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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会概况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是植物生物学工作者和有关单位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

利性社会组织，是党联系植物生物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植物

生物学科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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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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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是推进植物生

物学与植物生物技术的研究、教育与普及。

学会着重打造品牌学术会议，创建的“全国学术年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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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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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为莘莘学子奉献了多场

精彩的科普盛宴；学会多次获得中国科协“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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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因子突破 20 分大关，上升为 21.949，跃居植物科学研究类期刊全球第一；姊妹刊

Plant Communications 于 2020 年 1 月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创刊，首个 SCI 影响因子为 8.625，位居植物科

学研究类期刊全球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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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 “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2020~2023)、中国科学引文库 (CSCD) 核心期刊，(2021~2022) 核心影

响因子 (1.329)，位居中文植物学期刊前三，复合 5 年影响因子 (2.15) 在 93 种中外文生物学期刊中排名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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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进三国植物生物技术及产业化交流与合作。

学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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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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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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

冷   冰、周   丽、郑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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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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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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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

教育科普工作委员会

标准工作委员会（筹）

西部合作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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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学会（1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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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6 日  现场会议 + 视频会议

评选学会 2022 年度优秀科技人才

（终身贡献科学家、杰出成就科学家、杰出青年科学家）

2022 年全国学术年会筹备事宜

2022 年 9 月 28 日   现场会议 + 视频会议

2022 年学会工作情况汇报

下半年学会学术会议安排

2023 年学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全国学术年会筹备事宜

二、组织建设 

第十二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

第十二届第四次理事扩大会议

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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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二十大，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邀请党的十九大代表、福建农林大学廖红教

授做思想和学术报告，激励广大青年学生自

觉肩负起时代重任，把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

家事业，为中国的植物科学事业贡献力量。

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
学会秘书处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举旗

定向凝心聚魂，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目标勇毅前行。

学党章，做合格党员：
学会秘书处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正案）》，深刻领会党章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章中，夯实学会

党组织建设基础。

三、党建工作 

     以《2022 年中国科协学会党建工作要点》为指引，以迎接宣传党的二十大为主线，深入落实“党建

强会计划”，强化学会功能性党委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功能，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

于建设科技强国的伟大实践，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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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共举办线下学术会议 4 场，线上学术会议 / 报告 40 余场，搭建了线上线下相融合多方位的学术交

流平台，参会人数超过 1 万人次。

四、学术交流 

     会议以“双碳目标下的植物生物学”为主题，邀请了 9 位大会特邀报告人和 86 位知名专家和青年学者作

学术报告，来自全国 150 余家单位的近 800 名代表和 30 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了现场会议，1100 余名代表参加

了线上会议。

品牌会议 --CSPB2022 年全国学术年会
2022 年 9 月 27-30 日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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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集锦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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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以“植物生物技术与生物资源利用”为主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杨维才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朱健康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曹晓风研究员和近 30 位植物生物学领域著名女科学家分享了精彩纷呈的大会报告，来自全国 70

余个院校和科研院所的 150 余位女科学家代表参会交流。

第八届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学术交流会
2022 年 8 月 11-13 日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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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针对开花、果实成熟、采后的后熟与品质退化进程等前沿科学问题和最新进

展进行了深入交流，为与会者搭建平等交流与积极合作的平台，为领域后备人才的培育与发展提供机会，是国

内植物生物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与传承性的学术交流活动。

第四届全国植物开花衰老与采后生物学大会
 2022 年 11 月 4-7 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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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磁生物学与磁医学大会  
2022 年 10 月 14-17 日 安吉 

      会议以“磁生物学与健康”为主题，邀请了 30 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磁信号感知与信号转导、磁

生物学效应与机制、磁医学与磁场安全、交叉科学以及磁性纳米技术与应用等 6 个专题展开了多方位的跨学科

交流，吸引了近 200 位专家学者、院校师生以及企业代表现场参会，会议期间深入交流讨论了该领域目前的

研究困境、学术前景、学科成果转移转化及科技创新成果民用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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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

