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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寄语

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在历届理事长的主持及历届常务理

事、理事和各分支机构扶着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会已经走过了三十五个春夏秋冬，并在国内外学术

交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促进学科进步与发展等多个方面都

取得了累累硕果。在此要特别感谢广大会员、各位理事及理事

会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很荣幸能在2014年的第十一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的理事长。

在过去的一年里，学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在学

术交流方面，学会不仅在福建厦门成功地举办了2014年全国学

术会议，吸引了全国各地包括欧洲、美国等的223个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的200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各分支机构也纷纷

发挥各自优势，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20余次。在科学

普及和继续教育方面，学会及各分支机构组织了各种别开生面

的科普宣传活动和继续教育培训班。在组织建设方面，学会顺

利地完成了第十一届理事会的筹建和选举工作，成功地举办了

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议和首次分支机构负责人会议。很多分支

机构也完成了新一届理事会的选举工作。在期刊建设方面，由

学会主办的《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和《生命的化学》

的各项工作稳步进行。在人才推荐方面，学会完成推荐“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青年女科学家奖”等。在国际交流方面，

学会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盟（IUBMB)、亚洲

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合会(FAOBMB)的活动，

蛋白质专业委员会成功获得了国际蛋白质学会第31届学术会议

承办权。

这些成绩都充分展现了学会及其分支机构在学科领域内的影

响力。作为新一届的理事长，我必将带领新一届理事会，在新

的科技与科研形势下，充分发挥学会优势，深化改革，进一步

推动学会发展，扩大学会影响力，争取为学科领域进步做出更

多的贡献。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原名为中国生物化学会）是从中国生理学会分离出来，

1979年5月成立，1993年10月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准更名为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会。其宗旨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以及进

行民间国际科技合作、协助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制定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规划、编辑和出

版本学科领域相关期刊。其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与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盟、亚

洲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合会以及各省、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有着密

切的业务和学术交往。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现有会员约6500人，下设6个分会和12个专业委员会。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大会，会员代表选举产

生下一届理事会。学会现任理事（第十一届）于2014年8月选举产生，理事长李林院士。

历任理事长为王应睐院士（第一、二、三届）、林其谁院士（第四届）、张龙翔教授（第

五届）、邹承鲁院士（第六、七届）、许根俊院士（第八届）、王志新院士（第九、十

届）。在会员代表大会四年之间举行一次全国学术大会，以大会报告、专题报告、青年科

学家论坛报告和墙报等方式进行学术交流，会议规模达2000余人。分会和专业委员会也定

期组织学术交流，每四年进行换届。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现在主办《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原名生物化

学杂志）》、《生命的化学》二种刊物，以及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分管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工作。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接受和鼓励个

人捐赠，用个人捐赠设立基金。用捐赠已设立的基金有：奖励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杰

出研究论文作者）的邹承鲁基金（杰出研究论文奖、邹承鲁讲座奖；奖励在《中国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报》上发表优秀论文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的郑集基金（青年优秀论文奖）；

以及资助工作出色的青年学生参加学会召开或参与组织的学术会议的叶惠兰基金（青年学

生参会奖）。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分别于1979年、1983年加入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联盟（The Inter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IUBMB）和亚洲

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合会（The Federation Asian and Oceanian

Biochemis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FAOBMB），成为团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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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2014年8月21日在福建厦

门顺利召开。在本次大会上，王志新理事长、焦炳华副理事长、景乃禾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分别向大会作了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章程修改说明”、“第十一届理
事会理事候选人产生说明”。与会的1002名会员代表认真审议并通过了第十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等相关内容；并经过严格的民主程序，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第十一届理事会
理事的选举。

随后，在8月22日晚上召开的第十一届理事会一次全体会议上，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对
学会的工作任务和计划展开讨论。与会人员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40名学会常务理事，

同时选举产生了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经李林理事长提名，会议还通过了副秘书
长及办公室主任名单。



第十一理事会组成

理事长
李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院长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所
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昌增益 教授 焦炳华 教授 林圣彩 教授 刘小龙 研究员
秘书长（兼）

隋森芳 教授

汤其群 教授 许瑞明 研究员

副理事长

副秘书长

许琛琦 研究员（兼） 孙晓丽 博士（专职）



第十一理事会组成

常务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昌增益 北京大学，教授

陈德桂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国强 清华大学，教授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冯 雁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顾建新 复旦大学，教授

韩 骅 第四军医大学，教授

华子春 南京大学，教授

蒋澄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蒋华良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焦炳华 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李 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庆章 东北农业大学，教授

林圣彩 厦门大学，教授

刘德培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小龙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钱小红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强伯勤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士

乔明强 南开大学，教授

屈良鹄 中山大学，教授

宋保亮 武汉大学，教授

松阳洲 中山大学，教授

隋森芳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覃 扬 四川大学，教授

汤其群 复旦大学，教授

滕脉坤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田亚平 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王恩多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凤山 山东大学，教授



王以政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吴嘉炜 清华大学，教授

许瑞明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许正平 浙江大学，教授

查锡良 复旦大学，教授

张嘉宁 大连医科大学，教授

张耀洲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

钟 毅 清华大学，教授

周丛照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周金秋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朱卫国 北京大学，教授

第十一理事会组成

常务理事（续）（按姓氏拼音排序）

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昌增益  陈   畅   陈   超   陈德桂   陈国强   陈江野   陈清西  

