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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之家，“深潜”启航

各位同事：

自创刊之日起，华大海洋月刊就始终致力于讲述华大海洋和海洋

人的故事，传递华大海洋的企业精神和文化内核。为了更好地完成这

个使命，华大海洋月刊迎来了新的一次改版，并正式更名为：深潜

/Deep Focus。

聚焦，收拢五指，用纯粹的意志和极致的专注，聚力于一，重拳

出击。

下潜，冲破表层，深入探索事物生长发展的本质，潜心耕耘，呈

现真相。

为了终极梦想的实现，华大海洋人深潜于每个专业领域，将华大

海洋的根扎进地下，助力华大海洋成为海洋科技发展路上的领航者。

聚焦海洋世界，深入基因科学；聚焦企业发展，深入员工成长。

《深潜Deep/Focus》是华大海洋探索过程的一个外化，我们在这里

记录华大海洋的大江大海，也讲述海洋人的点点滴滴。希望所有的努

力，都能被看见。

华大海洋市场部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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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海洋捐赠“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2000份

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华大海洋董事长徐军民代表华大海洋相继

向陕西榆林市卫健委、辽宁大连盛京附属大连医院、广西北海市疾控中心

与江苏镇江第一人民医院捐赠“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

共2000份，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徐军民表示，疫情面前，华大海洋责无旁贷，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

作，我们将想方设法调配物资支援前线工作，希望疫情尽快得到控制。

疫情当前，华大海洋积极做好企业内部员工防护工作，保障员工健康

与安全。与此同时，华大海洋与三同促进联盟（出口产品内外销“同线同

标同质”促进联盟）首批105家联盟成员单位积极响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启

动的“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系列行动，共同承诺，将尽快恢复产能，

保证产品供应和产品质量，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群策群力，和全国人民一

道，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战疫！华大海洋在行动 战疫！华大海洋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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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万难 华优精神

2019年，风调雨顺，大多河蟹养殖户实现了产量的丰收，却没实现效

益的丰收，这是因为河蟹的市场价格同比以往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因此，河

蟹养殖户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2020年。然而，春节前夕，全国突发新冠肺

炎疫情，各地实施隔离、交通管制、延迟复工等措施，造成部分河蟹压塘滞

销，投苗推迟，养殖户悲观情绪加重。

对养殖户来说，投放优质蟹苗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全国范围来看，绝

大多数养殖户投苗时间都集中在春节前后的2个月内。正月里，气温缓缓回

升，正是投放蟹苗的最佳时期。然而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爆发，阻断了大闸

蟹养殖户的期盼与希望。

每天，华优生产主管夏翔都会接到30多个养殖户催苗的电话。他非常

能理解养殖户的心情，如果这个时期没有及时投下蟹苗，那他们今年将一无

所获。这对于很多养殖户家庭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同时，夏翔也非常着

急，基地只有留守的值班人员，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要将年前预订的所

有蟹苗都准时发到养殖户手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蟹苗发货工作量大且繁琐。先要打捞蟹苗塘口水草（水花生），放地

笼，起捕地笼，将蟹苗装车醒水之后，人工挑苗分级，最后打包、装车、发

出。特别是蟹苗的挑选环节，需要大量人力专注而细致地将蟹苗分级（早熟

蟹、炮头、标苗、小苗、残苗）筛选，这样才能保证养殖户拿到手里的都是

最好的苗。

因为疫情的缘故，为了确保员工的健康安全，华优基地还要做好防控

措施。华优设置了隔离间，办公场所及挑苗间每日都要仔细地消毒，一天三

次给员工测量体温，监测健康情况，随时报备员工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华优基地董事长夏良说，再难，我们也要让养殖户拿

