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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中明：每一次选择都all in

华大海洋董事长徐军民
受邀出席2020第四届中国水产科技大会

“我们都是奋斗者，我们都是追梦人”主题团建活动
——献给奋力奔跑的海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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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的信念

在山石组成的路上

浮起一片小花

 

它们用金黄的微笑

来回报石头的冷遇

 

它们相信

最后，石块也会发芽

也会粗糙地微笑

在阳光和树影间

露出善良的牙齿

作者 / 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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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

华大海洋董事长徐军民
受邀出席2020第四届中国水产科技大会

4月29日，全球水产“达沃斯论坛”——2020第四届中国水产科技大会

在成都顺利召开。本届大会以“绿色引领、产业升级、科技强渔”为主题，

汇聚渔业主管部门领导、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领袖、水产行业精英等重磅

嘉宾，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云端”对话，论道中国水产行业新

发展。华大海洋董事长徐军民受邀出席本次大会，并在圆桌论坛上发表讲

话，与大家共同探讨水产行业未来发展大势。

春节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国，在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造成重大影响

的同时，也对水产行业造成了冲击。面对当前困境，中国水产行业应该如

何破局、转危为机？如何实现全产业链可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徐军民与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所长杜军，西南大

学动物科技学院副院长苏胜齐，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周小秋，

江苏长寿集团南山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平，澳华集团助理总裁、研究院

院长邓登以及通威研究院副院长高启平等嘉宾，围绕“疫情之下，中国水产

行业何去何从”展开对话。

徐军民在对话中表示，首先，种业的发展与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是保证水产行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国内外实践证明，优良品种

的选育和推广是提高水产品产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改善品质、提高市场竞

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

其次，水产品富含优质蛋白，其营养价值需要通过不同的产品形式走

向大众，除了鲜活产品与初级水产加工品之外，企业需要在深加工食品和

功能性食品的研发上做更多投入，充分挖掘水产品的市场潜力。最后，购

买渠道的多元化与便利性，是大众真正受惠于水产品的关键。

作为产学研用一体化综合发展的科技型集团，华大海洋致力于以“种”

为源，以食品安全为原始基点，打造华大海洋品牌流通民生保障渠道，以

育种与产业成果转化到消费市场为关键环节，打造海洋种源经济生态链，

助力推动水产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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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发布了《中国水产行业绿色健康发展倡议书》，绿色发展已

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2019年，农业农村部与多家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

发展的若干意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成为当前水产养殖变革转型

的重要方向。

 

业内预测，未来水产品消费将长期处于快速上升通道之中，相信后疫

情时代的水产行业，必将迎来全新的机遇。正如徐军民在大会中指出的，

只要有生命存在的地方，就必须考虑饮食；想要健康长久地生存下来，就

必须保证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的摄入。因此，水产业必然是一个永

不衰败的朝阳产业，华大海洋愿与广大行业同仁携手共进，共克时艰，共

同推进中国水产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海洋快讯大事件

华大检测中标2020年镇江新区快检项目

4月中旬，在与多家快检公司的激烈角逐中，华大检测公司收到了镇江

新区快检招投标中标的消息，这意味着华大检测下半年将会对覆盖镇江新

区辖区内的各农贸市场、大型商超、平价店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以及群众

举报申诉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共计5000多批次的相关快检工作。

在此项目招投标开始前，检测公司就开展了编制快检方案、成立快检

业务组、对业务组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快检仪器设备的采购更新调试、对

镇江新区进行市场调研以及实现模拟快检采样等工作，为本次招投标做足

了准备。检测公司已连续两次参与镇江新区快检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快检

经验，为镇江新区人民的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海昌公司迎接
国家级健康养殖示范场和水产养殖尾水处理调研

4月16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养殖处宾海处长、邢芳柳科长及省财政厅

经济建设处周德阳副处长组成调研工作组到海昌公司调研，并为海昌公司

发放了“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荣誉牌匾。总经理丁茂昌带领郑俊、

罗世辽、苗德茂三位高管全程陪同调研。调研期间，工作组考察了公司的

生产基地，检查了水产养殖尾水处理设施，详细询问了企业的复工复产情

况，并鼓励公司继续做好健康养殖和热带水产苗种创新工作。

4月14日，华大海洋董事长徐军民一行到访广西北海，并与市委常委、

副市长辛红梅带领的政府团队进行投资合作洽谈。座谈会上，辛红梅对华

大海洋的再次到访表示欢迎，并表达了市领导对项目的肯定和重视。双方

就华大海洋生命科学产业园项目推进进行了深入交流。

徐军民表示非常看好北海海洋生物资源和投资条件，这次到访北海，

主要针对之前双方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内容和新拟定的合作方案进行进一步

沟通交流。华大海洋计划在北海海洋产业园区以种源育种经济、深海养殖

为基础带动后续海洋生物医药、海洋食品加工贸易的发展，并同步建设爱

国主义海事教育基地、中国-东盟院士交流基地、游艇产权登记项目，同时

推荐来自泰国的海洋生物技术资源和人才，开展“中泰产业园”的合作规划

和争取工作，共同打造属于北海的一张向海经济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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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海洋到访北海市
并与市委常委、副市长辛红梅进行投资合作洽谈



