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报



目录

一、学会概况..................................................... 1

二、组织建设  ................................................... 4

三、党建工作  ................................................... 7

四、学术交流  ................................................... 8

五、科普公益................................................... 20

六、期刊发展................................................... 26

七、人才建设................................................... 28

八、决策咨询................................................... 32



2021 年报   |  1

一、学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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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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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余人。下设 10 个专业委员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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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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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累计受

众超过 100 万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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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走进大中小学，为

学子们奉献了多场精彩的科普盛宴；学会多次获得中国科协授予的“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荣誉称号。

      学会主办 Molecular Plant（分子植物）, Plant Communications ( 植物通讯 ) 和《植物生理学报》三种

期刊。其中 Molecular Plant 最新影响因子为 13.164，在植物科学领域 235 本 SCI 期刊中位列前 2%，在同

领域研究类期刊中稳居第二。姊妹刊 Plant Communications  于 2020 年 1 月正式创刊，目前已被 PubMed 

Central/Medline、Scopus 及 ESCI 等数据库收录，正式发表的文章已全部被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收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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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起者之一成立世界植物科学理事会（G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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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三国植物生物技术及产业化交流与合作。    

学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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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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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委员会

植物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分会 水生植物生物学分会 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分会

分会

教育科普工作委员会 西部合作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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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理事长：许智宏

理事长：陈晓亚

副理事长：曹晓风、黄三文、黄英金、夏光敏、赵德刚、朱玉贤

秘书长：唐威华

常务理事：

曹晓风、陈万生、陈晓亚、董金皋、冯玉龙、郭思义、郭   岩、黄继荣、黄荣峰、黄三文、黄英金、黎   家、林宏辉、

林荣呈、刘   宝、罗   杰、唐威华、王宁宁、王   勇、吴建强、夏光敏、肖浪涛、徐通达、薛红卫、杨仲南、

张明永、张少英、章文华、赵德刚、赵   洁、郑丙莲、郑绍建、朱玉贤

理    事： 

上   海：陈万生、陈晓亚、崔晓峰、龚继明、韩   斌、何跃辉、胡永红、黄继荣、刘宏涛、任国栋、唐威华、王二涛、

薛红卫、姚泉洪、晏   军、杨仲南、袁   政、张   鹏、郑丙莲

北   京：曹晓风、傅向东、郭   岩、何奕騉、黄荣峰、林金星、林荣呈、刘   栋、毛   龙、漆小泉、瞿礼嘉、任海云、

王   雷、杨淑华

广　东：陈月琴、郭红卫、黄三文、陆旺金、田长恩、阳成伟、张明永 　　

江　苏：蒋明义、李　霞、卢　山、施卫明、熊　飞、赵　涵、章文华 　　

浙　江：金崇伟、刘建祥、张可伟、郑绍建、朱　诚、朱祝军 　　

山　东：宋　杰、王　勇、夏光敏、向凤宁、杨兴洪、周传恩 　　

湖　北：崔克辉、李家儒、严建兵、杨万年、赵　洁、朱玉贤 　　

天　津：李　磊、栾维江、王宁宁、谢晓东 　　            

河　南：郭思义、李明军、杨路明、原玉香 　　

湖　南：陈良碧、刘选明、王若仲、伍贤进、肖浪涛 　　

黑龙江：苍　晶、李　晶、庞秋颖、张东向 　　

内蒙古：红　雨、李晓东、林晓飞、张少英 　　

贵　州：江　龙、吕立堂、吴沿友、赵德刚、朱速松 　　

云　南：陈穗云、郭丽红、吴建强、余迪求 　　

河　北：董金皋、郭　毅、刘西岗、王冬梅

学会组织架构

第十二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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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程建峰、黄英金、王　东 　　

