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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海洋又一技术攻关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近日，由华大海洋首席科学家石琼教授主持的深圳市科创委技术攻关

项目 “关键进化节点鱼类的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研发” 顺利通过验收（图 1），

该项目为水产新产种的培育、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与海洋药物的研

发提供了技术支持。这是华大海洋获批的第二个技术攻关项目（编号：

JSGG20170412153411369），起止时间：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获

批政府经费：450 万元。

项目组完成了包括 “活化石物种” 鲟鱼类（中华鲟、匙吻鲟和小体鲟）、

洞穴鱼类（金线鲃）、两栖鱼类（弹涂鱼）、飞鱼、金龙鱼等共 38 个物种全

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工作。根据不同物种的基因组个性情况，制定相应的测序、

基因组组装策略，获得最优基因组谱图。部分鱼类基因组信息已释放到公

共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

同时，课题组整合包括本研究涉及的 38 个物种在内的 144 种鱼类的

基因组数据，以及来自千种鱼类转录组国际计划（Fish-T1K）分享的 159

种鱼类的转录组数据，从整个鱼类的不同分类单元中精心挑选 303 种鱼类

物种（囊括所有硬骨鱼 72 个目中的 66 个，占总分类单元的 92%），装配

出迄今最大的鱼类组学数据集；用统计检验解决了许多鱼类起源和演化过

程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构建了迄今为止最可靠、覆盖几乎所有关键进化节

点的鱼类生命之树。

在 38 个鱼类基因组图谱绘制中，测序深度≥101.02 倍（深度最高达

1,154.9 倍）；鱼类基因组组装 ScaffoldN50≥2Mb（最长 ScafoldN50 达

40.04Mb），有 10 多个基因组组装达到远超 Scaffold 的染色体水平；对复

杂 基 因 组 鱼 类 均 能 接 近 1Mb，多 倍 体 中 华 鲟（基 因 组 8.54Gb）

ScaffoldN50＞84kb；基因覆盖度都在 95% 左右。

采用 RAD 测序和基因组重测序等技术手段，基于连锁分析和关联分析

的策略，项目组还筛选出石斑鱼（青斑）、卵形鲳鲹（金鲳）和斑点叉尾鮰生长、

抗氨氮和性别等重要经济性状相关的基因组变异位点（SNP）和基因，共

获得近 400 万个基因组变异位点及 108 个候选基因。开发出基于目标 SNP

位点区域序列捕获测序芯片，可用于石斑鱼等重要经济鱼类的分子育种。

项目实施期间，共发表 SCI 论文 15 篇，申请发明专利 5 项；培养研究

生 5 名，其中博士生 2 名、硕士生 3 名。有关参数皆已超过合同要求。

根据《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规定，深圳市科创委依据市科

技计划项目合同，经专家核对（2020 年 6 月 9 日结题答辩）、处室审定、

社会公示（7 月 2 至 11 日）等程序，认定项目组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主要指标，

财政资助经费使用符合合同约定，验收结论为 “通过”。

图 1 项目验收证书（重 20170440）



大事件

- 5 - - 6 -

大事件

附：

华大海洋 2014 年获得首个深圳市技术攻关项目

项目名称：海洋鱼类分子育种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图 2）

项目编号：JSGG20141020113728803

获批政府经费：400 万元

起止时间：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主持人：石琼

状态：已结题

华大海洋应邀出席2020科技专家研讨会

海洋新城是深圳继前海之后的又一个承载国家战略的稀缺性增量发展

空间。在“海洋强国”战略和“双区”叠加效应的背景下，深圳将如何建设海洋

新城，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8 月 27 日，华大海洋研究院副院长游欣欣博士应邀出席在深圳商报社

大厦举行的 2020 科技专家研讨会，与相关海洋产业专家围绕 “海洋新城建

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为“蓝色产业”打造平台》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研讨会上，游欣欣首先与大家分享了华大海洋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模式，

他指出，经过 9 年的时间，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华大海洋已发展成为产学研用

一体化的科技型集团公司。正是深圳的创新与开放精神，让华大海洋在发展

的过程中，敢为人先，勇于前进，在“蓝色产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他指出，构建深圳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海洋生物产业是重要的一

环。发展海洋生物产业，华大海洋从种源经济、海洋药物、海洋工程装备

赋能的现代化海洋牧场等领域入手。

游欣欣表示，发展种源经济可以通过基因测序与生物信息分析、选择

育种等技术手段，培育水产新品种，进而改善人类蛋白质饮食结构。发展

海洋装备工程则可以帮助我们发展深远海经济，为海洋产业提供综合服务

解决方案。

最后，谈及海洋药物的重要性时，游欣欣说，“海洋是创新药物不可替

代的源泉，海洋药物是治疗人类重大疾病的新希望。” 目前，在全球获批的

14 种海洋药物中，用于抗癌的头孢菌素钠，就是在海洋微生物中发现并开

发成功的第一个 “海洋新抗”，开创了开发海洋新抗生药的先例。

图 2 项目验收证书（重 201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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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握生物医药科技前沿发展动向，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与功能制品产