CEPAMS 中英中药代谢会议
     2022 年 1 月 CEPAMS 中英中药代谢会议成功在线

召开，来自中国和英国的 80 余位科学家和学生出席了

会议，围绕药用植物次生代谢和天然产物合成进行了交

流讨论。

植物与细胞发育前沿论坛

     2022 年共举办 5 期植物与细胞发育前沿论坛，

该论坛由细胞与发育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累计参

会人次近 5000 人。

“殷宏章论坛” 系列讲座
        自 2022 年 1 月起，每月举办一期“殷宏

章论坛”线上会议，免费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开

放，累计参会人数超过 1000 人。

Mplant 研讨会 / 在线讲座

     2022 年共举办 20 余场 Mplant 研讨会 /

在线讲座，极大的促进了植物生物学前沿科学

进展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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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南五省植物生理学会联合学术年会

2022 年 12 月 17-18 日 新乡

地方学会学术交流  

     会议以“植物生理与粮食安全”为主题，来自湖北、河南、江西、广东、湖南 5 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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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交流与合

作，助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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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地方式同步进行，与会代表就报告内容、科研思路、研究手段、分支学科发展方

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有效地推动了上海市植物生物学领域青年人才的交流与合作，累计参会人数超过

1000 人次。

第十五届上海市植物生物学青年学术研讨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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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普公益

品牌活动 - 国际植物日    主题 ：植物与碳汇

曲靖师范学院 湖南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南京农业大学

中科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山东农业大学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贵州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天津市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2022 年全国范围内共有 9 家单位举办了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国际植物日系列科普活动，受众人数超过 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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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活动 - 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科普校园行

     2022 年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分会走进东北农业大学和黑龙江省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巾帼大讲堂，向青年学子

们分享了她们科研路上的机遇与挑战、坚持与热爱、成功与梦想，向青少年传播科学精神，鼓励他们树立科学

偶像和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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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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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 南京农业大学

• 曲靖师范学院

• 山东农业大学

• 天津市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 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2022 年度 CSPB 科普活动优秀个人

• 柏一旭 曲靖师范学院

• 高一姗 山东农业大学

• 康晓珊  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 李一磊 南开大学

• 陆明洋 贵州省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 彭丽芳 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 苏一益 湖南省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 谭如冰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 王一哲 南京农业大学

2022 年度 CSPB 优秀科普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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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刊建设

Molecular Plant 分子植物

• SCI 影响因子突破 20 分大关，上升为 21.949，跃居植物科学研究类期刊全球第一；

• 获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A 类资助和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项目资助；

• 已成为植物科学领域顶尖期刊之一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https://www.cell.com/molecular-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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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r. Yang Bai

Institute of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2 Dr. Pierre-Marc Delaux

LRSV,  Cent re  Nat iona 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France

法国国家科学院植物科学研究实验室

3 Dr. Xiaoqi Feng

John Innes Centre, UK 

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

4 Dr. Yangnan G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5 Dr. Rosa Lozano-Duran

 University of Tubingen, Germany

 德国图宾根大学

Plant Communications 植物通讯

• 首个 SCI 影响因子为 8.625，位居植物科学研究类期刊全球第七 ;

• 被 PubMed、Scopus 和 SCIE 等重要数据库收录，2021 年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

2022 年度植物科学“新星”全球评选—获奖人



20  |  2022 年报

• 荣获 2021 年“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 (WJCI) 报告”收录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

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

• 继续保持中文核心期刊 (2020~2023)、中国科学引文库 (CSCD) 核心期刊 (2021~2022)；

• 核心影响因子 (1.329) 位居中文植物学期刊前三、复合 5 年影响因子 (2.15) 在 93 种中外文生物学期刊中

排名第 8。

• 彭凯轩 , 章薇 , 朱晓仙 , 张可伟 (2021). 细胞分裂素延缓叶片衰老的机制研究进展 . 植物生理学报 , 57 (1): 