华优基地全面开启大眼幼体放养的准备工作

每年4、5月份，镇江华优基地都在为“蟹宝宝”打造舒适的养殖环境而

忙碌，为提高大眼幼体的成活率、保证华优蟹苗品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工作人员会用漂白粉对400多亩苗塘展开清塘，处理掉残留在

苗塘里的蟹苗、泥鳅、青蛙及小杂鱼。这些小动物会对大眼幼体造成威

胁，他们会捕食大眼幼体，抢夺大眼幼体的饵料，并搅浑塘里的水。

然后，就要对新塘进行晒塘、消毒，利用紫外线杀菌，减少有害物

质。晒塘的同时，工作人员会栽种水花生，并对苗塘中一些淤泥较多的地

方进行清淤，修整坍塌的塘埂，这些准备工作都要在4月底前完成。

接下来，就要给苗塘进水。进水后的苗塘要进行消毒、解毒、改底、

肥水、培菌等，每天都需要检测每个苗塘的水质，包括PH值、亚硝酸盐、

氨氮、溶氧等指标。如果塘口指标超标，还需实施相应的调水措施，确保

每个塘口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才能投放大眼幼体。

海洋产业园负责人介绍了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的园区控规及城市设

计情况，提出项目投资建设内容和设计应符合园区规划的要求，表态一切

以项目成功落地为重，全方位做好服务工作，座谈会结束后即安排与投资

方继续洽谈项目推进细节工作，落实到签订投资合作合同内容上。

海洋快讯 海洋快讯

- 9 - - 10 -

华大海洋受邀
参与大鹏新区《人才发展纲要》的编制工作

近日，受大鹏新区组织人事局邀请，华大海洋参与《大鹏新区中长期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简称：《人才发展纲要》）（2021-2030）的调

研、访谈及编制工作。

本次调研及访谈工作主要围绕企业的人力资源现状、人员的主要来源

等内容展开，旨在为《人才发展纲要》编写调研组提供素材，并基于企业

现状与需求为调研组提供相关建议。华大海洋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相关工

作，获得新区组织人事局一致好评。



卞中明：每一次选择都all in

20 年前的卞中明，绝对想像不到自己会在成家立业后的中年之际，成为

一名深漂。当时的他刚大学毕业，还在为找工作焦头烂额。在结束了两个月的

实习教师工作后，他更明确了职业方向。不想从事按部就班的教师工作，想要

到滚烫残酷的社会中去闯，国际贸易专业出身的他，对于风云诡谲的商业世

界充满了想象与期待。

现在回想起来，卞中明说，“当时真的是一腔热血，对未来没做太多考虑，

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直接去做。”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卞中明从最基层做

起，一头扎进工作，从行政支撑到核心业务人员，再到团队管理者，每一步，他

都走得踏实坚定。

海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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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刚毕业的卞老师

工作几乎占据了卞中明的所有时间，“我这个人吧，有个特点，你也可以

说是强迫症，就是追求完美。只要我决定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就应该完成得漂

漂亮亮！”只要认准的事，就必然全力以赴，这是卞中明的人生原则。正是这

一原则，让他二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水产进出口贸易，并练就了一身本事。

也正是这一原则，使得他做决定时，干脆利落。当华大海洋总部向当时还

在镇江工作的他表示，希望他能来深圳组建进出口贸易团队时，有家有儿的

卞中明二话没多说，背个包就南下了。问起是否喜欢深圳的时候，他脸上略过

一丝苦笑，“在深圳啊，我一周只有 5 天的生命。” 在这个离家千里的陌生城

市，只有在工作时，卞中明才觉得自己还活着。

在此之前，卞中明从未长时间地离开过家乡。虽然工作一直是他的主旋

律，但家庭生活见缝插针地填满了他剩余的所有时间。现在，没有工作时的空

白，他不知道用什么来填满。即便如此，他也没后悔过这个选择，“只要选择

了，就 all in。”这就是他的原则。

在华大海洋，卞中明更为人熟知的名号是“卞老师”。没想到，当年被放弃

了的选择，以这种形式再次回归到了他身上。大家都觉得他像个老师，“面试

的时候，第一眼我就觉得卞老师特别像我的高中老师。” “他天生就是做老师

的人，而且是高中教师，就是那种，高中时觉得很凶很讨厌，工作后会无比怀

念的老师。”

对于这个身份，他欣然接受，“在这个行业也做了二十多年，我希望把我

所知道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教给这些年轻人。”如今，卞老师带领着一支将近

20 人的团队，比起领导，他更像个大家长。诺大的办公室里，经常回荡着卞老

师苦口婆心地教育下属的声音，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要多思

考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什么？

海洋人

每一次选择都all in

天生做老师的人



作为拥有二十多年行业经验的水产从业者，卞老师非常清楚水产品的

重要性。水产品历来都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摄取充足的优质蛋白，有

利于增强身体机能，提升免疫力。国家卫健委针对疫情发布的《膳食指

导》也明确指出：“补充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增强抵抗力，有助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与救治。”然而，据调查，我国水产品类食物摄入量不

