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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人杨少森：
我愿意潜在水下

快检升级！华大检测全力保障“餐桌安全”

华大海洋免费为每一位返深员工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华大海洋发布基于分子标记的

鳕鱼真伪鉴定检测技术



雾 水

南方的春天，是花开的日子

也是湿气很重的日子

木兰返青，蔷薇暗结

春天从来不会缺少花朵

沉默的人，从花香中走过

从雾气中走过

顶一头水汽，和眼里的氤氲

在春天，要努力积攒阳光

不做忧郁的人

如果没有兴致仰望春色

那就低头锁着内心的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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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新区坝光开发署许处长一行到华大海洋调研

3月20日，大鹏新区坝光开发署许处长一行人在华大海洋董事长徐总

的陪同下，参观华大海洋，并前往坝光基地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的过程

中，双方就坝光基地的用地申请、发展方向以及华大海洋在坝光国际生物

谷将发挥的重要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许处长给出了许多切实可

行的宝贵意见。

华大海洋与特建发洽谈2020年海博会相关事宜

3月5号，华大海洋董事长徐军民带队与特建发海洋产业发展公司执行

董事李文蔚等举行座谈会，双方就2020年海博会的海洋生物医药与功能制

品产业发展论坛的筹备工作进行深入探讨。与此同时，华大海洋为特建发

即将主办的深圳市海洋生态补偿—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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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昌公司修订生产操作规范

海昌公司自选亲虾正式投产

3 月 20 日，海昌公司亲虾车间第一批南美白

对虾幼体顺利量产，这标志着海昌幼体正式投产。

受疫情影响，海昌各个车间生产进度整体推迟，但

目前已经逐步恢复正常。自选 7000 对南美白亲虾，

已经按照生产计划分批次投入生产。

幼体销售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客户纷纷下单。

自用幼体已列入本场育苗车间投放计划之中。幼体

的顺利量产，直接影响着对外幼体销售和对内育苗

生产自用工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疫情期间，亲虾车间克服时间紧、用工难、原

料缺等挑战，最终完成了任务，为公司下一步生产

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本月，为了给员工提供更为规范化的生产指导，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

效率，海昌公司陆续修订了《海昌拟穴青蟹亲蟹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海昌青蟹生态育苗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海昌对虾和青蟹选育方

案》、《海昌小球藻和轮虫养殖技术》，并组织各部门员工进行了相关培

训。此外，根据市场行情，制定了《2020年种苗销售价格指导表》，用以

指导销售工作。

快检升级！华大检测全力保障“餐桌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疫情期间，餐桌上的饮食安全显得尤为

重要。为此，镇江华大检测公司新近购入多套快检设备，充分发挥移动方

便、检测快速、结果可靠等优势，在提高检测效率、缩短检测时间的同时

保证检测准确度，助力及时发现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为人们“舌尖上

的安全”保驾护航。

2019年，华大检测配合镇江当地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完成5000余批次快

检业务，并每月、每季度对快检质量进行深度分析与进一步完善，为食品

质量与安全做好严格把关。

如今，华大检测的快检设备包括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食品快速定性

分析仪、手持式光谱仪、恒温荧光检测仪、便携式食品安全干式分析仪

等，可对蔬菜、水果、肉制品、水产品、米面油等农副产品进行检测，精

确而快速地出具农副产品关于农兽药残留、瘦肉精、非法添加物、微生物

致病菌、重金属和食品污染物等项目的检测报告。每个检测项目均可在30

分钟内完成，高效及时地为餐桌饮食安全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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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二季度新员工转正答辩会顺利举行

3月18日，总部人力资源部组织了2020年第二季度新员工转正答辩

会，参加本次答辩的同事有来自行政部的杨绍民、财务与投融资部的张玮

晶、市场部的许凡畅。答辩会评委包括王新文、张耀亮、邵明旭、卞中

明、高丛、向应容、邓龙清，出席的员工代表有吴盼、李慧婷、邝思燕、

何景桢以及曾美凤。

答辩会过程中，各评委结合员工试用期工作及现场答辩表现进行了细

致的点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新员工在适

应新工作新环境的前提下，尽快理解华大海洋的文化，在工作中积极主

动，勇于表现，为华大海洋的快速发展注入新的力量，在工作中形成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与华大海洋共同成长。