到华优优质的蟹苗，不能让他们今年无米下锅。他带领着镇江本地的同

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立刻展开发苗工作。刚开始时，困难重重。被

紧急调配过来帮忙筛苗的工人，完全搞不清楚分拣蟹苗的规格和流程，基

地营销主管陈程一遍又一遍地指导他们；基地副总经理邹军负责塘口取苗

和现场工作安排；基地副总经理马兴宇配合邹军完成取苗工作并协助陈程

分拣打包蟹苗。每个华优员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坚持，并互相鼓励。

华优团队加班加点地拼命干活，捕苗、发苗！连续好几天连轴运转，

以保证每天发出4000斤以上的蟹苗。夏良笑称，没想到，今年实现的第

一个目标竟然是减肥目标，10天就瘦了7斤。问他觉不觉得辛苦，他说，

不辛苦，华优基地从成立之日起就将客户需求放在第一位，关键时刻，我

们也不能让大家失望。

在团队的努力和镇江区域运营

团队的协助下，华优保质保量地将

年前蟹苗订购会上订出的10万斤蟹

苗顺利发出。订单完成后，每天又

有近2000斤的蟹苗发到周边和其

他养蟹区域的需求客户手中。

何为华优精神？客户第一、排

除万难、保质保量，和时间赛跑，

把一批批优质蟹苗送到养殖户手

里，这就是华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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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心 海昌新冠记事

1月20日，海昌公司开始安排春节放假事宜、排假期值班表。

1月21日，海南省出现第一例疑似新冠肺炎病例，22日确诊。至此开

始，海南省确诊病例逐日上升。

1月24日，海南省政府启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此时已进入

春节假期，海昌公司除8名值班员工外，其余员工均已放假回家。意识到事

态的严重性，海昌公司丁茂昌总经理当即紧急召开电话会议，内部排查员

工健康状况，做好防疫以及春节后的生产恢复工作部署。

1月29日，华大海洋发文通知延长休假和调整返岗时间。海昌公司立刻

做出相应安排，休假人员暂不返岗。这时，由于春节前安排的假期已经结

束，计划好的生产任务重，人手严重不足。总经理丁茂昌亲自带领值班人

员，在生产一线加班加点工作。

战疫！华大海洋在行动 战疫！华大海洋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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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海昌公司推出《海南海昌新冠病毒肺炎防控管理办法》，积

极响应国家防疫工作的同时，也组织员工有条件地返岗。同时，由于各区

镇乡村封闭管理，人员无法随意进出。海昌就近招工，从本村招聘生产员

工，缓解人手不足的压力。

疫情事发突然，打乱了公司的工作安排。原本计划安排春节值班的员

工在返岗员工到位后进行调休，如今不仅暂时不能调休，还要承担更多工

作。他们没有一丝抱怨，坚守工作岗位。行政部门保洁员王琼仙听说生产

人手不足，主动要求在做完保洁工作后，加班去育苗部门亲虾车间帮忙干

活。值班育苗技术员赵和心和质检员王海云，主动要求承担双倍工作任

务，放弃原先的休假安排。育种部门主管史键，陪亲人过完初一就立即返

岗，投身到工作中。公司总经理丁茂昌整个春节期间留场值班，组织场内

人员开展生产工作。由于道路不通、社区封闭，不能按时返岗的员工也都

心系公司，每天主动与公司联系，报备健康状况，在家办公，保证工作按

时完成。

在这个特殊时期，海昌员工用乐观向上、积极主动的态度，表达了对

工作的热情和对公司的热爱。疫情很快就会成为历史，相信只要我们团结

一心，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也相信2020年，我们将会取得更好的工

作成绩。

（供稿人：苗德茂）



 
“我是华优主力，全力以赴是应该的”

