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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
者)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到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调研，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傅明
先，民盟中央副主席王光谦，省
政协副主席、民盟山东省委会
主委王修林，市委常委、秘书长
于锋参加。

丁仲礼首先来到中国科学院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展厅，认真听
取中国大陆岸线和海湾变化、海
岸带蓝碳储量及黄河三角洲滨海
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科研工作进
展。在海岸带生物资源研究实验
室，丁仲礼与科研人员亲切交谈，
仔细询问海岸带生物资源研究及
成果转化等情况，叮嘱要加强科
研与产业融合，加快构建完备技
术创新体系。

调研期间，丁仲礼召开座谈
会，听取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
研究所工作汇报，对该所和我市
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推动陆海统
筹发展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
指出，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
地，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充分
发挥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
所平台优势，聚焦“黄河”“双碳”

等国家重大战略，紧盯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问题，加强科技创
新、优化科研布局，加快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创造更多优质
科技供给，不断提高海洋保护开
发能力。

傅明先在主持座谈会时表
示，烟台市将依托海工装备、海
洋牧场、海洋文旅等产业优势，
进一步深化院地合作，在陆海统

筹、产业协同、海岸带保护等方
面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充分发
挥烟台海域广阔、海岸岛岸线长
等资源优势，把海洋作为实施

“双碳”战略重要领域，精心筹
备“双碳”国际论坛，加快建设
丁字湾“双碳”智谷，全力创建
长岛国家公园，大力发展海洋碳
汇，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

今天公布
最后一次录取结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峰）今天，省招考院公布最后一次高
考录取结果，包括：普通类、体育类
常规批第3次志愿，艺术类专科批
第 2 次志愿、春季高考专科批第 2
次志愿。

按照投档规则，普通类常规批
第3次志愿在投档时，将考生按分
数（位次）优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
排序，按考生填报的“专业（专业
类）+学校”志愿顺序投档。地方专
项计划、高职院校专项计划等对报
考资格有要求的，投档时须关联具
备资格考生名单。山东省属高校统
一按招生计划1∶1投档。部属及外
省省属高校按其确定的投档比例投
档；未调整投档比例的，按其招生计
划1∶1投档。

体育类常规批第3次志愿投档
时，根据考生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排序，遵循考生志愿，按专业招生计
划1∶1投档，由高校审核录取。

艺术类专科批第2次志愿在投
档时，对填报美术类、文学编导类、书
法类、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主持类统
考专业志愿，成绩合格且达到艺术类
专科文化控制线的考生，依据综合成
绩从高到低排序，遵循考生志愿顺
序，按招生计划1:1投档，由高校审
核录取。其他类别专业，依据文化成
绩从高到低排序，遵循考生志愿顺
序，关联相同或相近本科专业联考或
校考合格证，按招生计划1:1投档，
由高校审核录取。经教育部批准的
专科校考专业，遵循合格考生志愿，
关联专业成绩全部投档，由高校择优
录取。

春季高考专科批第 2次志愿，
与本科批投档办法相同。在各专
业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依据
平行志愿投档规则，按照考生志
愿，分专业类别，按招生计划 1∶1
投档。考生投档成绩及志愿相同
但不能全部投档时，则按位次投
档。春季高考考生位次按以下办
法确定：所有类别均按照总成绩、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语文、数学、
英语的顺序，依次比对成绩，成绩
高者位次在前。考生总成绩及各
单科成绩均相同时，比较考生志愿
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
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专科批先
投高职院校专项计划志愿，再投档
其他计划志愿。

据了解，最后一次高考录取结果
今天12：00以后可以查询。省招考
院以短信方式向已录取考生推送录
取结果，考生也可登录山东省2022
年普通高考录取查询平台（https://
cx.sdzk.cn/）、“爱山东”APP、国家政
务服务平台、“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百度小程序查询本人录取结果。

丁仲礼到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调研

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东北亚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论坛暨2022中国海洋经济论坛将于8月9日至11日在烟台举办。本届论坛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设一个主论坛和五个分论坛，同期举办世界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

据介绍，东北亚地区地方
政府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
是由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
古、俄罗斯等6个国家的84个
省级地方政府组成的国际组
织，先后成立了经济人文、教育
文化、环境、资源、海洋与渔业
等17个专门委员会，是东北亚
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合
作组织之一。

山东省作为联合会正式成
员，于2008年倡议成立了联合
会海洋与渔业专门委员会（以下
简称海专委），并担任海专委协
调员，每两年举办一次活动。为
推动东北亚地区海洋与渔业领

域的交流合作，探讨海洋经济创
新发展的新业态、新路径、新模
式，根据联合会海专委既定例会
安排，经省政府批准，定于2022
年8月9日至11日在烟台举办
东北亚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论坛
暨2022中国海洋经济论坛。