转正答辩会是公司试用期员工在转正前必须进行的步骤之一，由高层

代表、人力、部门经理和有业务交叉的同事代表出席参加，环节包括员工

试用期工作总结、现场答辩、讨论评估等。员工试用期管理是公司与员工

相互选择的重要方式之一，而答辩会则提供互相沟通的机会。员工通过试

用期的工作总结，可以看到自己是否胜任这份工作，是否认同公司文化； 

而公司也可以看到员工的表现，给出建议或意见。同时，答辩会也非常好

地展现了华大海洋的企业文化。

总部人力资源将持续关注新员工的融入和培养，全力落实“有为者有

位”、“业绩为王”的正向激励，完善沟通机制，为新员工在华大海洋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华大海洋免费
为每一位返深员工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2020 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企业与员工的复产复工之

路，困难重重。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在全国打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华大海洋筑起“硬核”防疫堡垒，守护员工健康。

接下来，公司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疫情，积极协调资

源为更多返深员工开展检测工作，实现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在华大海洋员

工中的全覆盖，切实把好返岗人员的防疫关口，尽快全面恢复产能，做到疫情

防控与企业生产“两手抓、两不误”，践行华大海洋的社会责任。

首先，公司在符合深圳市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和大鹏新区应急

办的要求下实现有序逐步复工。同时，

积极做好返工人员管理，做到不留隐

患，健康上岗。为了让员工安心复工，华

大海洋免费为第一位返深员工提供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

全体返深员工按照医护人员的要

求，分批、分组错峰到达核酸采样点，经

过体温检测、信息核对、信息复合、样本

采集、样本分装等程序完成测试。华大

海洋共有近 70 名员工参检，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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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部组织开展
2020年第二期新员工入职培训

为让每一新员工迅速转变角色，适应工作环境，更好更快成为一名华大

海洋人，3 月 25 日，人力资源部开展 2020 年度第二期新员工入职培训，共

有来自销售部、市场部、产业发展部、行政部、财务与投融资部的 7 名新员工

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内容包括企业知识与文化、职业心态、业务及产品知识、

制度宣贯、安全管理等 5 大主题。

在安全管理培训中，公司针对工作场所安全通道、复工复产、防控疫情手

段措施、消防逃生应急演练等专题，对新员工进行了安全培训，普及了“安全

第一”、“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安全警钟，时时长鸣”等重要理念，并以“图片

演示 + 现场示范”的方式阐述了各类消防紧急情况处理、现场急救常识。

此外，培训团队邀请了助理总裁邵明旭老师为大家授课。邵老师与大家

分享了职业心态的重要性，他提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调整心态，要认清

工作的意义，摆在大家面前的不仅是一份工作机会，也是一个锻炼意志和提

升能力的机会。大家要坚持学习，勤奋工作是为了个人的成长。公司也有相应

的培训培养机制，帮助大家从各方面提升个人竞争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培训开始，向应容为大家讲解了公司的组织架构、发展历程、资质荣誉

等，并高度凝聚地介绍了公司的业务方向及产品知识。通过讲述华大海洋团

队近十年的艰辛创业历程背后的故事，向应容对华大海洋的文化及核心理念

逐条进行了剖析，让新员工对公司企业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为了让新员工清楚公司管理制度，向应容对《考勤与假期管理制度》、《印

章证照管理办法》、《员工报账指南》、《对外宣传内容发布的管理规定》等制度

进行了宣贯，并解答了每一位员工的问题。同时，他还现场向大家演示了云之

家 APP 相关管理操作流程，如签到、通讯录、工作汇报、请假、业务审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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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杨少森，大家都叫他森哥。