三年前，陈程加入华优，从机器维护转行做大闸蟹和蟹苗的销售工

作。刚开始他并不适应，但经过努力，陈程的工作能力很快就提升到了专

业水平，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和信任。华优基地董事长夏良评价陈程

“是个有冲劲有韧劲的年轻人”，华优基地副总经理邹军则认为陈程具有水

产人的特征，工作积极，做事踏实细心，任劳任怨。

三年以来，业务能力不断精进，陈程对螃蟹已经了如指掌，更练就了

一身技能，多次在市举办的扎螃蟹比赛中名列前茅。“华优对我来说就是

另一个家了，我在这里成长，找到了自己擅长又喜欢做的事，特别有成就

感”，陈程说。

如同往年一样，陈程按计划在年前1月22日放假回家了。然而，疫情

的爆发，却让他没办法像往常一样安心过年。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和全国

人民一样被困在家里的陈程，更多的是挂念基地塘里的蟹苗。

他很担心今年的蟹苗无法顺利发出，二月是蟹苗的最后养殖周期，最

佳转塘养殖成蟹时期。陈程知道，如果不发，气温逐渐升高，蟹苗营养积

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脱壳，而壳软就会导致蟹苗在运输过程中伤亡率

加大，这将给公司和养殖户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且如果过了这个最佳时

期，没有发出的蟹苗就会屯在塘里，慢慢死亡。陈程认为，不管怎样，必

须要保证蟹苗及时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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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是当地人，正月初八就可以返回基地了。面对因人手不够而无

法完成发货的严峻形势，陈程认为自己作为华优的一名主力，有义务尽自

己所能帮助公司渡过这次难关。他悄悄打电话给父母，考虑到家里离基地

近，希望家里人能过来帮帮忙。如今，陈程回想说，其实当时也没考虑太

多，就是非常希望能跟公司一起渡过这个难关，毕竟这关系到很多人的生

计。

邹军说，发苗工作中，陈程是蟹苗发货前的把关人，必须确保发出的

每一只华优蟹苗都是优质蟹苗。这次发货量巨大，基地临时紧急调配了人

手来帮忙筛拣蟹苗，陈程负责教他们如何拣苗。每次发货，华优的同事都

会一个一个检查蟹苗，工作量大而繁琐。刚开始时，虽然陈程一次又一次

地教，讲得口干舌燥，但由于不熟悉蟹苗的细微区别，临时过来帮忙的工

人还是没办法将所有不合格的蟹苗都筛出来。负责打包的陈程，在最后会

仔细地再检查每一只蟹苗。经过几天的磨合之后，工人们的工作质量才开

始有了质的提高。

那段时间，基地里每个人每

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

上，最后终于按时发出所有订单

蟹苗时，陈程大大地松了一口

气，“真的是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感

觉，特别开心”。虽然每天都非常

累，陈程的心却很充实，因为他

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已售罄！”、“缺货！”、“预售期2月12日”、“发货时间2月25”……看

着这些令人焦虑的回复，绍民感觉无力又沮丧。这时候，其他部门的同事

也都在积极找寻物资渠道，给他推荐供应商，一起对物资的来源、产品品

质、交付期限、交易安全等进行严格把关，在大家的努力下，口罩、消毒

水、酒精、测温计、喷壶等物资筹备渐渐有了眉目。

年初二开始，政府疫情应急办就要求各企业实时上报员工排查情况。

疫情越来越严重，政府的把控也越来越严格，要求上报的数据越来越详

实，从籍贯、居住地，到是否途径湖北，是否接触感染人或疑似感染人，

每日健康状况，是否有发烧、咳嗽等症状，绍民每天都要与分散在天南地

北的同事们来回沟通，确认各种信息。常常是一坐下，就是一整天。

接着，为了准备公司复工复产工作，让同事们有一个放心安全的工作

环境，绍民提前回到深圳，组织办公场所的定时消杀，做好公司的防疫措

施，并着手向政府申请复工工作。收集信息、填表格、交资料、补充材

料，绍民每天都在空无一人的办公楼工作到很晚。他说，其实我也不是一

个人，每天徐总都会过来公司。在绍民申请复工的整个过程中，徐总都在

公司和他一起工作。“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从徐总身上看到公司对员

工的关心，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在绍民和大家的努力下，

华大海洋正式复工了。绍民仍

然很忙，经过这段时间高强度

高密度的工作，他充分感受到

了海洋大家族的文化与温暖，

也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海

洋人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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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过程中 
感受华大海洋的温暖

这时，他接到了领导的电话，针对新冠疫情在湖北肆虐的严峻形势，

华大海洋要迅速构建疫情防控应急机制，组建由徐总挂帅的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小组，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工作。行政部要紧急启动疫情应急工作，包

