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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成立于1963年10月，前身是中国植物

生理学会，2010年3月更名为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现任理事长

陈晓亚，副理事长韩斌、何祖华、宋纯鹏、夏光敏、赵德刚、赵进东，秘书长

唐威华。目前在全国28个省、市及自治区，有地方性的植物生理、植物生物学

学会或专业团体，拥有会员6400余人。下设10个专业委员会、4个分会及3个工

作委员会。主要业务范围涉及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期刊出版、国际合作、人

才举荐、教育培训、科技咨询等。

    学会着重打造品牌学术会议，创建的“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植物代

谢国际会议”、“植物-生物互作国际会议”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已成为具

有鲜明特色的品牌会议。 2017年同期在大连举办的“第四届植物代谢国际会

议”、“第六届植物细胞壁生物学国际会议”和“第十三届萜类化合物代谢、

功能及合成生物学国际会议”，促进了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与融合，为推动世

界植物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会重视科普活动建设,2012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国际植物日”系

列科普活动，六年来累计受众超过100万;由学会女科学家分会发起的“植物生

物学女科学家科普校园行”活动已先后走进贵州大学、新疆农业大学、西藏农

牧学院、贵阳第十八中学、嘉善高级中学等10余所大中小学，为莘莘学子特别

是西部地区的学子奉献了多场精彩的科普盛宴；学会自2014年起连续两年获得

中国科协“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称号。被评为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

单位；2015年，被评为中国科协年鉴优秀组织单位；2016年荣获中国科协统计

调查工作优秀单位。

    学会主办Molecular Plant（分子植物）和《植物生理学报》两种期刊。其中

Molecular Plant，最新影响因子为8.827，连续七年在亚洲同领域期刊中排名第

一，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植物生理学报》获中国科协

精品科技期刊工程“学术质量提升项目”资助。

    学会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2009年学会作为发起者之一成立世界植物

科学理事会(GPC)。2011年学会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植物科学理事会年会，2014年

承办了世界植物科学理事会作物营养强化论坛;与美国植物学家学会(ASPB)签订

会员互认合作协议，促进国内外同行的联系与合作；与日本植物细胞与分子生

物学学会、韩国植物生物技术学会签订合作备忘录，每年轮值主办中日韩三边

植物生物技术研讨会，以增进三国植物生物技术及产业化交流与合作。

学会概况

学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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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

工作委员会

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分会

孢子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水生植物学分会

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分会

教育科普工作委员会

西部开发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

环境生理和营养生理专业委员会

植物激素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细胞与发育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植物成熟衰老专业委员会

植物修复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遗传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光合作用专业委员会

植物生物质与生物能源专业委员会

植物微生物分子互作专业委员会

植物代谢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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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理事长：许智宏

理事长：  陈晓亚

副理事长：  韩　斌、何祖华、宋纯鹏、夏光敏、赵德刚、赵进东

秘书长：  唐威华

副秘书长：  冷　冰（专职）、郑绍建、杨淑华、郁萌萌

常务理事：		陈晓亚、巩志忠、顾红雅、韩　斌、何奕騉、何祖华、黄继荣、 

  黄荣峰、蒋德安、蒋跃明、黎　家、李唯奇、马　红、孟庆伟、 

  沈振国、宋纯鹏、唐克轩、王宁宁、夏光敏、肖浪涛、薛红卫、 

  杨洪全、张建华、张立新、张少英、赵德刚、赵　洁、赵进东

理事：

上　海：陈晓亚、薛红卫、李来庚、何祖华、龚继明、黄继荣、马　红、

        蒯本科、唐克轩、杨洪全、许　玲、姚泉洪、杨仲南、徐通达、

        唐威华、韩　斌

北　京：张立新、顾红雅、曹晓风、种　康、杨淑华、任海云、 黄荣峰、

        刘　栋、何弈騉、白书农、巩志忠

广　东：蒋跃明、田长恩、陆旺金、阳成伟、黄上志、张明永

江　苏：沈振国、章文华、施卫明、杨建昌、卢　山、李　霞

浙　江：杨　玲、蒋德安、郑绍建、朱祝军、朱　诚、王利琳

山　东：夏光敏、孟庆伟、王宝山、杨兴洪、向凤宁

湖　北：赵　洁、邱保胜、刘继红、李家儒、赵进东

天　津：王宁宁、王振英、谢晓东、门淑珍

河　南：宋纯鹏、汤丰收、李明军、原玉香

湖　南：刘选明、彭克勤、肖浪涛、陈良碧

黑龙江：苍　晶、张东向、阎秀峰、李　晶

内蒙古：张少英、陈贵林、斯琴巴特尔

贵　州：赵德刚、龚　宁、江　龙、陈泽辉

云　南：李唯奇、陈穗云、郭丽红

河　北：董金皋、关军锋、汤文强

江　西：程建峰、黄英金、叶子飘

四　川：林宏辉、丁春邦、席德慧

第十一届理事会现任理事

学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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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尉亚辉、郁　飞、佘小平

