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资助经费

（万元）
起止年限 负责人 备注

1
水产养殖藻相调控关键技术研

发

武汉市中易天地物联科

技有限公司
100 2019-09-2022-08 严小军 横向

2
挥发性有机废气催化燃烧催化

剂的研发

浙江和澄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
20 2019-10-2021-10 莫流业 横向

3
人工鱼礁区渔业生物多样性及

资源承载力评价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
30 2019-05-2019-12 张秀梅 横向

4
大泷六线鱼增殖放流效果评估

和跟踪监测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
30 2019-05-2019-12 高天翔 横向

5
《海洋牧场科学采捕技术规

范》制定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
20 2019-05-2019-12 张秀梅 横向

6
固定化微生物膜处理养殖尾水

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示范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 27.7 2019-10-2020-12 张晓林 横向

7
工厂化养殖用高效海水鱼苗种

膨化料的开发
BioMar AS 83.4 2018-04-2021-04 张月星 横向

8
复合银纳米线透明导电薄膜开

发
横向项目 20 2018-05-2021-07 余璇 横向

9
适用于工厂化养殖的高效海水

渔用膨化饲料的开发
BioMar-AS 50 2017-02-2017-12 张月星 横向

10
界牌深水网箱养殖升级改造项

目

苍南县晴海绿养殖专业

合作社
38 2017-11-2019-12 张建设 横向

11
东海区渔业资源动态监测调查

-
东海水产研究所 23.58 2016-01-2017-12 周永东 横向

12

平北黄岩油气田群（一期）开

发工程渔业生态修复增殖放流

服务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

公司
277.33 2016-01-2017-12 周永东 横向

13
2017年浙江省远洋渔业资源常

规监测

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

业局
94.33 2017 丁国芳 横向

14
海捕鱼类和海捕甲壳类风险监

测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65.61 2017 张小军 横向

15
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项目增

殖放流及跟踪监测服务

浙江海港独山港务有限

公司
590.2 2016-10-2019-03 徐汉祥 横向

16

广西液化天然气（LNG）项目

施工期渔业资源补偿服务分子

标志放流效果评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

海水产研究所
80 2016-10-2018-12 高天翔 横向

17

海洋工程项目建设对舟山近岸

海域渔业生态损害的补偿等级

划分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

----舟山群岛新区海洋

海岛保护开发研究会

79.9 2016-01-2017-03 俞存根 横向

18
海口港马村港区建设用海规划

渔业资源现状调查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60 2016-07-2018-2 俞存根 横向

19

海上海新区国际生态旅游及新

能源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附近海

域渔业资源及渔业生产现状初

浙江东海湾新能源有限

公司（嘉兴海上海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55 2016-06-2016-12 俞存根 横向



步分析

21
沿浦湾省级海洋公园总体规划

编制服务采购项目
苍南县海洋与渔业局 50 2016-09-2017-12 水柏年 横向

22
东海区渔业资源动态监测调查

费
东海水产研究所 35 2016-01-2016-12 周永东 横向

23
平北黄岩油气田群（一期）渔

业生态补偿增殖放流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

公司
979.9 2016-01-2016-12 周永东 横向

24
陆丰导管架平台安装海洋环境

监测研究与技术开发
上海交通大学 22.375 2013-12-2016-11 张兆德 横向

25

宁波,舟山港衢山港区鼠浪湖矿

石中转码头工程项目渔业生态

修复实施项目技术服务合同

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146.24 2014 周永东 横向

26

黄岩气田群开发工程项目/黄岩

14,1气田开发项目渔业资源生

态（补偿）修复技术及其相关

服务合同

中石油（中国）有限公

司
350.34 2014-04-2015-04 周永东 横向

27

高效食疗型海洋生物医用制品

的研发及其产业化项目实施方

案协议

浙江海力生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9 2014 丁国芳 横向

28
温州市近海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五年规划编制合同
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44.8 2014 周永东 横向

29
南麂列岛潮间带生物及浅海渔

业资源调查与评价

南麂列岛国家海洋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
103 2013-10-2015-12 俞存根 横向

30
丽水 36,1气田开发项目渔业生

态修复实施项目服务
中石油丽水作业公司 1089 2013-01-2016-01 周永东 横向

31
2013年普陀中街山列岛保护区

建设项目

浙江普陀中街山列岛海

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局
110 2013 王伟定 横向

32

金塘港区木岙集装箱码头一期

工程海洋环境质量与渔业资源

调查与评价

舟山金塘港口开发有限

公司
122.5 2013 郭远明 横向

33

2013年度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渔业资源增殖

放流

东海区渔政局 40 2013 周永东 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