四　川：杜俊波、林宏辉、汪松虎 　　

陕　西：付爱根、王　存 　　

甘　肃：毕玉蓉、黎　家、杨德龙 　　

福　建：陶　懿、徐通达、许卫锋 　　

新　疆：张道远、张　桦 　　

安　徽：王云生、赵　忠、张　华 　　

重　庆：李正国、王邦俊 　　

山　西：秦雪梅、王兴春 　　

辽　宁：范海延、冯玉龙、郝广友 　　

海　南：罗　杰、王文泉 　　

青　海：王　舰、张怀刚 　　

广　西：李志刚、王任翔 　　

吉　林：刘　宝、徐正一 　　

香　港：夏亦荠 　　

宁　夏：许　兴 

第一届监事会：

        监事长：何祖华

        监一事：李来庚、沈振国、杨洪全

广东省植物生理学会

贵州省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河南省植物生理学会

湖北省植物生理学会        

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

辽宁省植物生理学学会       

青海省植物生理学会

山西省植物生理学会

天津市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广西省植物生理学会

河北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黑龙江省植物生理学会

湖南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江西省植物生理学会

内蒙古植物生理学会

山东省植物生理学会

上海市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浙江省植物生理学会

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

冷   冰、周   丽、郑亚洁

地方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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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第十二届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

2021 年 7 月  视频会议

2021 年杰出成就奖与杰出青年科学家奖线上评审

2021 年全国学术年会筹备情况汇报

2021 年 7 月  现场会议、视频会议

2021 年上半年度工作情况汇报

2021 年下半年度工作计划讨论

2022 年全国学术年会筹备事宜讨论

二、组织建设 

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

第十二届第五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2021 年 12 月  现场会议、视频会议

2021 年度学会工作情况汇报

学会吸纳外籍会员工作汇报

学会制度建设汇报

2022 年学会年会举办地确定

2022 年学会年会学术内容筹备讨论

讨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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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会建设  

     会议以“植物科学与绿色发展”为主题，来自湖北、河南、江西、广东、湖南 5 省植物生理学界的近 400

位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工作者参加会议，为中南 5 省的植物生理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搭建了高水平的学术交

流平台，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助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

第二届中南五省植物生理学会联合学术年会
2021 年 9 月 24-27 日 湖北 恩施

      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

师范大学、天津农学院等单位的共

170 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会。拓

宽了研究生对生命科学的认识，丰富

了学术内容，开阔了视野。

第八届京津冀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生论坛
2021 年 11 月 27 日 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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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上海市植物生物学青年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1 月 21 日  上海

地方学会建设  

      会议主要面向上海市植物生物学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及在读研究生，共邀请 21 位上海市优秀青年学者进行

学术报告，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进展；共有 180 余位青年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评选了科研新星奖、

优秀报告奖和优秀墙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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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党委工作制度》开展工作，发挥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

织保障作用。面向理事会与会员中全体党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思想引领：
理事会部分党员同志参观黎平会议会址，重

温红色记忆。

专题学习：
通过学会网站、微信等宣传平台向全体会员

推送中国科协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专题网页。

党员学习：
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深入贯彻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三、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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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共举办学术会议 13 场，包括综合性的全国学术年会，以及涵盖植物生物逆境、植物代谢、植物生

物互作、生物固氮、光合作用等学科分支领域大会，参会人数超过 85000 人次。

四、学术交流 

会议名称 举办时间 地点 主办方 参会人次

第四届全国植物逆境生物学研讨会 2021 年 5 月 上海
环境生理和营养生理专业委
员会、植物修复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现场参会
1200 人

第二十三届全国生物固氮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6 月 上海 青年工作委员会 现场参会
300 人

第一届全国植物生物学青年博士（后）学术论坛 2021 年 6 月 开封 青年工作委员会 现场参会
200 人

第七届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学术交流会 2021 年 7 月 西宁 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分会 现场参会
250 人

2021 年全国学术年会 2021 年 7 月 昆明 学会秘书处 现场参会
900 人

中国植物园联盟 2021 年植物分类与鉴定培训班 2021 年 7 月 上海 学会秘书处 现场参会
50 人

2021 年分子植物科学国际会议 2021 年 8 月 视频会议 分子植物编辑部 线上参会
3000 人

2021 年海峡两岸植物生物学青年科学家论坛 2021 年 9 月 张掖 青年工作委员会、
教育科普工作委员会

现场 150 人
视频 100 人

2021 全国光合作用与绿色发展学术研讨会暨
中原青年科学家论坛 2021 年 10 月 开封 光合作用专业委员会 现场参会

400 人

第六届植物 - 生物互作国际会议 2021 年 10 月 视频会议 生物互作专业委员会 线上参会
80000 人次

2021 年作物生理生态研讨会暨
光合作用研究技术培训班 2021 年 10 月 上海 光合作用专业委员会 现场参会

150 人

第五届药食同源与植物代谢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0 月 上海
视频会议 植物代谢专业委员会 现场 100 人