甘　肃：黎　家、毕玉蓉、魏小红

福　建：朱永官、缪　颖、陶　懿

新　疆：齐曼尤努斯、谢丽琼

安　徽：赵　忠、袁　艺、肖家欣

重　庆：张汉马、王邦俊

山　西：付宝春、李晋川

辽　宁：冯玉龙、李雪梅

海　南：陈惠萍、陈松笔

青　海：王　舰、张怀刚

广　西：何龙飞、刘　灵

吉　林：陈展宇、刘　宝

香　港：张建华

西  藏：钟  扬

宁　夏：许　兴

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冷冰、周丽、郑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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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决议：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制度》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项目管理制度》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财务费用报销管理办法》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服务管理制度》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自律公约》

  筹备成立植物科技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组织建设

第十一届理事会四次会议	2017年10月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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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学会功能性党组织

党委书记：陈晓亚

党委副书记：夏光敏

党委委员：唐威华、蒋德安、赵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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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2017年，学会共主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9场，内容涵盖植物生物学的多个

领域，参会人数达3180人，其中国外参会代表超过400人，有力的推动了国内外

植物科学的发展。

学术交流

会	议 时	间 地	点 规	模

第四届植物代谢国际会议 2017年7月 大连 500人

第六届植物细胞壁生物学国际会议 2017年7月 大连 250人

第十三届萜类化合物的代谢、
功能及合成生物学国际会议

2017年7月 大连 250人

第五届植物—生物互作国际会议 2017年8月 厦门 1300人

镰孢菌与寄主植物互作国际前沿
研讨会

2017年8月 上海 80人

第二届植物开花、衰老与采后
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2017年4月 上海 300人

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分会
第四届学术交流会

2017年6月 新疆 120人

作物光合生理生态国际研讨会 2017年8月 武汉 180人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植物
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研讨会

2017年8月 兰州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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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植物代谢国际会议

第六届植物细胞壁生物学国际会议

第十三届萜类化合物的代谢、功能及合成生物学国际会议

2017年7月16-20日	大连

    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国外代表达230名。

会议共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做了13个大会报告和130个分会报告，遴选出19个优

秀墙报奖；促进了不同领域科学家之间的直接交流与合作，极大地推动中国植

物生物学学科的发展。

注册报到

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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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

墙报交流

墙报评奖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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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

第五届植物—生物互作国际会议

2017年8月17-21日	厦门

    主题：植物-生物互作机制和有害生物生态防控

    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印度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近20个国

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参加了会议，有力的推动我国植物-生物互作机制和有害生

物生态防控研究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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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孢菌与寄主植物互作国际前沿研讨会

2017年8月21-23日		上海

大会合影

报告人风采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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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植物开花、衰老与采后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2017年4月7-9日		上海

			大会合影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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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植物日”大型科普活动

主会场：武汉植物园		主题：植物营养与人类健康

			“国际植物日”启动仪式

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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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植物日”大型科普活动

主会场：武汉植物园		主题：植物营养与人类健康

单位 									主题/内容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营养与人类健康”科普展览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人类健康，植物护航——北大生科国际
植物日系列科普活动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舌尖上的植物——食品营养与健康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青春记忆-讲述华师故事”之
“桂子草木情”校园植物大赏系列活动

湖南农业大学  植物激素与绿色革命

昆明学院  茶文化与茶叶健康知识推广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  植物营养与人类健康

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营养与人类健康

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转基因植物与食品安全

内蒙古师范大学  走进植物世界，使人类更营养更健康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素食的营养搭配科普活动

天津市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走近植物，关注健康

上海市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走进芬芳世界——芳香植物展

“国际植物日”--分会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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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活动掠影--上海科技馆（芳香植物展）

科普活动



16

北京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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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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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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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内蒙古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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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连续举办6年，今年共收到征文超过4000
篇，评选出一、二、三等奖110篇。

全国中小学生《植物科学与人类生活》征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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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贵州大学

科普活动

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科普校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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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新疆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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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贵州地区调研

新疆地区调研

贫困地区营养与健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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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主办中、英文期刊各一本，Molecular Plant（中文名：分子植物）和

《植物生理学报》。

    Molecular Plant（中文名：分子植物）创刊于2008年，最新IF为8.827，在

国际植物科学期刊中排名第五，连续四年排名亚洲第一；

  《植物生理学报》创刊于1951年，原名为《植物生理学通讯》，2011年更

名，现为中国科协精品期刊，植物学类核心期刊。

期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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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建设	

  

推荐评选项目 推荐人次

中国科学院院士 3

中国工程院院士 1

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1

中国青年科技奖 2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1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4

2017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 4

傅向东荣获“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李涛涛荣获“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经费支持（2017-2019）

于峰、张天奇荣获“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经费支持（2016-2018）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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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名誉理事长许智宏院士、副理事长何祖华研究员受邀参加2016年世界植
物科学理事会年会，并对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澳大利亚联邦
科学院（CSIRO）、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及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进行学术交流访问。

    推荐学会会员--唐威华研究员、王幼平教授和
赵懿琛副教授参加第二届中日韩三边生物技术国际
研讨会。

加强同国际植物科学理
事会（GPC）的合作，为
植物科学发展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