委员会成员进行评议；工作小组成员审议并

投票；党政联席会议决议。（5）复旦大学人才办召开人才引进评议工作小组会议，投票

确定最终人选。（6）上报学校审核批准。 

（7）最终批复以学校通知为准。 

 联系人：李红丽 

 Email:hongll@fudan.edu.cn  

PART  4     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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