视频 50 人

第三届国际独角金内酯大会 2021 年 10 月 北京
视频会议 学会秘书处 现场 200 人

视频 1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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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以“现代农业与生物多样性”为主题，来自国内 200 余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共 800 余名科研人员参

加了会议。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植物天然产物与营养健康、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及其应用、植物细胞与发育的分

子基础、生物质资源与循环农业、植物免疫与病虫抗性、植物逆境和植物营养等主题，结合自己的科研领域作

学术报告；会议期间还颁发了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杰出成就奖、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和卫志明青

年创新奖。

CSPB 2021 年全国学术年会
2021 年 7 月 26-29 日  云南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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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集锦

2021 年杰出成就奖颁奖 2021 年杰出青年科学家奖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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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卫志明青年创新奖颁奖 先正达齐尔顿研究生奖学金颁奖

会议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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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题为 “从逆境感应到应用技术”，来自全国 230 余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1200 余名师生

参加了此次盛会；通过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展示了植物逆境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加强了本领域

学者的相互沟通，也为植物逆境生物学未来的研究带来了启发。

第四届全国植物逆境生物学研讨会
2021 年 5 月 31 日 -6 月 2 日 上海



2021 年报   |  13

      会议主题为 “生物固氮与绿色农业发展”，

来自全国 60 余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300 多名师

生参加了会议；37 位学者围绕豆科植物 - 根瘤菌

识别、根瘤发育及侵染线形成、豆科植物固氮效率、

联合固氮、固氮微生物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固

氮的合成生物学及根际微生物组等方面做了精彩

的报告，与会代表就我国固氮领域的深入发展进

行了广泛的、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第二十三届全国生物固氮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6 月 3-5 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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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学术交流会
20212 年 7 月 19-22 日 青海 西宁

     会议以“植物改良的分子基础与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邀请了国内知名科学家和青年女科学家进行学术

分享，报告主题涉及学术、科普及教学论坛，为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的快速成长及发展搭建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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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蓁叶”论坛 2021 年为首次举办，“蓁叶”取名于《诗经·周南·桃夭》中诗句“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寓意为绿叶繁茂；旨在为国内植物生物学相关领域的优秀博士生 / 博士后，提供一个展示研究成果、探讨学术

前沿和交流科研心得的舞台，帮助青年学者迅速成长，为祖国的植物生物学研究贡献更多的力量。来自国内

30 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和青年博士生 / 博士后及研究生代表 300 余人参加论坛。

2021 年全国植物生物学青年博士（后）学术论坛 --“蓁叶”论坛
2021 年 6 月 26-28 日  河南 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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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以“光合作用与绿色发展”为主题，围绕光合作用研究的前沿进展，

包括“光合膜复合物结构、功能及人工模拟”“光合膜复合物生成及动

态调节”“光合碳代谢及调控”“光合环境调节及作物高光效”等议题，

进行了 40 余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共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相关领

域的近 400 名代表参加，加强了我国光合作用与绿色发展科研人员的交

流与合作，更好地引导和推动青年科学家在相关科学领域的研究和进展。

2021 全国光合作用与绿色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原青年科学家论坛
2021 年 10 月 8-11 日 河南 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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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作物生理生态研讨会暨光合作用研究技术培训班
2021 年 10 月 22-27 日 上海

      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位科研人员参加了培训，会议为专家学者交换学术思想、探讨研究经验、学习光合

作用研究关键技术提供重要平台，助力我国光合作用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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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

2021 年分子植物科学国际会议
2021 年 8 月 4-7 日  线上会议

第六届植物 - 生物互作国际会议
2021 年 10 月 9-11 日 线上会议

第五届药食同源与植物代谢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 年 10 月 30-31 日 

现场会议 + 线上会议

第三届国际独脚金内酯大会
2021 年 10 月 19-21 日

现场会议 + 线上会议

2021 海峡两岸植物生物学
青年科学家论坛

2021 年 9 月 28-10 月 1 日

现场会议 + 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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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 -- 枫林讲堂