括提醒全体华大海洋家人关于疫情防控的注意事项，对湖北籍以及身处湖

北的同事进行健康情况跟踪等等。绍民挂了电话之后，马上打开电脑开始

写邮件，发完公邮并进行初步联系排查之后，已是深夜。回家的路上，绍

民百感交集，既有对新年团圆的渴望与迫切，也为公司的快速反应和对员

工的关怀备至感到温暖。

在家过年的绍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都是查看各大工作群组有关

疫情的消息，排查身处疫区同事的健康状态。疫情的发展愈发严峻，恐慌

气息蔓延开来，各种防控物资开始紧缺，价格飞涨。年初二开始，出于对

复工后物资储备的担忧，在得到公司疫情防控小组同意后，绍民开始收集

物资采购信息并开展采购工作。然而，市场上的防控物资非常紧缺，不仅

价格离谱，更是达到了“一罩难求”的地步。

年二十九晚上八点，结束了手

头工作的杨绍民收拾好行囊，准备

开车回惠州老家过年。绍民刚加入

行政部不到一个月，通过这段日子

的接触与了解，他感触最深的就是

华大海洋人的拼搏上进和团结包容

的精神。虽然工作到了最后一天，

他仍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非常

期待节后与大家的相聚。

战疫！致敬海洋人 战疫！致敬海洋人



致敬海洋人！2020，更加精彩！

疫情当前，每一条战线都是前线。致敬，向每一位战斗中的海洋人！

物料采购工作从1月30日起就开始张罗，应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口

罩行业产生如此深刻的联系。30家以上的口罩供应商，一个一个电话沟

通，得到的回复都是，口罩都发往湖北等重点疫区了，库存不够，估计要

到2月底才能有口罩供应。他又想方设法在微信上、朋友圈里，广发口罩

需求贴，从国内找到国外。加了无数的微信小号，高峰时候，应容的微信

通讯录前20的聊天对象不是卖口罩的，就是卖消毒液的。货源难找、快递

不发、发票难开，还要考虑产品来源、品质等等问题，他的手机就没离开

过充电宝。

在家的向应容过了一个与家人说话最少的春节。除了吃饭，他都在房

间里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运营管理团队领导的鼎力支持下，由工

会、行政部及人力资源部组成的临时采购小组在2月5日前完成了所有防护

用品（口罩、消毒液、体温计、手套等）的采购任务。

因留粤过年，人力资源部的向

应容主动承担了深圳区域的电话值

班。虽然在家，但他没停止过工

作，每天都需要对外联络。疫情初

时，他要完成住建局关于人才房住

户资料收集及疫情排查，与行政部

同事一起采购复工物料。 

销售部的高玮焓年前由于与沃

尔玛采购对接和各大区商务对接原

因坚持到1月23日才放假。今年春

节，她将远在东北的父母接到了深

圳一起过年，打算带他们好好游玩

一下珠三角。然而，疫情的发生打

乱了她的所有计划，同时，销售部

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年

初三开始，玮焓的作息与工作时间就调整得跟上班时一样，“这样，能让

自己工作起来更有效率”，她说。

疫情的爆发导致很多物流公司无法上班，订单无法配送。如此一来，

华大海洋不仅面临着来自合作伙伴的压力，也有违约的风险。为了保障沃

尔玛超市和各门店的产品供应，玮焓需要跟进采购送货、交货、缺货等情

况，及时进行多方协调，紧急调配资源，并进一步收集工厂复工时间、复

工率等信息，提前预估并提报采购需求。

除了要保证产品供应，玮焓还要负责跟踪部门同事和门店促销员的健

康状况，提醒大家做好防控工作。玮焓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早些结

束，工厂尽快复工生产，确保顺利提货发货，保障水产品的安全供应。

还有新入职的李源深，在“疫情”期间加入

华大海洋，他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他从

不同角度感受到了公司的整体氛围。源深说，

“公司十分为员工的健康着想，防护用品发放到

位，每天的健康监测也很让人心安。工作上，我

也深刻感受到了领导、同事务实向上的态度，为

自我业务的提升，提供了一个良好学习与交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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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短短几天，源深的心情由刚