2013 年，森哥在公司刚成立时就加入了华大海洋，从事水产生物育种及

繁养工作，属于元老级的海洋人。基地建设、团队管理、育种繁育，森哥兢兢业

业地完成着每一件事，力求完美。

话少低调的森哥，只有在聊起水里的鱼，才会像变了个人似的，会如数家

珍地将每一种鱼儿的习性、育种难点、繁育方式等跟你讲得清清楚楚。 

学生时期开始，森哥就非常了解做鱼类育种的苦与寂寞。2008 年，在华

南师范大学读研的森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大亚湾基地，与鱼为伴，只有偶尔做

杨少森：我愿意潜在水下

学生时代的森哥

华大海洋为全体女性员工庆祝“三八”妇女节

春和景明，2020 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如期而至。过去的一年，广大女职

工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同时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做

出了巨大贡献。华大海洋向全体女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的祝福，并为大

家精心准备了节日礼品，祝愿公司全体女神，青春永驻，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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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时候才会回广州。“当时的条件是真的差，跟在广州的同学根本没办法

比了。”养殖基地一般都会选择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也很简陋，去趟超市都要

一个小时路程，就别想周围有其他娱乐场所了。

森哥却不觉得苦，当时跟着导师做石斑鱼育种项目，石斑鱼繁育有季节

性，夏季海水的温度升高，5 月份到 9 月份是石斑鱼产卵的高峰期。这段时间，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育苗育种，全程跟踪鱼的产卵、受精、孵化过程。 

每天，他不是在池塘边观察跟踪，就是在电脑旁记录分析。为了解清楚每

一条鱼的特点和生长周期，只要有时间，森哥就手拿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在

池塘边来回地走动、记录，每天都能换下七八件汗湿的衣服。深圳夏天的高

温，是你就算把身体藏在海里，也无法逃开的。 

没想到，一年之后，森哥所在的科研团队就在石斑鱼育种上成功实现了

突破，培育出了新品种。“现在市场上卖的珍珠斑就是我们团队当时培育出来

的品种。”说起那次突破，森哥依然一脸自豪。

当时，广东各个高校如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会送学生

过来大亚湾基地实地学习。一群来自不同专业（渔业、营养学、养殖等）的年轻

人聚在一起，每天晚上围坐着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森哥至今忘不了当时的

氛围，大家都有着学生独有的劲儿，希望能做出突破和改变。观念、思想的碰

撞，视野、知识的拓展，每天，森哥和小伙伴都能收获到不同的东西，每天，大

家都会发现自己的不足。

如今，大家都在不同行业工作，当时那种思考方式，森哥却保留了下来。

思考和解决问题时，森哥会习惯性地打开思维，拥抱更多的可能性。“可以说，

那段时间与大家的交流，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

毕业之后，森哥留在了广东省大亚湾水产试验中心（现改名“海洋渔业试

验中心”）继续做育种。做了两年，森哥突然转行做医疗器械出口。不久，他又

回到育种行业，做多宝鱼的育种。

看起来闷闷的森哥，是个非常有想法和冒险精神的人。科研、销售、生产、

管理，为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森哥不断尝试，走出舒适区拓展边界。

加入华大海洋，森哥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建设坝光基地。带着十几个人，

从基建做起，把原来的养虾场改造出来做育种项目，开展循环水系统养殖。

“要培育新品种，除了在实验室做基础研究，还需要通过养殖基地将种苗和鱼

苗养起来，一代一代地繁育下去，这是科研与生产之间最基础的配合。” 

仅半年时间，森哥团队就将一片荒地建设成了成熟的水产育种养殖基

地，更让他有成就感的是这段时间他带出了几个育苗、养苗、养殖等方向的技

术人员。如今，大家都已成为行业中的优秀人才了。

后来，因为基地转型，森哥离开了海洋，继续他的育种之旅。 

2017 年，森哥再次回归华大海洋。说起回来的原因，他说：“其实也很简

单，我就是想继续做育种和应用，经过几年的发展，海洋已成为业内最好的公

司了。”

9 年前的森哥



海洋人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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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哥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鳗鱼的人工繁育。鳗鱼的人工繁育是一个世