Mplant 在线讲座 /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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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国际植物日”科普活动共有 10 家单位参与，举办了专题讲座、科普展览、植

物认知活动、科学探索活动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累计受众超过 2 万人。

活动单位 主题

贵州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主会场） 探秘山地植物，领略神奇自然

广西师范大学  热爱植物，健康生活

 湖南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热爱植物，健康生活

 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  特色水稻与品质生活

 南京农业大学 热爱植物健康生活

山东农业大学  热爱植物，健康生活

 上海师范大学 植物的前世与今生

 天津市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热爱生活中有生命的植物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奇妙的生态世界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认识和保护荒漠里的植物明星

五、科普公益

国际植物日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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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贵州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主一题：探秘山地植物，领略神奇自然

国际植物日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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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物日各地科普活动剪影

上海师范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湖南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

 天津市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山东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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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获奖人：徐一婷  作品题目：简约的秩序

二等奖  获奖人：宋家兴  作品题目：神奇的染色体

  获奖人：樊亚伟  作品题目：窥探单细胞的秘密

  获奖人：徐一飞  作品题目：铁皮石斛的眼和色

三等奖  获奖人：姜博俊  作品题目：榆叶梅花

  获奖人：黄议锋  作品题目：一颗稻谷的世界

  获奖人：周文焜  作品题目：根 vs 根结线虫

  获奖人：张春雨  作品题目：童话世界

  获奖人：袁婷露  作品题目：有丝分裂转为减数分裂的玉米胞原细胞

优秀奖  获奖人：廖雅兰  作品题目：冰川等 组图

  获奖人：陈小龙  作品题目：水稻幼穗分化

  获奖人：赵雨林  作品题目：它们的宝石

  获奖人：徐显阳  作品题目：羊草

  获奖人：阮彦楠  作品题目：植物根组织切片

  获奖人：崔玉晓  作品题目：粪便中的耐药菌入侵植物

植物生物学显微摄影大赛

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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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科普校园行

      2021 年先后走进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贵州师范

大学、凯里学院、江西农

业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

鼓励学子要有坚持梦想的

坚韧品格和不畏艰险、勇

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

神，勇于投身科学研究，

增强他们追求科学事业的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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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师范大学召开院士科普报告会，并前往镇远、黎平和从江开展进村进企业实地考察，

为贵州省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院士专家校园行暨贵州乡村振兴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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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ecular Plant SCI 影响因子再创新高，突破 13 分，上升为 13.164，最新的 5 年影响因子上升为

16.357，在植物科学领域 235 本 SCI 期刊中位列前 2%，在同领域研究类期刊中稳居第二。

https://www.cell.com/molecular-plant

      Plant Communications 于 2020 年 1 月创刊，已在线发表 120 余篇论文，其中国外论文约占 50%，已

经被PubMed/Medline、Scopus 和ESCI 等重要数据库收录，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

https://www.cell.com/plant-communications

六、期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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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生理学报》入选 2020 年版（第 9 版）中文核心期刊，连续第 9 次获得该荣誉；获得 2021—2022

年度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期刊荣誉；在最新一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板)自然科学卷》中，

核心影响因子达到 1.230 分，排名植物学类中文核心期刊第 3 位；在最新一卷《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 自

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中，复合 5 年影响因子达到 2.007 分，在 94 种生物学类中外文期刊中排名第 8 位。

• 庞志强 , 余迪求 (2020). 干旱胁迫下的植物根系 - 微生物互作体系及其应用 . 植物生理学报 , 56 (2): 109–126 

( 综述 ) 禹坷 , 王孝林 , 张学斌 , 王二涛 (2020). 植物根系与益生菌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 . 植物生理学报 , 56 (11): 

2275–2287 ( 综述 )

• 宋奇娉 , 刘洋 , CHEN Tony Huihuang, 杨兴洪 (2020). 异源表达马铃薯 StCBF1 与 StCBF4 基因提高拟南芥

的耐盐性 . 植物生理学报 , 56 (3): 389–398 ( 研究报告 )

• 方志刚 , 胡朝阳 , 蔡庆生 (2020). 两个多花黑麦草品种对镉胁迫的生理响应及其镉耐性差异 . 植物生理学报 , 

56 (5): 1033–1042 ( 研究报告 )