12–18 ( 综述 )

• 徐金龙, 张文静, 向凤宁(2021). 植物盐胁迫诱导启动子及其顺式作用元件研究进展. 植物生理学报, 57 (4): 

759–766 ( 综述 )

• 杨成坤 , 彭文丽 , 岳晓琦 , 廖海枝 , 张月 , 马武强 (2021). 杧果 RAV 基因家族全基因组鉴定及表达分析 . 植

物生理学报 , 57 (4): 862–878 ( 研究报告 )

• 常翠翠 , 张东升 , 郝兴宇 , 宗毓铮 , 高志强 (2021). CO2 浓度与温度升高对冬小麦叶片光合与快速叶绿素荧

光特征的影响 . 植物生理学报 , 57 (4): 919–928 ( 研究报告 )

• 王艺璇 , 孟庆伟 , 马娜娜 (2021). 番茄低温响应 WRKY 转录因子的鉴定和分析 . 植物生理学报 , 57 (6): 

1349–1362 ( 研究报告 )

• 张文武 , 张宽朝 , 徐晓宇 , 蔡永萍 , 金青 (2021). 青藏高原薰衣草不同花期及不同组织部位精油的代谢组学

分析 . 植物生理学报 , 57 (12): 2310–2322 ( 研究报告 )

第七届《植物生理学报》优秀论文奖

https://www.plant-physiology.com

植物生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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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推荐 2 人，获奖 2 人

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推荐 2 人，获奖 1 人

第十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推荐 2 人

2021 年未来女科学家计划推荐 2 人

第七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推荐 2 人，获奖 2 人

第八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荐 3 人，获奖 2 人

2022 年度 “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推荐项目 5 项

王佳伟 研究员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陈学伟 教一授   四川农业大学

七、人才发展

省部级奖项——推荐项目

• 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徐通达 教一授   福建农林大学

• 第十五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第七届被托举人：

•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黄永财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吕默含    北京大学

石进彩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王继纵   北京大学

第八届被托举人：

获奖项目

获奖人：

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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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生理学家。1927 年 12 月生，浙江杭州人。1951 年毕业于

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植物

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原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第四

届、第六届理事长。

       主要从事光合作用能量转化机制及其调节控制的研究。1950 年代

进行植物体内碳水化合物转化的研究，证明 β －淀粉酶可通过迅速分

解引子淀粉而影响磷酸化酶合成淀粉的能力，否定了国外文献中认为有

直接抑制作用的观点；1960 年代开展光合作用机理的研究工作，发现

了光合磷酸化过程中高能中间态的存在，提出高能中间态有多种存在形

式及耦联因子的变构不同会影响高能中间态的散失和耦联效率；其后又

进一步研究能量转化功能与膜结构的关系，光合机构的运转及其调控

等。

        工作严谨，思想创新，有近百篇论文被 SCI 收录；出版《光合作

用 - 从机理到农业》（1978 年）、《动态光合作用》（1998）及《地

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 - 光合作用》（2000）等多部著作；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 次、

三等奖 1 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卓越人才，对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终身贡献科学家

学会设奖——CSPB 优秀科技人才

天亿未来生态城（厦门）有限公司独家资助  

授予授予在植物生物学学科发展、科学研究、教育普及、人才培养等方

面取得重大成就、贡献巨大的中国科技工作者。须为学会会员，候选人

年龄原则上在 70 周岁以上。

沈允钢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

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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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95 年获中国农业科学院遗传育种博士

学位。现任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

    长期从事作物种质遗传资源学研究，将遗传资源开发利用与现代生

物技术相结合，在水稻遗传种质资源发掘创新、重要农艺性状解析及分

子育种等领域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通过对产量、品质、抗性等重要

农艺性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同时发展相应的分子标记开展分子标记

辅助选育，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为

我国水稻生物学领跑国际前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Nature Genetics、