界性的技术难题，国际上很多研究团队对其开展了技术攻关，至今已持续近

一百年，仍未实现鳗鱼人工鱼苗的量产。 

森哥没有因为项目难而却步，相反，他感到很兴奋，一头钻进了这个项

目。“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一般人轻易不会碰这个课题，因为很可能最

终什么都没做出来。”森哥不怕，他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孵出鳗鱼苗。

毕业至今也有十年了，一路走来，森哥不断尝试与探索。如今，坝光基地

很快就要拆除重建设了，他却觉得这是最好的时候。路越来越清晰，兜兜转

转，个人梦想与企业布局高度融合，这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状态。 

一直“泡”在水里的森哥，非常满意自己目前的状态。有事要做，有梦可

追，“我就愿意这样一直潜在水下。”

正在给鳗鱼促熟、催产的森哥

华大海洋发布
基于分子标记的鳕鱼真伪鉴定检测技术

近年来，随着水产品贸易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高端水产品的需求量

也越来越大。被称为“深海黄金”的鳕鱼，以肉质鲜嫩、厚实刺少、富含

DHA等特点，成为了许多国家的主要食用鱼类，更是婴儿辅食的首选。

 

市场上，从几十元一斤的油鱼，到上百元一斤的银鳕鱼，均以鳕鱼自

居，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水产品市场中乱贴鱼类标签、以次充好等现象

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国内外贸易秩序。此外，物种来源不明的鱼类甚至可

能因含有过敏原和有毒成分而带给消费者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



针对这一现状，本研究以鳕鱼为研究对象，建立了鳕鱼特异性检测方法。

基于 BGISEQ-500 高通量测序平台，研究人员应用 RAD-seq（酶切位点

DNA 测序）技术，采用无参考基因组的比对分析方法进行基因分型，通过对

市售商品名为“大西洋鳕鱼”、“格陵兰扁鳕鱼”和“法国银鳕鱼”的 3 种商品进

行测序建库 , 发掘了鳕鱼高通量 SNP 位点 , 为鳕鱼鉴定提供标记信息。

 

通过实验室验证，研究人员共得到 5 个特异位点。同时，我们还在公共数

据库中找到几十条佐证序列加以验证，由此建立了一套灵敏、特异、简便、稳

定性好的鳕鱼真伪鉴定检测方法。作为传统生物 DNA 条形码鉴定技术的有

效补充，SNP 鉴定技术可更全面更精准地鉴定物种来源。

华大海洋鳕鱼真伪检测鉴定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我国海产品物种防

伪和商业打假提供了技术支撑，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水生动物遗传资源信

息，为珍稀水生动物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因此，鱼种鉴定检测技术成为了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

的鱼类形态学鉴定仅凭专家肉眼观察，不适用于经过切片、绞碎等处理的

鱼类产品。蛋白质鉴定主要用于新鲜或冰冻组织的鉴定，不适用于经过高

盐、高热或高压处理的鱼类产品。相较于前两种方法，DNA鉴定方法具有

特异性好、灵敏度高、操作简便等优势，已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进

行鱼种鉴定的主要检测方法。然而，国内有关鱼种DNA鉴定方法的研究起

步较晚，此前尚无大通量的鳕鱼DNA鉴定技术平台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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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DNA 条形码？

DNA 条形码是指生物体内能够代表该物种的、标准的、有足够变异

的、易扩增且相对较短的 DNA 片段。DNA 条形码已经成为生态学研究的

重要工具，不仅能用于物种鉴定，也能帮助生物学家进一步了解生态系统

内发生的相互作用。

在发现一种未知物种或者物种的一部分时，研究人员便描绘其组织

的 DNA 条形码，而后与国际数据库内的其他条形码进行比对，如果与其

中一个相匹配，研究人员便可确认这种物种的身份。DNA 条形码技术是

利用生物体 DNA 中一段保守片段对物种进行快速准确鉴定的新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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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海洋参与的
多种海湾扇贝基因组研究成果发表

海湾扇贝北部亚种（Argopecten irradians irradians）和南部亚种（A. 