• 唐钰莹 , 刘阳轩 , 潘婷 , 魏明 , 马欣荣 , 汪松虎 (2020). 叶绿体蛋白 CV 调节质体逆向信号的研究 . 植物生理学

报 , 56 (7): 1553–1560 ( 研究报告 )

• 赵冬生 , 丁蔼秋 , 封功能 , 崔覃 , 张昌泉 , 刘巧泉 (2020). 一个受温度调控的水稻穗发育突变体 . 植物生理学报 , 

56 (10): 2149–2158 ( 研究报告 )

第六届《植物生理学报》优秀论文奖

https://www.plant-physi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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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推荐候选人 2 人

中国科协“十大”代表 / 委员入选  1 人

2020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入选项目 1 项

第六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获得资助 1 人

第七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荐 2 人

2021 年度 “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推荐项目 5 项

全国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对象推荐 1 项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唐威华 研究员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七、人才建设

省部级奖项——推荐项目

•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董文涛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第六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2020-2022 年度被托举人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提高“绿色革命”作物品种氮肥利用效率的新机制

• 2020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主要负责人：傅向东 研究员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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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获四川大学学士学位，1987 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硕士，

1994 年普度大学园艺系博士。1997-2004 先后任堪萨斯州立大学植物

病理系助教授、副教授，2004-2012 先后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资深研究员，2012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

      长期从事植物免疫和病原微生物致病机理研究并持续取得突破，是

植物与病原微生物互作前沿领域最重要的团队之一。在 Cell 、Science 

、Nature、 Annual Review of Plant Biology 、Cell Host Microbe 、

Cell Research 、Molecular Cell  等期刊发表一系列高水平论文。2019

年发现了植物抗病小体并完成了结构和功能分析，2021 年进一步揭示了

抗病小体的离子通道功能，是植物免疫研究的里程碑事件，填补了 25

年来对植物抗病蛋白认知的巨大空白，为研究其它抗病蛋白提供了范本。

      1982 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1995 年获日本京都大学农学

博士学位。1999 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000 年回国工作，历任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长期从事水稻优异基因挖掘和分子育种研究，在国内较早提出和初

步实践了作物分子设计育种。先后主持国家 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多项重大课题。在水稻籼粳交杂种优势利用基础研究、品质优异基

因挖掘、抗病虫新基因挖掘和优质高产多抗粳稻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取

得 重 要 进 展。 在 Science、Nature、Nature Biotechn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Nature Plant、Molecular Plant、Developmental 

Cell、PNAS、 Plant Cell 等刊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专著 3 部。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

进步奖各 1 项。201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枫林植物科技发展基金会支持

CSPB 杰出成就奖

学会设奖

上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独家资助  

      授予近 10 年在植物生物学领域内取得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促进

我国植物生物学发展的一线科研工作者。须为学会会员，主要工作须

在国内完成。

万建民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

周俭民 研究员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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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大学学士，中国农业大学博士，2007-2011 康奈尔大学博士后，

2011 年底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优秀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田丰教授主要从事玉米驯化与适应的分子遗传学及野生种质资源优良等

位基因的发掘与利用研究。田丰教授团队系统解析了玉米开花期、株型等重

要性状的分子遗传基础，克隆了调控玉米开花期的关键基因并阐释了玉米从

热带起源地散布到高纬度温带地区的多基因进化机制，从野生种大刍草中克

隆了改良玉米株型、密植增产的关键基因，建立了玉米紧凑株型的分子调

控网络。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ce、PNAS、Current Biology、 Plant 

Cell、Molecular Plant 等知名期刊。

      山东大学学士，中科院上海生化细胞研究所博士。2008-2010 在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 年回国任中科院上海植生生态所

研究员。上海市青年优秀学术带头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

秀青年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张鹏研究员主要开展植物重要生理过程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对