Nature Communications、Nature Plants 等刊物发表论文 330 余篇，

主持育成品种 10 个并在生产上推广应用。获国家自然科学一、二等奖

各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2019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1 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90 年获西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

学位。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长期从事小麦重大病害发生规律与防控技术研究工作。揭示了小麦条

锈菌致病性变异途径与机理，明确了我国“条锈菌越夏易变区”的形成原

因，构建了小麦条锈病综合治理技术体系，使我国小麦条锈病得到有效控

制。发现了赤霉菌在小麦穗部的侵染方式与扩展途径，确定了病害防控的

关键时期，创建的小麦赤霉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在我国主产麦区应用推广，

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在 Cell、Molecular Plant、Plant Cell 等刊物发表

论文 400 余篇，出版著作与教材 15 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

各 1 项。201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杰出成就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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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振生 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钱前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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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6 年先后在德国科隆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

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16 年至今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 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白洋研究员在植物与根系微生物组互作领域开展了系统深入研究，做出

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学术影响的开创性贡献。发现了水稻协同根系微生物利

用土壤氮元素，揭示了拟南芥三萜化合物选择性调控根系微生物组的规律，

发现了高效抗小麦赤霉病的生防菌株，建立植物根系微生物的高通量分离

培养和功能研究体系。在 Science、Nature、Nature Biotechnology 等国

际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为利用有益微生物，减少化肥和

农药施用，促进植物健康，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技术支撑。入选中组部青年

千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万人计划。

      2009-2014 美国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博士后，2014-2019 任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物学逆境中心研究员，2019 年至今任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杜嘉木教授主要研究植物表观遗传调控相关的分子作用机制，在国际上

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以生物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研究方法融入植物表观遗传

调控研究的创新思路和学术定位。在 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转录因子

等领域开展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在 Science、Nature Genetics 等国

际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这些工作不仅阐述了植物重要生物

学过程背后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更为发现新的表观遗传调控现象并阐释其

普遍机制做出了突出贡献，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广泛的科学价值及影响力。

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项目首席科学家；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上海枫林植物科技发展基金会支持
和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独家资助

杰出青年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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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洋 研究员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杜嘉木  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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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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超  华东师范大学

林文慧  上海交通大学

鲁一非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杨东雷  南京农业大学

赵一杨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钟上威  北京大学

2022 年获奖人：

光生物学杰出贡献奖

福建省中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资助

       为全方位推进光生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将光生物产业化研究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服

务于国家重大需求，激励和促进我国植物光生

物学的产业化研究、创新发展，设立光生物学

杰出贡献奖。候选人需在植物光生物学研究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具有原始创新成果或在植物

光生物学领域重大项目产业化上具有突破性成

果，科研成果国内领先或达到国际水平。

李继刚

中国农业大学

2022 年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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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一声  北京大学

姜苏育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尹一昕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龙艳萍  南方科技大学

陈一颖  中国水稻研究所

郭美娜  北京林业大学

朱思睿  湖南大学

邓一娴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芦思佳  广州大学

杨晴晴  扬州大学

陈一倩  中国农业大学

杜艳芳  山东农业大学

田晓杰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2 年获奖人：

陈培蕊  厦门大学

董陈松  安徽大学

冯一慧  南京农业大学

高维维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雷一震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李文昊  北京大学

李宇翔  中国农业科学院

林德行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彭一顺  上海师范大学

王一倩  南方科技大学

王天婧  东北师范大学

吴东亚  浙江大学

徐一畅  南开大学

杨一晗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叶佳园  浙江大学

2022 年获奖人：

优秀女青年奖
      依托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学术交流会开展优秀女青年表彰活动，表彰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取得创新研究成果的青年女性学者（非独立 PI, 不限国籍），

