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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考察海南的足迹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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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燕

发展海洋科技，加
强深海科学技术研究，
推进“智慧海洋”建设，
打造海洋强省，是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
要内容，也是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2018 年 4 月 12 日
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设在三亚市的中国
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看望科技人
员和考察科技创新情
况，勉励大家要献身祖
国科技研发事业，努力
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研究出更多更好成果，
推动科研同实际应用
相衔接，为国家现代化
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2022 年 4 月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中国海洋大
学三亚海洋研究院时
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大战略任务。
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
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
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为海南
推动海洋科技创新、
建设海洋强省指明了
前进方向。

服务海洋强国战
略，建设海洋强省，离
不开科技创新的引领
和支撑。海南是海洋
大省，拥有广袤海域，
海洋资源十分丰富。
中科院深海所、中国海
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
院等有关深海科技机
构陆续在海南落户，

“探索一号”“探索二
号”在三亚启航……大
量国家重点海洋科研
探测实验在海南进行，
大量海洋科研人才集
聚海南，为海南推动海
洋科技创新提供了平台和人才支撑。近
年来，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
和三亚深海科技创新优势，大力发展深
海科研产业，推动深海装备、海洋能源、
海洋生命科学、海洋牧场、海洋公共服务
等领域科技创新，成为我国深海科技力
量的重要聚集地，为国家深海战略和海
洋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战略服务保障。

牢记殷殷嘱托，抓住难得机遇，以科
技创新推动海洋强省建设，是海南扛起
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责任担
当。乘势而上，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改革，借力一些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海南开展科技攻关、一些国家科
学探测重大突破在海南完成的有利条
件，更多参与科研领域的创新发展及成
果转化，吸引更多创新主体集聚海南，大
力推进本省海洋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
设。同时，还应完善科技评价、开放合
作、成果转化等机制，创新引进科研人
才，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加强海洋科
学技术研究，加快培育新兴海洋产业，发
展蓝碳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着力推
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推进“智
慧海洋”建设，把海南打造成海洋强省。

靠海而生、向海而兴，海洋是海南发
展的后劲所在、潜力所在。深入推进海
洋强省战略，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海南
有独特优势，也肩负重大使命。唯有进
一步推动海洋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深海
科研产业，激发海洋科技创新的澎湃动
能，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提升海洋服务保障能力，才能深度融入
和更好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建成海洋强
省，守好祖国南大门。

激
发
海
洋
科
技
创
新
的
澎
湃
动
能

众说 迁

践行嘱托十年间

中科院深海所首席顾问、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心成：

中国深海科考领域实现
“从跟跑到局部领跑”的跨越

2018年4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设在三亚

市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看
望科技人员和考察科技创新情况。习近平
总书记很关心深海科研事业，关心一线科研
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并勉励大家“要献身祖国
科技研发事业，努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近年来，中科院深海所全体员工在攀登
深海科技高峰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深海科考
航次的足迹遍布我国南海，多次进入太平洋
深渊区和西南印度洋热液区；“深海勇士”号
载人潜水器以每年平均100潜次的密度，在
世界同类型潜水器中遥遥领先……中科院深
海所逐渐成为国家深海重大装备的集结地，
中国深海科考领域实现了“从进入到探测到
开发”“从跟跑到并跑到局部领跑”的跨越。

中科院深海所实验室钳工、
高级技师周皓：

为建设海南自贸港
实现海洋强国梦贡献力量

2018年4月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考察,
对我们科研人员是莫大的鼓舞。

4年来，全所人员不懈努力，解决各项深
海科研装备技术难题256项，针对海试需要，
对科考装备升级改造196项，为合作的浙江
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分院等10多家合作单位
解决海试装备技术难题25项，得到合作单位
一致好评，为国产深海科研装备快速升级提
供有力保障。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助力
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科研装备领跑深海科
技，为建设海南自贸港、实现海洋强国梦贡
献力量。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周月光）

中科院深海所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开展深海开发技术研究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万米潜航 逐梦深蓝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场景回放
2018 年 4 月 12 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设在三
亚市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看望科技
人员和考察科技创新情况。