植物体中重要的跨膜转运蛋白和跨膜信号传递蛋白进行结构与机理研究，

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获得了植物蓝光受体 CRY 活性状态的三维结构，

揭示了 CRY 光激活的分子机制（Nat Struct Mol Biol,  2020），为遗传学

光控开关的设计奠定了重要基础；揭示了蓝藻 CO2 浓缩系统 HCO3 - 跨膜

转运的分子机制（Nat Plants, 2019; PNAS, 2021），为利用这一系统提

升植物光合效率奠定了基础；解析了拟南芥磷脂酶 D 的三维结构和活性调

控的机制，并设计了新型抑制剂（Cell Res, 2020），对植物抗旱和动物疾

病治疗的分子设计具有指导意义；揭示了植物与微生物中保守存在的 ECF

转运蛋白跨膜转运维生素 B 的分子机理（Nature, 2013；PNAS, 2014; 

Nat Commun, 2015；Cell Res, 2017），发现了 ABC 转运蛋白跨膜转运的一种新机制。

上海枫林植物科技发展基金会支持
浙江和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独家资助

CSPB 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学会设奖
      授予在植物科学研究领域有突出成就和重要贡献的青

年学者。须为学会会员，在国内工作已满 3 年，年龄在 42

周岁以下。

田丰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张鹏 研究员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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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志明青年创新奖

      为纪念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卫志明研究员，发扬卫先生踏实创新的治学精神，激励和促进植物生物学青

年科研工作者扎实做事、潜心研究、创新发展，自 2018 年设立“卫志明青年创新奖”。候选人需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从事植物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或开发应用研究，男性候选人不超过 42 周岁，女性候选人不超过 45

周岁。

上海枫林植物科技发展基金会支持
上海皓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独家资助

常一芳  复旦大学

蒋才富  中国农业大学

孟祥宗  上海师范大学

王文达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于　峰  湖南大学

翟继先  南方科技大学

获奖人：

优秀女青年奖

李晶莹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李一娟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李宇歌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刘宇婷  华南农业大学

苏珍霞  福建农林大学

王一冰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袁婷婷  武汉大学

张凡凡  北京师范大学

张明月  山东农业大学

张玉婵  中山大学

* 文雪静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 标注为西部地区名额

获奖者名单：

先正达齐尔顿研究生奖学金

陈汉臣  华中农业大学

褚晓茜  山东大学

高锦鹏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靳一帅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蔺一祯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刘博欣  中国农业大学

刘一晨  华东师范大学

刘文文  北京大学

马一斌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唐一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王梅月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魏一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翟华伟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张霖霖  浙江大学

周明健  南京农业大学

获奖者名单：

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独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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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决策咨询

中国科协重大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难题推荐

中国科协十大代表 2021 年调研课题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与生物种业发展》

《可持续高效农业系统下保障生物多样性的挑战与建议》

负责人：中国科协十大代表  王二涛  研究员

负责人：中国科协十大代表  唐威华  研究员

储藏根和块茎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张鹏 研究员、黄三文 研究员

如何提高重要农作物的抗旱节水性？
作者：夏光敏  教授

植物根系细胞如何感知土壤中离子浓度的变化并及时作出响应？
作者：郑绍建  教授

      推荐 2021 年中国科协重大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难题 3 项，旨在研判植物生物学未来发展趋势、布局前沿

发展方向、立足“四个面向”，为科技事业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推荐项目：



2022 年 6 月  福建 福州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
2022 年全国学术年会



2022















2023



入会流程：

方式一：扫描下方“会员注册”二维码， 开始“注册登录”，在线注册并提交；  

方式二：进入学会网站：http:// www.cspb.org.cn，点击“注册登录”，在线注册并提交。

欢迎加入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一起探索植物生命活动的奥秘！

微信 会员注册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300 号 3 号楼 209 室

网址：www.cspb.org.cn

邮箱：cspb@cemps.ac.cn

电话：021-54922859、54920737、54922857

传真：021-54922859

邮编：200032

免费订阅学会电子
简讯和期刊电子刊，
优先享受与《分子
植物》编委会议

交流平台

加入植物生理与植
物分子生物学领域
研究者组成的大家
庭，助力科研提高

与学术成长

参加学会组织举
办的学术会议，
享受会议注册费
优惠、减免或

旅费资助

参加美国植物生
物学家学会年会
享受会员注册费

优惠

参加学会各类奖项
评选，申报国家级

科技奖励

优先推荐参加
学会组织的国
际交流活动

优先参加我会组
织的学术交流、
继续教育和培训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