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每年获奖人数一般为 10 人。

      为了更好地激发和支持中国优秀学生参与植物科学领域的研究，

促进农业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先正达于 2021 年在学会同步设立“先

正 达 齐 尔 顿 研 究 生 奖 学 金（Syngenta Mary-Dell Chilton Graduate 

Scholarship）”( 以下简称：先正达奖学金 )，以奖励科研潜力突出且品

学兼优的在校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先正达齐尔顿研究生奖学金

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独家资助





纪念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成立 60 周年主题征集活动通知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成立于 1963 年，原名中国植物生理学会，2010 年为适应学科发展趋
势，经主管单位批准更为现名。学会从最初的 27 位理事，425 名会员，9 个专业组，发展成为现今 135 位理事，
近 7000 名会员，16 个分支机构。近 60 年的蓬勃发展，凝聚着主管单位与挂靠单位、学会历届理事会与秘书处、
全体会员的智慧与心血。在学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历史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学会从小到大、从单一到综合的发
展过程，是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

2023 年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将迎来 60 华诞。为了组织开展好学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全
面回顾与展示 60 年的成长历程、精神风貌和突出成就，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归属感、荣誉感，学会发起《纪
念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成立 60 周年》主题征集活动，欢迎广大会员和全国生命科学学院（系）、
有关企事业单位的相关个人积极参与。

一、征集主题

以“纪念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成立 60 周年”为主题，征集见证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
学学会 60 年发展中重要活动和事件的文章、图片、诗歌或散文。

二、征集内容

征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学会历任理事有关学会工作的感想或个人回忆录；

2. 学会会员参与学会相关活动的文字介绍和图片、视频资料，讲述自己或所在科研团队的成长故事及经历感悟；

3. 讲述参加学会活动中遇到的记忆深刻的有意义、有乐趣的故事；

4.  为纪念学会成立 60 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或诗歌、散文；

5.  追忆学会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或事件等；

6.  畅谈对于学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与建议。

三、征集要求

1. 投稿作品必须为本人原创，主题突出、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具体；

2. 征文作品题目自拟，文体不限，字数在 2000 字以内；

3. 为使作品更加形象生动，欢迎附上相关图片或音像资料。

四、投稿要求

1. 征文稿件请以 word 电子版格式统一发送至学会秘书处。

2. 稿件上需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在学会现任或曾任职务（如有）及联系方式。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3. 截稿时间：2023 年 2 月 20 日。

 经审阅合格的投稿内容将在学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册上展示，同时刊登在学会网站、大会网站、以及学会官方
微信号，并择优推荐给其他相关新闻媒体上发表。

文章被收录的作者可获得学会精美礼品一份。

联系人：周丽

联系电话：02154920737

联系邮箱：lizhou@cemps.ac.cn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300 号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注册和重新登记通知

      为庆祝学会成立 60 周年，进一步全面整合和凝聚学会资源，确保现有会员信息的真实、准确、有效，提

升学会会员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我学会决定开展个人会员重新登记和发展新会员工作，并实行会员费

限时减免活动。

一、会员重新登记

1、学会网站登录地址：https://www.cspb.org.cn/login.html。

2、已注册会员可使用会员号 / 注册手机 / 注册邮箱和会员密码登录，如忘记用户名或密码，请点击忘记密码

输入您的电子邮箱找回。

3、登录后请核对并完善个人信息，并在“拟加入分会”选项处至少选择加入一个学会下属专业分会，信息完

善后请点击“提交”。

4、个人信息完善提交后，无需缴纳会员费，2023 年会员费将自动减免。

二、新会员注册

1、学会网站注册地址：https://www.cspb.org.cn/login.html，请使用手机号或邮箱进行注册，填写个人信

息后请点击“提交”。

2、个人信息提交后，无需缴纳会员费，2023 年会员费将自动减免。

三、会员费优惠范围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注册或重新登记的会员免收 2023 年当年会员费，会员费有效期自动更新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未登录网站注册或未进行重新登记的会员不享受会员费减免，会员费优惠日期：2023 年 1 月 1 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

如您在会员登记及注册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学会秘书处 yjzheng@cemps.ac.cn。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欢迎您的加入！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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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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