业的集聚和互动，探索海洋生物医药与功能制品领域的产学研联动机制，

促进合作交流与产业快速发展，在 2020 海洋经济博览会开幕之际（10 月

14-15 日），华大海洋将联合相关单位举办 “海洋生物医药与功能制品产业

发展论坛”。

届时，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将出席论坛，围绕海洋生物

药物与海洋生物制品研发的关键技术与产业化中的关键难点、未来趋势等

议题展开主旨演讲与高端对话，并开展产学研对接，助力推动海洋生物资

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与产业化发展。

海洋新城作为蓝色经济的载体，对 “双区” 建设有什么作用？当前进

展如何？未来该如何部署？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以《海洋新城在 “双区” 建设中

的地位和价值》为题，分享了他的看法。

       在胡振宇看来，要建设海洋新城，一是要开展海陆联动的空间建设工

程、海陆统筹的生态修复工程、全周期的智慧市政工程、全覆盖的智慧城

市工程；二是要按照 “围绕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构建产业生态” 的创

“我们可以给未来的中国留下什么？应该有文化艺术的传承。” 与前两

位专家不同，深圳市海洋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张岩鑫主要从文化传承的角

度，分享了他对深圳海洋文化艺术如何形成国际化影响的看法。张岩鑫表示，

海洋新城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力量不可忽视。

张岩鑫结合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近几年的经验做法，提出海洋

新城建设可以借助 5G 等高科技成果，激发海洋新城海洋文化内核的国际

化效应，增加涉海博物馆之间的文物释放量，打造海洋文化体验新概念，

形成“教育+艺术+科技”的新模式，让海洋新城背后的海洋文化艺术成为“行

走的魔方”。

随后，与会嘉宾与各位专家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相信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定能打造出深圳 “蓝色名片”，助力深圳建成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大事件大事件

新发展模式，统筹产业资源与产业空间，打造产业发展平台和产业链要素

配置的产业综合体，打造蓝色产业生态圈；三要形成重点项目与公共设施

建管营一体化，结合海洋新兴产业基地城市设计成果，对超级码头、超级

街区、中欧蓝色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和公共设施做研究。



镇江新区管委会领导来访华大检测
督查调研食品安全工作

8 月 11 日，镇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薛峰带队来访华大检测。

新区市场监管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生态应急局、社发局、公安分局、

消防大队等分管领导陪同检查。

现场，薛峰主任听取了快检室建立以来的设备使用情况、人员管理、

快检检测流程、检测步骤及检测结果等工作汇报。据检测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快检项目有 :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非法添加、重金属、激素类药物等，

计划完成 5000 批次，截止目前已完成 2771 批次，阴性率 97.7%。全区今

年快检情况总体呈现稳中向好趋势。

薛峰主任一边听取汇报，一边耐心询问检测工作人员快检试剂盒的用

途、样品处理、检测指标等情况，他重点指出一定要严把快检关，突出源

头管理，并强调，食品安全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要狠抓食品安全，鼓励企业在守牢食品安全底

线的同时，加速实现高水平创新发展，响应 “跑起来” 的号召，精准落实 “最

后一公里” 任务，为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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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新区领导到访华大海洋
调研党支部示范点建设情况

8 月 20 日，大鹏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组织人事局局长梁珂，副局长

李利华，新区统战和社会建设局统侨科科长刘楚江等一行到访华大海洋，

调研华大海洋党支部示范点建设工作情况。华大海洋董事长徐军民、华大

海洋研究院副院长、党支部书记游欣欣等予以热情接待。

首先，游欣欣汇报了华大海洋党支部作为示范点的建设内容和工作亮

点。梁珂局长对华大海洋党支部的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

着重要求党建工作要与企业发展相结合。随后，徐军民与梁局长就企业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沟通。会后，梁局一行参