足的人群比例仅为73.7%，这意味着水产品消费力一旦被打开，市场潜力

可想而知。

挑战与机遇同时到来，卞老师当然不会错过，“如何应对？明确目标，

做好长期规划，每一件事都全力以赴。还有什么好怕的？”年近四十的他仍

如当初那个少年，目光如炬，充满激情。不同的是，他不再势单力薄，身

后站着的团队，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海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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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年前刚入行时的“小白”进阶到雷厉风行的主管，小许说，“卞老师对

每一件事、每个细节都要求严格，所以你会快速地知道自己哪里不好，怎么做

更好。”面试时就觉得卞老师像他的高中老师的 00 后小刘，加入团队之后最

深的感受是，自己竟然不怕老师了，“我觉得卞老师是个宝藏啊，什么问题他

都能讲得明明白白。”

卞老师与一群年轻人的组合产生了神奇而微妙的化学反应。

春节以来，新冠疫情的爆发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卞老师也不例外。市场

对水产品的需求爆增，而交通受限导致国内外物流都不太顺畅，渠道内供不

应求、渠道外货物滞留等问题打得卞老师有点措手不及。不过，他很快反应过

来，立刻调整战略。“这次全球性的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更意识到

了健康的重要。”危机中，他看到了机会。

海洋人

年轻时的卞老师

如今的卞老师

危机中，他看到了机会



近日，华大海洋、澳门大学、嘉应学院合作完成透明斑马鱼（casper

和 roy 突变体）重测序，有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上（图 1）。结合转录组数据，该研究揭

示了透明斑马鱼中黑色素和银色素丢失的分子机制。华大海洋研究院副院

长卞超和嘉应学院副教授陈伟庭博士为论文并列第一作者，澳门大学副校

长葛伟教授和海洋研究院院长石琼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经过重测序流程处理后，共鉴定出4.3M（百万）优质纯合单核苷酸位

点（SNP），并使用K=2对28个斑马鱼样本进行群体结构分析（图3）。经

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我们发现，在6号染色体的39.0-43.4 Mb

区域内的SNPs存在着与黑色素丢失表型显著相关（p<10-3），其中有

5484个SNP在casper中被识别，内有85个非同义SNP位于所识别LD区内

41个基因的外显子上（图4）。

斑马鱼为模式研究物种，因体侧覆盖着类似斑马条纹的纹路而得名。

野生型在成年阶段拥有正常的皮肤颜色和纹路，但roy是一种天然的银色素

缺失斑马鱼突变体，casper则是经过杂交而形成的一种透明突变体，同时

丢失了银色素和黑色素。

为了研究两种透明斑马鱼的分子遗传机制，我们使用casper和野生型

杂交构建了casper型F1代，并利用后代继续杂交生成F2代（其中出现了明

显的性状分离；见图2）。从后代中选取28个个体，包括10条casper、10

条roy、4条野生杂合型（wt-heter）和4条野生纯合型（wt-homo），分

别提取肌肉组织基因组DNA，在Illumina HiSeq X-Ten平台进行重测序，最

后获得452.7Gb的原始数据；同时，提取肌肉和皮肤组织总RNA，在

Illumina HiSeq 2500平台进行转录组测序。

华大海洋合作发表透明斑马鱼重测序文章

科研进展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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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asper 家系构建示意图

图 1 透明斑马鱼重测序文章发表在 IJMS 上

图 3 关于 28 条斑马鱼个体的群体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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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在这些SNP中，casper只有一个SNP是无义突变(C>T)，且导致透明关

键调控基因mitfa的第3号外显子提前终止翻译（图4d）。作为一个调控因

子，mitfa基因在所有检测的基因中始终保持一个非常低的转录水平。皮肤

转录组分析中发现，与wt-homo相比，casper个体中有241个上调基因和

337个下调基因，且下调基因在黑色素合成途径中显著富集。因此，我们推

测本研究检测到的无义突变可能导致mitfa功能失活，进而实现黑色素的合

成缺陷（图5）。

在20号染色体的33.1-39.1Mb区域，我们的连锁分析结果证实存在一

个完整的单倍型LD区块（图6），其中包含的SNPs被证实与银色素丢失的

表型有显著关联。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区块内mpv17基因内含子里存在由

特异SNP引起的剪切位点紊乱，从而出现外显子中有19bp缺失的转录本。

科研进展

图 4 黑色素缺失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和连锁不平衡（LD）分析

图 5 黑色素缺失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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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转录组分析，发现casper和roy个体中位于这个LD区间mpv17基