开始的忐忑变成安心。接下来，

他希望专心工作，不断精进自己

的业务能力，能为部门分担更多

工作，也期待未来与海洋人一起

经历更多精彩时光。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你的每一份坚守与坚持，都是华大海洋的骄傲。

致敬每一个在一线默默付出的海洋人，感谢每一位与我们站在一起的

海洋人。

在保障好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华大海洋已经全面正式复工。复工

期间，需要每一位员工配合，做好防控，共同战“疫”！

生活与工作必须继续，所有的海洋人，团结一心，积极面对，共战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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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海洋在Frontiers刊物
发表褪黑素合成酶系综述论文

近日，华大海洋研究院与内江师范学院合作，应邀在国际学术刊物

Frontiers in Molecular Biosciences 2020年首期发表论文（图1），对脊

椎动物褪黑素合成酶系的比较基因组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1]。

论文并列第一作者吕云云博士（原华大海洋研究院2016级博士生）和

李燕平博士（原华大海洋研究院2019年出站博士后），现皆在内江师范学

院工作；华大海洋研究院院长石琼教授和内江师范学院覃川杰副教授为该

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褪黑素（melatonin，MT），

是一种小分子神经递质（图2），

参与调控生物节律、睡眠、生殖、

生长和发育等功能。“脑白金”的主

要活性成分就是褪黑素，用于调理

睡眠异常。

褪黑素在生物界广泛存在。在脊椎动物中，褪黑素主要由松果腺和视网

膜合成。松果腺合成和分泌的褪黑素，通过脑血屏障进入血液循环，到达机

体各组织发挥多种重要生理功能。近年来，华大海洋对脊椎动物（特别是鱼

类）褪黑素合成酶系开展系统的比较基因组学研究，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

系列科研论文[2-5]。 2014年，我们在Nature子刊上发表首个两栖弹涂鱼基

因组论文[6]，发现基因组中aanat1a的丢失可能与大鳍弹涂鱼空气视觉的有

效适应性改变有关。水中鱼类本为“近视眼”，走上陆地的两栖弹涂鱼通过长

波长视紫红质蛋白的关键氨基酸残基变异感受更广谱的色彩[6]，从而实现

像陆上哺乳动物一样“看得见色彩斑斓的世界”[7]。

本论文主要对脊椎动物褪黑素合成酶系的比较基因组学研究进展展开综

述，重点介绍研究团队的前期工作。鱼类的松果腺离头部皮肤较近，仅有透

明的“松果体窗”相隔[8]，兼具感光与内分泌功能，这与哺乳动物松果腺仅具

内分泌功能[9]有所不同。 在本论文中，我们首次在穴居鱼墨西哥脂鲤aaad

基因的第9个内含子区域发现提前终止密码子（图3中的红星标识），暗示洞

穴鱼类的褪黑素合成受到影响，生物钟节律缺失或减弱。这与我们在洞穴金

线鲃中的结果[10]类似。

2019年，中科院水生所何舜平研究员团队发表首个深海鱼类基因组论

文[11]。我们在对有关的深海马里亚纳狮子鱼（图4a）和浅海细纹狮子鱼

（图4b）基因组序列进行比较分析时发现，前者的aanat2基因（褪黑素合

成的关键限速酶）存在一个碱基（G）插入，结果导致移码突变（图4a）。

同样说明深海鱼类的褪黑素合成受到影响，与洞穴鱼类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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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综述论文发表（2020, 7(1):11）