观了华大海洋党建活动室和实验室，以边走边谈的形式了解相关工作情况。

华优基地开展成蟹上市前的育肥工作

秋季是大闸蟹长膘育肥的关键季节,也是大闸蟹养殖的最后阶段。近日，

为了提高大闸蟹的品质 , 华优基地启动上市前的育肥工作，为向广大消费者

提供肉质饱满、味道鲜美的大闸蟹做足准备。

八月末，塘里的螃蟹开始集中脱壳，这时的大闸蟹已经初长成型。在

这个关键时候，大闸蟹的投喂讲究合理搭配，让大闸蟹们补充多样营养，

这样才能提高五壳期的翻倍率，让大闸蟹个更大、体更长、黄更满、膏更肥、

肉质更鲜嫩肥美。

为了保证大闸蟹在这个阶段的营养供给，华优基地的工作人员不敢有

任何松懈，坚持为大闸蟹提供高蛋白比例的饲料，由海捕冰鲜鱼、饲料、玉米，

并按照 3.5：1：0.5 配比制备，每天按时投喂，合理的投喂比例能够让大

闸蟹长膘更快。另外，育肥、长膘期间及时补充适当的维生素，可以增强

大闸蟹的体质，保证让大家吃到膘肥体壮的螃蟹。

华优大闸蟹全产业链可控，从亲本选育、苗种繁育、精心饲养到上市

销售，华优坚持把好每一个关，为消费者提供放心、好吃、高品质的大闸蟹。

海洋快讯 海洋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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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海洋“六月黄”大闸蟹在沃尔玛开售啦！
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水产品是我的责任

张兴龙：

近日，华大海洋华优大闸蟹礼券在沃尔玛热销，同时，第一批美味的

活蟹 “六月黄” 也陆续登陆了沃尔玛福州 11 家门店和南京 3 家门店。

在活蟹进驻门店前的准备阶段，镇江区域与华海销售的相关同事几乎

走访了当地的每一家沃尔玛超市，就大闸蟹寄售、物流配送、摆放区域、

入场资料、人员配置等问题与门店工作人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按沃尔

玛总部要求提供相关资质和证明，为消费者们食品安全提供保障。

 “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六月黄” 虽然还是 “少年蟹”，但具有外壳脆、

内壳软、腥味重、肉质丰满鲜甜等特点。从蟹塘到餐桌，希望华大海洋的 “六

月黄” 可以充分满足顾客在成蟹上市前的垂涎。

张兴龙从事水产行业已经超过15年了。从销售员、大区经理、创业老板，

到华海销售副总经理，张兴龙的每个选择都与他对于这个行业逐渐深入的

理解有关。他的终极理想一直没变过，就是 “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水

产品”。

张兴龙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典型的销售员。他长着一张圆圆的带有婴儿

肥的脸，爱穿短裤和运动上衣，脸上常常挂着一副无辜表情，有种莫名的

喜感。在看似温和的外表下，实则有一颗非常坚韧的灵魂。

2006 年，大学毕业两年的张兴龙从保健品销售行业进入水产品销售行

业。因为表现出色，他很快被派到一个新城市开拓市场。没有市场积累，

又要孤军奋战，张兴龙每天都去各大超市蹲点，实地调研，拜访超市工作

人员，介绍公司产品。“每天要被拒绝无数次，有时候遇到脾气不好的人，

甚至要被骂、被赶。” 他在卖场一边观察别人怎么卖产品，一边假装路人，

与消费者交流对产品的看法。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当地沃尔玛才终于决

定给张兴龙一个合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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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货迅速售空，给了张兴龙一剂强心针。准备充分的他乘胜追击，

加紧铺开市场。仅仅两年时间，张兴龙所在的公司成为了这个城市里海参

行业的 NO.1。

“改善人类蛋白质饮食结构”，说起食用水产品对消费者的好处，张兴

龙滔滔不绝。如今，除了保障基础民生类产品的供应，华大海洋正在计划

产品升级，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推出相应的产品。“这是我们未来做产品研

发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喜欢讲究美食口味的，我们就把口味做好，对减

脂有需求的，我们就把高蛋白低热量放在首位。”