牢记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
积十分辽阔。一定要向海洋
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南海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
的最佳天然场所，一定要把
这个优势资源利用好，加强
创新协作，加快打造深海研
发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
事业，推动我国海洋科技全
面发展。

6月6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深
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深海所）工
程部大楼，一行深蓝色大字映入眼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建设新时代国家深海科技战略力量。”

现场，中科院深海所实验室钳工、高级技师周
皓正在带领多名技术人员，围着“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进行检修维护。他们工作服都已经湿透。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对我们是莫大鼓舞。我们时刻牢
记嘱托，为持续向深蓝挺进贡献更多力量。”周皓说。

6月6日，“探索二号”科考船搭载着深海基站
等装备返航三亚，完成中科院A类先导专项“深海/
深渊智能技术及海底原位科学实验站”2022年度
南海海试任务。

该航次由中国科院深海所、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2家研究所、大学和企业
参与实施，主要任务是开展中科院A类先导专项

“深海/深渊智能技术及海底原位科学实验站”所研
制系列装备的过程海试，包括深海基站、深海原位
实验室、深海滑翔机、虚拟锚系通信浮标等。海试
验证了各型装备的主要功能，并开展了海底原位科
学实验站系统的集成测试。

中科院深海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阳宁说，该
航次的顺利实施，为后续开展科学实验站的长期运
行试验提供了重要支撑，是中国深海科研事业的又
一次突破。

筹建至今，中科院深海所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以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为目标，以提升我国深海
科学研究与海洋工程技术研发实力，以构筑科学研
究—工程技术—海上作业的融合体系，引领我国深
海科学、深海技术、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化发展为
主要任务，特别是2018年4月12日以来，在开展
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技术研究等方面不
断取得突破。

2021年8月11日至10月8日，“探索一号”科
考船搭载“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等深海关
键装备，从三亚启程，辗转巴林塘海峡、西菲律宾海

盆及马里亚纳海沟海域，完成相关应用和海试作业
后，顺利返航。

在此航段近60天、5388海里的征程中，“奋斗
者”号共下潜28次，其中7次到达万米深度开展作
业，多个深海“神器”接受万米洗礼，标志着中国在
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把中国深
海科考由“进入”向“探测”继续推进。

下潜作业期间，“奋斗者”号开展了目标搜寻及
地形探测、采集深渊海底样品及搭载装置进行海试
等作业任务，参加海试的多个项目装备也传出捷报。

除载人深潜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外，无人深潜装
备的研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国际上，虽然我们
起步较晚，但在技术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新突
破。比如我们研制的深海着陆器突破万米的下潜
有32次，下潜的次数和频次在国际上都是最高
的。”中科院深海所深海探测技术研究室主任陈俊
说，从应用角度方面，他们也完成了一些原创性工
作，包括单次取得海水样品超过100升，取得全程
低温保存高质量狮子鱼样品，发现一些新物种和一
些生物的最大生存深度记录等。

党建引领，将党旗插在深渊科考现场，是中科
院深海所深海科技不断前进、突破的“法宝”。“团结
协作、砥砺探索、勇敢担当、甘于奉献”的深渊科考
精神，“向深海深渊进军、对科考成果负责”的深渊
科考理念以及“没有单位、只有岗位”的协作精神
……近年来，中科院深海所党委在科学实践中，逐
步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建文化精神体系。

“对平均年龄只有36岁的深海科研骨干人员
来说，这些文化精神起到了凝聚、引导、激励作用，
对构建有理想、有作为的战斗集体，推动中科院深
海所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阳宁说，中科院深海
所科研人员永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加快打
造深海研发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相信未
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深海装备出现在大洋之中，
进行勘探开发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等工作，海洋强
国之梦一定会成为现实。

（本报三亚6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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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科院深海所，科研人员正
在对“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进行检修维护。 （资料图）

中科院深海所钳工、高级技师周皓在该所海洋工程实验室跟同事一起改进科研装置。（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