图2：褪黑素的生物合成途径

图3：洞穴鱼墨西哥脂鲤aaad基因的提前终止



虽然褪黑素合成酶系在脊椎动物中广泛存在，但鱼类与四足动物的有

关基因呈现很多序列差异。鱼类中相关基因出现更多的亚型，可能与它们

特异的基因组复制事件和基因丢失有关。 有趣的是，洞穴和深海鱼类生活

在缺少光刺激的环境中，褪黑素合成酶系基因出现提前终止或移码突变，

可能造成褪黑素合成障碍，暗示褪黑素清除氧自由基和调控生物节律的原

初功能缺失与黑暗适应性进化有关。本论文主要就脊椎动物中四种褪黑素

合成酶基因分子进化的近年进展进行综述，特别分析哺乳动物和鱼类的有

关基因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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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海洋解析罗非鱼盐度适应新机制

近日，华大海洋研究院与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合作，于国际著名学

术期刊Genomics在线发表了题为“Characterization of two kcnk3 genes 

in Nile tilapia (Oreochromis niloticus): Molecular cloning, tissue distri-

bution, and transcriptional changes in various salinity of seawater”的学

术论文（图1）。

本研究以广盐性鱼类尼罗罗非鱼为研究对象，首次报道并揭示了钾离

子通道蛋白（KCNK3）在鱼类盐度适应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探究了该蛋白

参与渗透压调节的潜在调控机制。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文正勇为论文第

一作者，海洋研究院院长石琼教授和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李远友教授为

共同通讯作者。

图4：深海狮子鱼aanat2基因的移码突变

图1. 罗非鱼KCNK3论文于Genomics在线发表



同时，我们还检测了3个预测的kcnk3转录因子arid3a，arid3b和

arid5a在4种盐度下的表达模式，结果显示3个预测的转录因子表达模式与2

个kcnk3基因的表达模式一致，表明它们在罗非鱼盐度适应过程中具有正调

控作用（图4）。

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于KCKN3的认知，并首次揭示了其在罗非

鱼渗透压调节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为水产育种专家提供了一个新的、与重

要性状相关联的分子标记，为广盐性鱼类新品种的选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研进展

本研究首次通过分子克隆的方法获得两个罗非鱼kcnk3基因，并分别

命名为kcnk3a和kcnk3b。随后，利用蛋白多序列比对、蛋白三维结构预

测、比较基因组学和系统发育分析等方法，揭示了鱼类中广泛存在两个

KCNK3蛋白亚型,且这一现象可能与硬骨鱼类特有的基因组加倍事件有关

（图2）。

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我们检测并获得了罗非鱼两个kcnk3基

因的组织分布特征。结果显示，两个kcnk3基因都广泛表达于各组织中，

其中心脏、性腺和肌肉中的表达量较高，表明这两个基因在这些组织中扮

演着重要作用。同时，两个基因在主要的渗透压调节器官鳃中也有表达，

表明这两个基因也可能具有渗透压调节作用。

随后，我们利用实时荧光PCR技术检测了两种kcnk3基因在不同盐度

条件下的表达情况。罗非鱼共分为4组，分别养在盐度为0 ‰、5 ‰、

10 ‰和20‰的水环境中，养殖时间为2周。研究结果显示，两个kcnk3基

因在不同盐度环境中的变化趋势一致，都在盐度为10 ‰的水环境中表达

量最低（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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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脊椎动物kcnk3基因系统发育分析