因的转录水平明显低于wt-homo个体。mpv17的功能丢失可能为casper突

变体银色素缺失的主要原因。

总之，我们对casper和roy两种透明斑马鱼突变体开展基因组和转录组

测序与分析，为黑色素和银色素丢失提供了新的分子机制见解；同时，本

研究扩大了斑马鱼品系的遗传信息目录，有助于对硬骨鱼类生物学和人类

疾病的深入研究。

科研进展

近日，华大海洋与大连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水科院东海所等单

位合作完成全球首个南极磷虾基因组调查，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刊物

Marine Drugs[1]（图1）。华大海洋研究院博士生黄玉婷、副院长卞超、大

连海大刘兆群副研究员、王玲玲研究员为该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华大海

洋研究院院长石琼教授、大连海大校长宋林生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南极磷虾，又名大磷虾或南极大磷虾，是一种生活在南极洲水域的磷

虾（图2）。其外形似虾，可发光，集群生活。南极磷虾常年以微小浮游植

物为食，可将初级生产集聚的能量传递给更高层次的鱼类、企鹅、海豹等

捕食者，是南极食物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为南极生态和渔业发展起到了极

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科研进展

图 6 银色素损失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和连锁不平衡（LD）分析

图1 全球首个南极磷虾基因组调查数据发表于Marine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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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南大洋的磷虾蕴藏量约为 4 ～ 6 亿吨。南极磷虾富含磷虾油，

其中 EPA 和 DHA 含量高（图 3）。相关研究发现，磷虾油能有效降低大鼠

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从而达到降血脂、

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作用。因此，目前全球都在争相发展南极磷虾

产业。

科研进展

然而，由于南极磷虾基因组太大难以组装，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发

表过南极磷虾的任何基因组。本研究对南极磷虾进行基因组调查（二代测

序数据达911.0Gb），估计其基因组大小约为42.1Gb（图4）。

虽然仍未能组装成完整基因组，但我们获得的基因组调查数据仍具有

重要作用，包括但不限于：

（1）组装南极磷虾线粒体基因组，或者分析微卫星标记（SSRs；图5），

有助于鉴定南极磷虾来源；

（2）注释和研究线粒体基因（例如代表性NADH脱氢酶亚基4L基因：

nad4L；图6），支撑抗寒机制研究；

（3）分析活性多肽序列，支持研发新型海洋药物。

科研进展

图2 南极磷虾及其群落（图片源自网络）

图3 南极磷虾油产品（图片源自网络）

图4 南极磷虾基因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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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肽和降血压肽是两类有代表性的活性短肽，分别具有抗菌和调节

血管紧张素系统的作用。利用前期建立的数据库和高通量筛选方法[3-6]，

本研究从公开发布的南极磷虾转录组[7]中共鉴定到85条潜在的抗菌肽序列

（图7），其中BuforinI、cgUbiquitin和crustin表达水平较高；鉴定出的降

血压肽有23种（图8），其中VSV、GLP、LRP、GGY、LGP、LKP等小肽

的数量较多。

目前，与南极磷虾一样驰名国际的另外一种虾“南美白对虾”也受到世界

各国关注。近来，除了转录组数据 [8] 外，南美白对虾的基因组 [9] 也已发表。

鉴于南美白对虾主要生存在热带亚热带水域，而南极磷虾则生活在冰冷的南

大洋，两者之间的生境差异显著，相应的抗菌肽和降血压肽种类、数量和表达

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图 5-7）。

利用其它物种中已知的抗菌肽，我们在南极磷虾中筛选到一些存在一定

差异的抗菌肽序列。例如，CcAMP1_insect 只在南极磷虾中发现，但在南美

白对虾的转录组和基因组数据中均未找到；我们开展深入的蛋白序列三级

结构预测，发现与九香虫（图 9A）比较，南极磷虾的序列和结构（图 9B）存在

一定的差异。这些发现可为研发新型饲料添加剂或药物提供支撑 [3]。

科研进展 科研进展

图7 南极磷虾和南美白对虾中筛选到的抗菌肽种类比较

图8 南极磷虾和南美白对虾中筛选到的降血压肽种类比较

图6 南极磷虾及南美白对虾nad4L基因的氨基酸序列比较

图5 共筛选出1,026 and 74,661个SSR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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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南极磷虾进行了首个基因组调查（明确其基因组巨大）。基于

基因组调查数据的初步线粒体组装和 SSR 分析，可用于南极磷虾的物种鉴

定和来源分析。对南极磷虾和南美白对虾进行高通量的抗菌肽和降血压肽

分析，揭示了这两个物种间的异同。同时，本研究为南极磷虾的深入生物

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续的新型药物开发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1] Huang Y. et al. Marine Drugs, 2020, 18(4): 185.

[2] Jeffery N.W. PolarBiology, 2012, 35:959–962.

[3] Yi Y. et al. Marine Drugs, 2017, 15(11):364.

[4] Yi Y. et al. Marine Drugs, 2018, 16(10):365.

[5] Jia K. et al. Marine Drugs, 2019, 17(9):504.