“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让消费者放心是最重要的。”张兴龙认为，

华大海洋从育种端开始对产品进行把控，投入科研、养殖、检测、加工的

巨大成本，就要让消费者对我们建立起信任。“通过建设可追溯体系，我们

希望将整个过程透明化，让消费者对产品有全面的了解。”从企业盈利角度

来说，这可能不是短期内最有利的选择，“但这是我们的初心”。

2019年，战略合作渠道以“深耕源头采购，全力打造全产业供应链，

依托高水准的水产品品控，产品品质与成本持续稳定，实现业绩大规模增

长”来评价我们，张兴龙感到非常骄傲。

最近，张兴龙带领华大海洋销售团队开拓冰鲜鱼项目，忙得连喝水的

时间都没有。这是华大海洋也是张兴龙第一次操作冰鲜鱼，“需要从头捋顺

整个流程”。冰鲜鱼可以算是水产行业最不好把控的产品，市场对产品品质

与配送条件要求都非常严格，稍有怠慢，就容易出现问题。

为了让消费者吃到最新鲜的鱼，张兴龙几乎日夜不休地奔波在路上，

与养殖基地、冷链运输、终端渠道等各方进行长时间的沟通与磨合，确保

每个环节都流畅。这段与团队一起攻克冰鲜鱼项目的日子，似乎让张兴龙

找回了当年的热情与冲劲，“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水产品”，带着这个

理想，他会与华大海洋一起走向更好的明天。

2017年，通过鳗鱼产品的对接，当时还是创业公司老板的张兴龙与华

大海洋结缘。第一次与华大海洋董事长徐军民见面的场景，他仍历历在

目。通过与徐总的交流，张兴龙第一次知道在他看来没什么科技含量的水

产品行业，可以有这么多机会。“那次对话完全颠覆了一个普通的水产从业

者对于行业的认知。”张兴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事业与理想。他决定带着

渠道加入华大海洋，参与到这场用基因科技和全产业链重新定义行业的大

梦想中来。

让水产品插上科技的翅膀

更好的明天

现在的张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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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华大海洋举行第三季度新员工转正答辩会。参与本次答辩的

新员工有来自销售部的沈静、黄燕玲和华大海洋药物研究院的张豪、李楚洁、

肖盼盼、李飞飞。同时，本次答辩会的业务部门评委及员工代表有海洋药物李

文保、彭超、丁忠鹏等，销售部卞中明、陈文亮、蓝美萍，市场部高丛，行政部的

杨绍民、曾美凤，财务部邓龙清以及人力资源部向应容等。

每位新员工完成答辩报告后，评委及员工代表结合员工试用期工作总结

报告及现场演讲表现进行了细致的点评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更高的要求。

大家都表示，希望这一期参加答辩的新员工们尽快熟悉和了解华大海洋业务

内容及工作重点，在日常工作中能够主动承担、加强沟通、勇于表现，积极参

与到华大海洋的团队建设、平台搭建以及工作项目梳理等工作中来，为华大

海洋各项业务的发展带来新的理念和新的力量。

华大海洋开展第五期新员工入职引导培训

近期，华大海洋各部门、分（子）公司共招聘入职了 14 名新员工。为了能

让新员工尽快适应工作氛围及节奏，人力资源部于 8 月 27 日举办了第五期

新员工入职培训。

培训围绕企业文化、职业心态、业务及产品知识、制度宣贯、 安全管理、

办公系统操作等主题进行，分别由运营管理团队石琼老师、华大海洋研究院

游欣欣博士、财务部吴盼及人力资源部向应容 4 位讲师为大家授课。 

新员工培训的目的在于加深对企业的熟悉度和认同感、更快胜任岗位要

求、提高工作效率、取得较好的工作业绩。同时，也希望借此帮助新员工正确

看待企业的工作标准和要求，顺利通过磨合期，为华大海洋的企业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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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同事！

大家好！我在财务部门担任出纳岗位，个
人比较开朗活泼，为人正直。很庆幸来到华大
海洋，结识到新的同事和朋友，也感谢公司给
我与大家共事的机会。从面试到入职到岗的过
程中，我感受到了华大海洋的规范制度与人性
化管理。同事们的面面俱到，让人倍感振奋。

入职也有一个多星期了，作为财会人员，
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多少有些不适应和压力，
在此要感谢各位同事和领导这些日子对我的悉
心帮助和指导。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就自己
以往的经验并根据公司需求，积极配合其他同
事和部门，尽快融入岗位，实现自己的价值，
若有不足之处望各位不吝赐教。

朱绚绚 益华食品 会计

虽然刚刚加入，其实从未远离！大家好，
财务老兵老江加入海洋了，我喜欢有挑战性的
工作，这里有老徐的感召，有远大的前景，大
家一起努力！为海洋的明天，同时也为自己的明
天！寥寥数语，共勉之！

江利荣 投融资部 总经理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华大海洋的
一份子，来到华大海洋短短十几天，很高兴遇
到了可爱的新同事。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
环境，新的工作，也是我的一个新的起点。作
为一名新入职的实习生，在工作上还有许多方
方面面的知识需要向大家学习，还望大家多多
指教，多多包涵。我相信，在这里，我会和大
家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陈桐冰 财务部 实习生

我毕业于中山大学药物化学专业，很高兴
能来到华大海洋，成为海洋药物研究院的一员。
享受华大海洋的氛围，能让我快速适应工作环
境；期待华大海洋的平台，能让我快速成长。
作为药学出身，参与新药研发是我的理想，我
会倾尽全力，为新药研发做出自己的贡献，也
会保持激情，不断学习，为新药研发储备知识
力量，期待与华大海洋共成长。

谢良辉 海洋药物 新药合成研究员

大家好，我是财务与投融资中心的胡定芳，
现在负责海洋的资金工作和药物研究院的财务
工作，此前就职于华大集团的资金管理部，一
直以来都有对接华大海洋，此前对于华大海洋
熟悉又陌生，很高兴从此转变成华大海洋的一
份子，融入这个大家庭，在以后的工作中和各
位同事多交流，共进步。

胡定芳 投融资部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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