图3. 罗非鱼鳃中kcnk3a和kcnk3b在不同盐度下的表达模式

图4. 罗非鱼鳃中arid3a，arid3b和arid5a在不同盐度下的表达模式



调节以及金属离子螯合相关。牡蛎通过相关的基因可以将金属离子富集到

体内，这就解释了牡蛎在污染地区能够有效富集重金属的分子机理（图

3）。在金属污染比较低的地方，牡蛎通过自身的相关基因来解决这些应激

压力。但是高浓度的金属污染物也会导致牡蛎的很多生理机能丧失，最终

死亡。这项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河口牡蛎在外界环境中应对环境压力和

对重金属积累的机理。通过牡蛎这种环境指示生物，我们可以检测环境的

污染程度，并治理被金属污染的水体。

香港巨牡蛎作为一种环境指示生物，具有很强的重金属富集能力。本

研究收集了华南地区受到不同重金属污染的3个自然种群的牡蛎（表型也有

较大差异，特别是site3采样点的样本，图1），利用转录组学来研究这3个

自然种群牡蛎对金属污染的应激反应。通过组装，我们共获得了44,801个

基因，随后计算基因的表达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3个采样点牡蛎的基

因表达谱进行分析，发现这3个群体有很大的差异（图2）。受污染的样本

相比较没有污染的样本有3,199个差异表达基因。通过对差异表达基因功能

富集分析，发现很多基因的功能与新陈代谢、Cu/Zn离子转运、能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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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海洋参与发表香港牡蛎通过分子应答
来应对金属污染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华大海洋于国际知名刊物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发表了香港牡蛎通过分子应答机制来应对金属污染的文

章，该研究以转录组学作为研究手段，探测牡蛎对金属离子胁迫应答的分

子机制，华大海洋主要完成了转录组组装和后续生物信息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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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采样点以及样本表型。
Site1：没有受到污染的样本采集点，北海；Site2：受到Cu/Zn污染的样本采集点，厦门；
Site3：受到重度污染的样本采集点，汕头。从图中可以看出，site3的样本呈蓝色，表明

采样点3污染比较严重，牡蛎富集了大量的Cu或是Zn离子。

图2：用转录组数据进行的PCA分析

图3：牡蛎应对金属应激反应示意图



【会议管理原则】

1、根据公司疫情防控小组对防控期的会议要求，原则上要采用电话会议形

式，减少面对面办公的风险，如有特殊必要面对面的会议，须获得分管领导

以上级别领导审批；

2、疫情期间，会议室确保座位和座位间距在一米以上，并全程佩戴口罩；

3、有访客需要参加会议的，须经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使用会议室； 

4、会议室使用后及时消杀。

【物品保管提醒】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办公区阳台门、主通道大门保持开启，请注意

妥善保管贵重物品。

【办公室及个人防护】

1、测温/消毒/通风：

员工进入办公区域前将由专门人员进行测温；工作人员每日使用84消毒稀释

液对各出入口、公共区域、办公区域、卫生间等进行消毒清洁；严禁私自开

启空调系统。

2、个人防护：

返工、上下班途中及办公区域人员聚集处请佩戴口罩；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打噴嚏时以纸巾掩口鼻，勤洗手；减少面对面的会议，同事之间沟通

间隔1米以上；因园区食堂未开放，建议员工自带餐食。 

                                          人力资源部

复工注意事项及出勤相关安排

复工注意事项及出勤相关安排

【复工注意事项】

1、根据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深圳

市各类用人单位落实疫情防控责任规范工作人员健康管理的工作指引》要

求，对于高风险地区输入型疫情高风险地区来深的工作人员，抵深后需配

合社区和卫健部门督促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确认无感染症

状后，方可正常上岗。高风险地区为：1）湖北省；2）重庆市；3）浙江省

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4）河南省郑州市、南阳市、信阳市；5）湖南

省长沙市、邵阳市、岳阳市；6）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新余市、上饶

市、赣州市、宜春市；

2、根据2月3日大鹏新区转发的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延迟疫情重点地区有关人员返深的通告》，暂时不通

知疫情重的湖北地区员工返回深圳等工作，如确有从疫情重点地区返回深

圳工作的员工，一定要居家隔离14天后才能复工；

3、根据复工备案及生命科学产业园区管控等要求，已获批复工的员工需按

照要求做好信息申报，并根据政府及公司疫情防控政策要求，每天在办公

区入口处经体温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办公区域；未获批复工的员工也需按

照要求做好信息申报，采取灵活在线办公方式处理工作，具体复工时间以

公司行政部通知为准。

【员工出勤安排】

1、获批复工员工需按照复工通知的时间正常出勤，因特殊情况未能出勤需

履行正常请假手续；

2、因疫情未复工（包含重点疫区人员）人员需定期和直接上级保持沟通，

采取在线办公及在线出勤方式，待正常复工后，考勤恢复正常。

- 25 -

复工注意事项及出勤相关安排

- 26 -



基因科技助力海洋生物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