[6] Chen X. et al. Marine Drugs, 2020, 18(1):30.

[7] Ma C. et al. Journal of Genetics, 2018, 97(4):995–999.

[8] Gao,Y. et al. PLoS One, 2015, 10:e0144350.

[9] Zhang X.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10:356.

科研进展

参考文献

近日，华大海洋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Aquaculture发表题为“水产动物

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及其在分子育种中的应用”的综述论文，华大海洋研究

院副院长游欣欣博士为该文第一作者。

该综述分析了水产动物基因组测序和组装分析的概况，探讨用于 SNP

（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标记分型的测序技术

和 SNP 芯片技术在水产动物研究中的应用，总结了 SNP 标记在水产动物高

密度遗传连锁图谱构建、数量性状定位连锁分析、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分子标

记辅助选育和基因组选择育种的应用案例，并比较和讨论相关的研究策略和

生物信息分析方法。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 月底，国内外共有 52 种水产动物的全基因组图

谱发表；另外，针对水产动物，采用简化基因组测序技术的文献 71 篇，采用

基因组重测序技术的文献 12 篇，采用 SNP 芯片技术的文献 41 篇。目前，在

实践中可根据物种基因组信息资源开发和商业育种的成熟度以及基因组大

小等因素选择技术平台。

科研进展

图9 抗菌肽CcAMP1_insect的三级结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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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基于连锁分析和关联分析的策略，目前已有大量跟性

状相关的 SNP 和候选基因被识别，这些数据资源为分子标记辅助选育和基

因组选择育种提供了基础。

此外，该文系统介绍了目前在水产分子育种领域较为成功的案例（抗

淋巴囊肿病牙鲆选育和抗传染性胰腺坏死病大西洋三文鱼选育），并讨论了

基因组选择技术在水产动物育种应用的技术路线和存在的问题。

最后，作者提出，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测序价格的持续下降，

使得基因科技在水产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而深入，同时，随着组学数据的

不断累积，我们需要对功能基因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为基因组选

择和基因编辑技术等前沿技术在水产动物精准育种的应用提供指引。

科研进展

近日，华大海洋联合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吉首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鱇浪

白鱼转录组工作，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刊物 Animals（图 1）。本研究首次

报道了鱇浪白鱼对于外源小瓜虫感染的比较转录组研究，为后续深入探索该

经济鱼类的疾病防控及种群选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华大海洋研究院 2017 级博士生邱樱为该论文第一作者，吉首大学蒋万

胜副教授、华大海洋研究院院长石琼教授、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杨君兴研究员

为共同通讯作者。

据了解，鱇浪白鱼是分布在全国第二大深水湖“抚仙湖”的特有鱼类，是

云贵高原湖泊中一种典型的“3E”（濒危「Endangered」、特有「Endemic」、经

济性「Economic」）鱼类。作为云南传统的“四大名鱼”之一，自成功引入实现

人工繁育后，鱇浪白鱼的需求量大增，已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养殖品种。

然而，在人工养殖过程中，鱇浪白鱼容易受小瓜虫感染。小瓜虫病是世界

性范围内最为高发的鱼类寄生虫病之一，由于繁殖力强，感染迅速，对寄主要

求不高，感染后可导致大量苗种甚至成鱼死亡，是致死率最高的寄生原虫之

一。目前，对于预防和治疗小瓜虫病还没有有效的措施，且宿主对于小瓜虫的

免疫遗传机制研究报道较少。

科研进展

图 1  鱇浪白鱼转录组文章发表于 Animals（2020, 1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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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鱇浪白鱼对小瓜虫的免疫应答机制，本研究通过对鱇浪白鱼