本届论坛由山东省人民政
府、联合会海专委、中国海洋学
会主办，烟台市人民政府、山东
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农业农
村厅、山东省外事办公室、山东
省海洋局、中国海洋大学、哈尔
滨工程大学承办。论坛以“新
动能新空间新发展”为主题，主
要围绕海洋新能源、海洋高端

装备、水产种业暨深远海养殖、
海洋生态经济、海洋金融等进
行交流研讨。

近年来，烟台市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要
更加注重经略海洋的重要指示
要求，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
强，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示
范区，勇当海洋强国、海洋强省
建设的先锋。

此次论坛在烟台举办，对
于推动我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办好
此次论坛，烟台市高度重视，在
省直有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精

心谋划、精细筹备、高效推进，
各项工作已基本就绪。

此次论坛邀请嘉宾规格规
模为历次之最。现已确认参加
主论坛和五个分论坛的演讲嘉
宾共51位，其中，有来自中、俄、
英、韩、挪威、乌克兰等国的7位
院士、5位国际行业顶级专家到
会发表主旨演讲。

在当前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下，我市按照最新疫情防控
要求，克服诸多困难，通过提前
研判、过程追踪、实时监管、严
控规模等措施，周密细致制定
疫情防控方案，会前还将组织
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演练。

本届论坛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设一个主论坛
和五个分论坛，同期举办世界
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

开幕式和主论坛 8月 10
日上午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
办，分为世界海参产业（烟台）
博览会巡馆、开幕式和主题报
告三个阶段。

五个分论坛将于 8月 10
日下午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平

行举办，分别为：水产种业暨深
远海养殖论坛。由中国海洋学
会、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烟
台大学主办，围绕制约水产种
业、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等发
展的瓶颈问题研讨交流。

海 洋 生 态 经 济 发 展 论
坛。由中国海洋学会、中国海
洋大学、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
中心、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
究院主办。主要内容是海岛
保护与开发利用、海洋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与案例、海洋
碳汇等。

海洋金融发展论坛。由中
国海洋学会、中国海洋大学主
办，主要内容是海洋金融创新
中心建设、海洋金融开放与创
新路径、海洋金融发展策略，碳
金融、离岸金融、航运金融、供

应链金融等金融服务。
海洋新能源产业发展论

坛。由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山
东大学主办，主要内容是海上
风电、海上光伏、氢能、海洋能
等新能源发展展望。

海洋高端装备产业发展论
坛。由哈尔滨工程大学、山东
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主办，主
要内容是国内外海工装备发展
现状及趋势。

8月10日至12日，世界海
参产业（烟台）博览会将在烟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烟台是全国重点渔区和
优势水产品主产区。2020
年，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在烟台市成功举办了世界海
参产业（烟台）博览会暨海洋
食材展，并授予烟台市“世界
海参产业博览会永久举办地”
金字招牌。应辽宁、福建等省
的海参主产区强烈要求，经市
政府批准同意，结合本次论
坛，同期举办 2022 世界海参
产业（烟台）博览会，并召开全

国海参主产区产业协作大会。
此次世界海参产业博览

会是由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中国渔业协会主办，烟
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具体
承办。博览会按照“产区概
念+强势品牌+全产业链”定
位，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设立
海参产品直播区、国际海参展
区、国内海参展区、科技成果
展区等四大板块，总展览面积
1.24 万平方米。届时将组织
召开全国海参主产区产业协
作大会，围绕产业协作、技术
创新、种质提升、质量安全等

进行交流研讨，讨论通过由我
市倡议发起的《全国海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烟台宣言》。

此次博览会有以下特点：
层次高。邀请海洋领域院

士、高校及科研院所知名专家，
中国渔业协会、中国水产流通
与加工协会会长、全国县级以
上海参协（商）会会长以及全国
海参类骨干龙头企业负责人等
参加博览会。

规模大。参展单位涵盖日
韩等国际海参主产区和山东、
辽宁等国内主产区。中国渔业
协会海参产业分会、大连海参

商会、瓦房店和兴城海参协会、
威海海参协会、福建霞浦海参
协会等组团参展参会。参展单
位涵盖海参全产业链企业，是
目前中国甚至世界唯一的海参
类专业性展会。

品牌众多。参展产品中有
烟台、大连、威海等地理标志和
区域公用品牌，也有山东安源、
长岛渔丰、青岛老伊家等知名
海参类骨干龙头企业品牌，还
有蓝色海洋“六十里”等“好品
山东”产品品牌。展品全部附
带质量检测报告，无假冒伪劣
产品参展。

东北亚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论坛暨2022中国海洋经济论坛8月9日至
11日将在我市举办——

新动能 新空间 新发展

探讨海洋经济创新发展新路径

世界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10日至12日举办

设一个主论坛和五个分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