irradians concentricus，又称墨西哥湾扇贝）分别于 1982 年和 1991 年由美国

引进至我国。如今，这两个亚种已成为我国北方和南方海域主要养殖的扇贝

品种。

紫扇贝（Argopecten purpuratus）是唯一分布于南太平洋沿岸的海湾扇

贝属物种，2007 年首次由王春德教授课题组从秘鲁引进至我国 [3]。

近年来，课题组通过将紫扇贝与海湾扇贝两个亚种分别进行杂交，成功

培育出系列具有显著生长优势的杂交新品种（品系），其中扇贝“渤海红”、“青

农 2 号”和“青农金贝”已获得国家水产新品种证书，成为我国北方的主要扇

贝养殖品种，并在福建、广西和广东等南方海域养殖成功 [3, 4]。

一直以来，华大海洋积极参与海湾扇贝项目的基因组学研究和新品种养

殖推广，期望在深圳市的“飞地”——深汕特别合作区所属海域实现大面积底

播，促进当地海洋生态和经济价值的综合提升。

[1] Liu X., Li C., Chen M., Liu B., Yan X., Ning J., Ma B., Liu G., ZhongZ., 

Jia Y., Shi Q., Wang C. Draft genomes of two Atlantic bay scallopsub-

species Argopecten irradians irradiansand A. i. concentricus. Scientific 

Data, 2020, 7:99.

[2] Li C., Liu X., Ma B., Liu G., Shi Q., Wang C. Draft genome of thePe-

ruvian scallop Argopecten purpuratus.GigaScience, 2018, 7(4): giy031.

[3] 青岛农大完成海湾扇贝两个亚种的基因组测序和组装。青岛农业大学新闻

网（2020-03-25）。

[4] 青岛农大扇贝育种获新进展紫扇贝基因组测序完成。青岛农业大学新闻网

（201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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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博文

深圳华大海洋
销售部

销售专员

你好，新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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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同事！ 你好，新同事！

我是廖金花，来自江西赣州。非常荣幸加入华大

海洋。我初来乍到，向各位请教与学习的地方很多，望

大家能多沟通，有问题的地方提出批评、指正。都说一

个人一生大约会遇到两千九百二十万人，两个人相遇

的概率是十万分之四，相识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五，能在

这里认识大家，是天大的缘分。让我们珍惜每一次遇

见，珍惜每一次机会，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无限可能。

我叫景电涛，来自安徽合肥，2019年7月毕业

于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很高兴能够加入华大海洋这

个大家庭。华大海洋致力于改善人类蛋白质饮食结

构的伟大目标使我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憧憬

和期待，我也希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企业

在产品端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

更加努力地融入华大海洋的大集体中，积极主动地

去承担责任，也希望华大的同事们在今后的工作中

多多指教，多多支持，共同进步。

我叫曾美凤，非常荣幸加入华大海洋这个大

家庭。作为一名刚刚结束4年日本留学生活，回到深

圳进入全新工作环境的新员工来说，虽然只有短短

半个月的时间，我却深深感受到了公司领导对工作

的精益求精及对员工的无微不至。同事们对新同事

的热心和耐心，让我放下了心中的忐忑，快速适应

了工作环境。今后，我会加倍努力，做好支持、支撑

工作，也希望与各位同事多多学习，多多交流，不断

成长，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
景电涛
深圳华大海洋

产品主管

我叫孙敏，来自安徽合肥。来公司快两周了，

对于一名新入职的员工来说，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习。我会以最快时间适应新环境，期望自己在今后

的工作中发挥专业特长，高效率地完成每一项工

作，为我们的团队增添一份力。

我是刘博文，很荣幸能成为深圳华大海
洋的一员。我是一名刚步入职场的应届大学
生，来自辽宁丹东。新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面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我是忐忑大于
欣喜的，有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再加上逝
去学生时代的伤感，刚开始我的情绪比较低
落，但庆幸的是，公司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给
予了充分的照顾和细心的指导。相信有了这
么多的关心和帮助，鼓励和祝福，我一定能
克服目前的困难，尽快地成长起来，为公司
未来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最后，我由衷感谢华大海洋能够给我一
次展现自我的机会。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我
在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上显得捉襟见肘，但
我深信天道酬勤，我愿意从一点一滴做起，
相信经过加倍努力学习并在工作中积极实践
的我，一定可以赢得大家的认可。

廖金花

深圳华大海洋
产业发展部

项目高级专员

曾美凤

深圳华大海洋
行政部

行政高级专员

孙敏
销售部
深圳华大海洋

商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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