进行小瓜虫感染实验（分对照组、感染初期组和感染后期组），分别采集

三个时期的肝脏样本进行转录组测序并分析差异表达基因（DEGs）和免疫

应答机制。

通过对三个时期的转录组数据进行分析，总共得到831个DEGs（其中

402个基因表达上调、429个表达下调），分别富集到128个GO功能和71个

KEGG通路中（图2）。在感染初期和感染后期，表达量上调的DEGs大部

分富集在NOD样受体、TNF受体、白介素17及凋亡等信号通路。在表达量

下调的DEGs中，GO富集在新陈代谢通路；KEGG也富集在一些免疫应答

通路，譬如抗原加工、抗原特异性Th17、Th1、Th2细胞分化等，表明小瓜

虫感染后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鱇浪白鱼的免疫应答系统。这些下调的

免疫相关基因可以作为预防性治疗或抗性品系筛选的候选目标基因。

科研进展

此外，本研究基于鱇浪白鱼的基因组序列，鉴定到 178 条潜在的抗菌肽

序列，并分析有关抗菌肽在三个不同时期的表达量变化（图 3）。选取表达量

top20 的抗菌肽序列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类型最多的组蛋白家族（与免疫相

关），在感染初期和感染后期表达量下调。其他几类与免疫相关的抗菌肽及前

体（例如 scolopendin、趋化因子和凝血酶）在感染初期和感染后期都上调。

不同类型的抗菌肽的表达模式是多变的，表明抗菌肽应对小瓜虫感染的机制

比较复杂。另外，淀粉纤维素（Amylin）来源抗菌肽在之前的弹涂鱼实验中发

现具有抗菌活性；本研究结果表明，该抗菌肽在对照组无表达，在感染初期

和感染后期均有表达，表明鱇浪白鱼在小瓜虫感染期间可能同时受到细菌的

合并感染。

科研进展

图 2 三组间的比较

图 3 鱇浪白鱼的抗菌肽分类（A）及在不同时期的转录组表达量聚类（B）



- 31 - - 32 -

（1）2016 年联合发表洞穴金线鲃基因组

（2）2018 年联合发表大斑纹胸鮡线粒体基因组

（3）2018 年联合发表鱇浪白鱼基因组

科研进展

华大海洋与昆明动物所杨君兴研究员团队合作成果汇总

（4）2019 年联合发表鮡科鱼类转录组

（5）2019 年联合发表巨魾基因组

科研进展

图 4 洞穴金线鲃基因组发表于 BMC Biology

图 6 鱇浪白鱼基因组发表于 Frontiers in Genetics

图 7 鮡科鱼类转录组发表于 IJMS

图 8 巨魾基因组发表于 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图 5 大斑纹胸鮡线粒体基因组发表于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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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合获批水产新品种证书

2018 年，由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牵头、华大海洋和水科院淡水中心参与的

“鲃优 1 号”金线鲃，获得农业部认定通过。此次获得的水产新品种证书，系深

圳市首件。

科研进展

华大海洋联合解析罗非鱼盐度适应新机制

近日，华大海洋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 Genomics 上发

表罗非鱼盐度适应新机制的论文（图 1）。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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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大海洋研究院 2018 级博士生文正勇为论文第一作者，华大海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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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首次通过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和分子克隆的方法鉴定到罗非鱼的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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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鱼类中

广泛地存在两个 KCNK3 蛋白亚型，且这一现象可能与硬骨鱼类特有的基因

组复制事件密切相关（图 2）。

科研进展

图 9 “鲃优 1 号”金线鲃（A）及其新品种证书（B）

图 1 罗非鱼 KCNK3 论文发表于 Genomics（2020,112:221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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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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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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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具有一定的渗透压调节作用。

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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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环境中的表达量最低（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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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预测转录因子的表达模式

与 2 个 kcnk3 基因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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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发现的与重要性状相关联的分子

标记，KCKN3 可作为广盐性鱼类分子辅助育种的重要潜在靶点。

科研进展 科研进展

图 2 脊椎动物 kcnk3 基因的系统发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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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奋斗者，我们都是追梦人”主题团建活动
——献给奋力奔跑的海洋人

自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以来，全体海洋人都在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的

双战线上不懈奋战。得益于企业经营战略的准确定位、高瞻远瞩的运营管

理团队和能打胜仗的员工队伍，在并不乐观的大环境下，华大海洋仍然异

军突起，各项经营指标都创历史新高。

在 “五一” 劳动节来临之际，为感谢全体海洋人的辛勤劳动，公司举

办了 “我们都是奋斗者，我们都是追梦人” 主题团建活动，邀请新老海洋

人进行分享，并为大家安排了好玩有趣的 “产品品鉴” 环节和温馨的生日

会环节。

开年至今，华大海洋共入职约20名新员工，新鲜血液的注入必将进一

步推动公司的发展。

作为华大海洋新兵，每天都感觉非常充实。

华大海洋的工作氛围及企业文化很鼓励新员工去

做尝试，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们工作上的细心指导

和生活上的耐心帮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信心。相

信华大海洋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我自己也会

持续努力学习，为公司尽一份力量。“以后要买

产品可以直接找我哦”。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新一代华大海洋人的青春风采

销售部  刘博文

这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这里的工作环境

令我充满新鲜感。因为刚入职，一切还在摸索、

熟悉中，希望能够尽快适应新环境，掌握工作内

容，多认识新的同事。

财务与投融资部 王琼

在华大海洋工作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令我最

有感触的就是团队的年轻与活力。华大海洋就像

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各司其职，面对自己的工作

不推托，面对他人的困难会积极主动地提供建议

与帮助。此外，大家都非常有集体荣誉感以及团

队精神，在面对目标时，能够完成快速拆解以及

分工到人，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作为华大海

洋的一份子，我希望能与大家并肩作战，互相学

习，共同进步。
海洋药物 景电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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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团建活动特别邀请了运营管理团队成员华大海洋董事长徐军民、

华大海洋首席科学家石琼、华大海洋执行总裁王新文给大家做了分享。

徐军民首先讲述了他与华大海洋结缘的故事，加入华大海洋后，他发

现华大海洋人都是为了梦想不懈奋斗的追梦人。徐总很是感慨，怀揣着华

大海洋最初成立时的梦想，经过一代又一代海洋人的共同努力，这一路走

来，徐总也常常面临压力和困扰，但是永不服输的信念让他没有逃避，他

带领着海洋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梦想从来

天马行空，然而，只要在仰望天空的同时，脚踏实地，与团队共同前进，

梦想定能照进现实。

接着，作为华大海洋创始人之一的石琼老师为大家系统地介绍了华大

海洋的发展历程，细数每一历史事件，作为亲历者的石老师还原了许多不

为人知的细节，有趣而生动。最后他表示，诚如徐总所说，让华大海洋不

断发展、不断壮大的力量来源于每一个海洋人，是你们的努力，你们对于

梦想的执着，推动着华大海洋不断向前。

老华大海洋人的经验分享 来自运营管理团队的分享

在华大海洋这个平台，只要你踏踏实实，一

步一个脚印，就一定会做出成绩，希望年轻一代

不要浮躁，脚踏实地，每一个当下都全力以赴，

未来就一定如你想像的光明与灿烂。

育种团队 杨少森

职场很残酷， “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留

在原地”。对于初入职场的你们来说，首先要找

准定位，放大自己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全力以

赴！工作并不必然是一件苦差事，你可以将其视

作一个游戏，要想赢，就得点满技能，讲究策

略、配合，解决问题，通过层层关卡。同时别忘

了，这不是单人的游戏，你的努力能否被看见，

也可能会决定你所能到达的高度。市场部 高丛

最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句话，也是非常简单

的道理：“天道酬勤，力耕不欺”。

无论是成长过程中父辈给我的影响，还是求

学期间导师给我的建议，乃至工作期间石老师给

我的最大感触，都在传递这个道理：要想取得成

功，就一定要勤勤恳恳，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事业

打好根基。 研究院 游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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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大家准备了公司热销和即将推出的十几款产

品，供全体员工现场品尝。在大家品尝的过程中，执行总裁王新文如数家

珍地逐一将每款产品背后的科学故事、开发历程、渠道及销量、升级计划

等分享给了大家。

活动最后，工作人员还为2月至5月生日的员工准备了生日蛋糕，送了

上生日祝福。因疫情耽搁的生日派对，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

2月寿星：

3月寿星：

4月寿星：

5月寿星：

朱瑞青、王继红、邵明旭、王新文、张一平；

石尧、刘俊森；

阮志强、肖双春、陈文亮、李强、姚发苗、许凡畅、

孙敏、景电涛、刘博文；

陈洁明、向应容、葛鹤群、朱启俊、胡洋、李云、

邝思燕、张玮晶、曾美凤、王琼。

华大海洋产品品鉴会 员工生日大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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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部开展第三期新员工入职培训

4 月 26 日，人力资源部顺利开展 2020 年度第三期新员工入职培训，

来自销售部、财务与投融资部、镇江华大检测的共计 7 名新员工参加了培训。

本期培训围绕企业知识与文化、职业心态、业务及产品知识、制度宣贯、

安全管理、办公系统操作、企业愿景使命等七大主题进行，并首次尝试连

线镇江区域新员工实施线上培训，为华大海洋推进 E-learning 等线上教育

培训工作积累了经验。

培训中，运管管理团队王新文老师受邀给参训学员授课。王老师首先

对大家的加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期待大家能树立良好的职业心态，尽快

融入公司，在华大海洋快速成长，在提升自己的同时为公司业务发展贡献

力量。随后，王新文就华大海洋的战略定位、企业文化等主题进行了分享。

在热烈的互动讨论中，2020 年第三期新员工培训圆满结束。通过本期

培训，参训学员不仅对公司有了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也加深了对公司文化

的认同感。新员工即将奔赴各自的岗位，为华大海洋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华大海洋召开战略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讨会

近日，华大海洋集团运营管理团队与各分、子公司及业务板块的管理团

队及负责人就三年战略规划和 2020 年度工作计划的拟定展开了充分的沟

通与讨论。会议要求各位负责人在各自公司、部门内部组织员工对战略规划

与年度工作计划进行集体讨论，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智慧，保证规划与

工作计划的落地，并落实到人。

会上，集团运营管理团队强调，对于未来的计划安排要具备可操作性，确

定定量指标，谋定而后动，一旦确定，要坚定信心，不折不扣地完成。2020 年

是集团业务拓展的关键一年，各个体系、各部门要充满信心地全力以赴，勇于

探索并敢想敢干，全面推动集团公司的产业升级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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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同事！

我叫刘俊森，来自广东深圳。作为应届毕业

生，我可能在工作经验上欠缺，但是在领导和师傅

的带领下，我能感觉到我在这个团队中慢慢成长。

非常荣幸华大海洋给予我机会，让我能够在这样

出色的集体中学习成长，让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更

有信心，也希望领导和前辈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

够多多指教，我会非常虚心地接受所有的建议并

且改进！刘俊森 华大海洋

销售部

我叫梁加麒。对于一个新入职的员工来说，
今后的工作中还有方方面面的知识需要向大家学
习，还请各位同事多多指教 ! 同时，我会以最快
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期望自己能在今后
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专业特长，高效率地完成每一
项工作，为华大海洋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叫戴水雄，来自广东汕尾，喜欢户外运动、
跑步、游泳。非常高兴到华大海洋这个大家庭中
来，这里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个成长锻炼、展示自
我的良好平台，也让我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新同事、
新朋友。初来乍到，我要向大家多多学习，尽快
成长，愿能和大家一道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奋斗 !

梁加麒 华大海洋

销售部

戴水雄 华大海洋

财务与投融资部

我叫李丹，从事检测工作已经有9年的时间

了，尽管在过去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但刚进入公司，难免还是有点压力。为了能让自己

尽早进入工作状态和适应工作环境，在这一个月

里，我有问题及时请教同事，积极学习努力提高自

己。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技术水平也得到

了很大提高，过得非常充实和快乐。特别感谢在这

段时间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事，正是因为有了他

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不厌其烦的帮助，我才能这

么快地适应工作，及时高效地完成实验任务。今后

的工作中，我会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提高自身能

力，体现自身价值。

 李丹 华大检测

检测部 

受疫情影响，我失去了工作，找工作也变得
异常艰难。疫情带来的恐慌和稀缺的工作机会让
我对眼前的生活一筹莫展，就在此时，华大海洋
给了我这次宝贵的工作机会！虽然我一直都从事
销售工作，但食品检测行业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因此，对于新的工作，我感觉自己的压力非常大。
不过，入职的第一天时，我就感受到了领导和同
事给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给了我家一样的温暖，
让我充满力量去面对困难，战胜困难。  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会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熟悉业务流程。
不断找出自己不足的地方，让自己尽快成长为一
名称职的员工。

金鑫 华大检测

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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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有许许多多驿站，每个驿站标志着

一个过程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旅程的开始。

2020 年 4 月 21 日，怀揣着对未知的兴奋和期待

以及一切从零开始奋斗的心态，我加入了华大检

测的队伍，开始了我人生中新的拼搏。在这里，

我不断告诉自己，明天一定比要今天做得更好，

不断地进步，打磨自己的销售技巧，持续地去做

正确的事情。新的舞台，新的机遇，以后的未知，

未来的无限可能，总是让我感到兴奋。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仲琳 华大检测

销售部

我是沈静，来自河南信阳。初来深圳找工

作的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困惑，机缘巧合

让我来到了华大海洋，我很荣幸，也很自豪，荣

幸的是华大海洋有着优秀的企业文化，领导和同

事们都很亲切，整个公司的氛围都很活跃；自豪

的是在华大海洋这样一个大平台上，我将会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

业解惑也。我相信这样一个好的企业能给我提供

更多的好老师，我也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我也

会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更加努力学习，充实自己，

以充沛的精力对待公司给予我的这份肯定，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回报公司。
沈静 华大海洋

销售部

我是王琼，来自河南周口，非常感谢公司

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顺利迈开了踏足社会的第

一步。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职场于我而言是一

个有别于以往的新环境，所接触的一切人和事物

都是新的。非常期待能够将知识学以致用，并在

这个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积累经验。虽然我才

刚刚入职，但公司同事对新员工的照顾，让我在

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感到非常的温暖。作为新员工，

我也会去主动了解、尽快适应环境，并且在今后

的工作中多看多学多思多问，为公司的财务工作

添砖加瓦。

王琼 华大海洋

财务与投融资部

我叫吴江泉，很高兴加入华大海洋这个大

家庭，虽然基地离市区偏远，也是难得清静，工

作生活仍是很姿多彩。入职虽然只有短短 1 个多

月，我却深深感受到了领导对工作的认真与执着

以及对员工的关怀。通过入职培训，我了解到了

公司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清楚了各部门的职责，

对自己在公司的定位也更加明确。感谢领导和同

事们的帮助与信任，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

努力，提高能力，为公司做贡献。

吴江泉 海南华大

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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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LOTOUA LOR，来自老挝万象，很高兴加

入华大海洋，新入职场的我，带着激动的心情来到

公司，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和我一同入职的还有

SYTAN VONGPHET，我们俩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引

导和帮助下，迅速熟悉了工作流程，并学到了许多

新技能，感谢大家。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为公司

的发展奉献出微薄之力。
LOTOUA LOR

老挝华大生产技术员

我叫 SYTAN VONGPHET ，加入华大海洋之
后，我主动了解、适应环境，熟悉工作流程，同
时保持高昂的学习激情，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
工作能力。虽然公司人员不多，大家团结一心，
在汗水中建立情谊。作为一名新成员，我会尽快
让自己成长起来，提升自我价值，融入公司，融
入集体，高效地完成工作！ SYTAN VONGPHET

老挝华大生产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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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相随，“海”好有你

从小知识到人生漫谈

从小兴趣到专业视角

思想端正有正能量

画风、题材、形式不设限 

好文章尽情砸过来

为华大海洋添上精彩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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