陈润生  程金科   德   伟   方   泉   冯  雁   高   旭   高国全    

高艳锋   顾   军   顾建新   关一夫   郭  刚   韩   骅   韩   梅    

何凤田   胡维新   华子春   黄   波   黄建忠   姜玲玲   姜晓峰  

蒋澄宇  蒋华良   蒋宇扬   焦炳华   解  军   金   城   金国琴  

金勇丰   库 热西 .玉努斯   雷群英   黎   健   李   林   李根喜   李庆章  

        李越希   李   钰   梁   毅   林圣彩   刘德培   刘进元   刘默芳  

刘小龙   刘永明   卢向阳    吕建新   吕社民   倪菊华   祁园明  

钱士匀   钱小红   强伯勤    乔明强   乔文涛   屈良鹄   宋保亮  

隋森芳   孙   军   秦树存   覃   扬   盛   清   松阳洲   汤   超  

汤   华   汤其群   唐炳华   滕利荣   滕脉坤   田亚平   万福生  

汪世龙   王   锐   王恩多   王凤山   王建光   王梁华   王以政  

王转花   魏东芝   吴嘉炜   武   波   向本琼   向双林   肖智雄  

熊立仲   许   雷   许琛琦   许瑞明   许正平   杨   弋   杨芃原  

苑辉卿   臧建业   查锡良   张大兵   张   云   张惠展   张嘉宁    

张景海   张耀洲   张玉祥   赵德刚   赵世民   郑晓飞   钟   毅  

周春燕   周丛照   周金秋   周立社   周义发   朱   冰   朱卫国  

邹成钢        



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

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

科普工作委员会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组织工作委员会

科技咨询工作委员会

财务管理工作委员会

评选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工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农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中医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海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多肽专业委员会

蛋白质专业委员会

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

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

酶学专业委员会

糖复合物专业委员会

糖核酸（RNA）专业委员会

基因、基因组专业委员会

分子系统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

教学专业委员会

代谢专业委员会

学会分支机构

分会和专业委员会

学会出版物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主编：贾弘禔

《生命的化学》 主编：阮康成

工作委员会



学术交流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2014年全国学术会议于
2014年8月21‐2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主办，厦

门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厦门市科学技术协会、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共同承办。会议主题
为：动态生物化学。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欧洲、美国等的223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
200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

大会开幕式由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景乃禾主持。学会第十届理事长王志新院士，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束为先生，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院长李林院士，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
授，厦门市委常委郑云峰先生，福建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林学理先生，厦门市科协
党组书记、副主席徐爱聪女士，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许瑞明教授，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三处处长杨正宗先生，学会副理事长焦炳华教授、孙志贤研究
员、吴家睿教授以及刘德培院士、王恩多院士、隋森芳院士、施蕴渝院士等专家参加了
会议。

本届大会以“动态生物化学”为主题，围绕蛋白质的动态复合物和结构功能、能量
代谢的动态平衡、蛋白质翻译后的动态修饰与功能效应、功能蛋白质的亚细胞动态分布、

核酸的动态修饰与基因表达调控、动态糖修饰与功能、靶分子药物筛选与作用机制、生
物化学教育等当今生化领域最具有活力的研究内容进行广泛交流和讨论。经过3天的大
会报告、分会报告、青年科学家论坛、博士生论坛、学术墙报等学术交流方式，会议取
得圆满成功。会议参会代表2000余人，收到论文摘要529篇，大会报告79个，青年科学
家论坛和博士生论坛 40个。本届会议参会代表数量、学术内容和质量均体现了近年来
我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面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优异成绩。

2014年全国学术会议（2014年8月21-23日，福建厦门）



2014年全国学术会议（2014年8月21-23日，福建厦门）

学术交流

闭幕式由刘小龙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李林理事长、昌增益、焦炳华、林圣彩、
隋森芳、汤其群等副理事长分别颁发了“青年科学家论坛奖”、“博士生论坛奖”、“优秀
墙报奖”，“叶惠兰基金资助青年学生参会奖”，“郑集-张昌颖奖励基金获奖优秀论文”等。
李林理事长和promega公司范凡博士一起为颜宁、邵峰两位获奖者颁发了第一届
“promega 生物化学奖”。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两任理事长王志新院士和李林院士分别为
颜宁教授、徐国良研究员、俞立教授、许琛琦研究员颁发了邹承鲁基金奖励杰出研究论
文奖、邹承鲁讲座奖。

李林理事长致闭幕词，他代表第十一届理事会全体成员向会员表示：学会发展面临
新的机遇和挑战，本届理事会将继承和发扬学会优良传统，抓住学科建设、学术繁荣这
个根本，全面提升学会的竞争力、加强学会自身建设和治理、创造学会品牌为方向，促
进学科建设、推动学术繁荣，做好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继续教育、人才推荐、自身建
设、国际交流等工作。通过全体会员积极参加学会建设，齐心合力支持学会发展，共同
努力，使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这个具有优良传统的学会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
力。



2014年全国学术会议（2014年8月21-23日，福建厦门）

学术交流



2014年全国学术会议（2014年8月21-23日，福建厦门）

学术交流

获奖名单

“青年科学家论坛”获奖名单

一等奖 苟兰涛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
孙金鹏 山东大学

二等奖 付新苗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李 希 复旦大学
杨 娜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三等奖 成 望 中国科技大学
董豪杰 浙江大学医学院
郭 亮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胡 嘉 北京大学
万 群 扬州大学

“博士生论坛”获奖名单

一等奖 孟 虎 北京大学
张 婷 中山大学

二等奖 吴 薇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
龚文平 军事医学科学院
陈素贞 复旦大学

三等奖 程 莉 上海交通大学
韩蓉蓉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马 竞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武海丽 山西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吴荣峰 厦门大学生科院

“优秀墙报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 贾玉龙 厦门大学

二等奖 苟兰涛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
徐文倡 武汉大学

三等奖 白冬梅 北京大学
白荣盘 浙江大学
陈慧杰 中国科技大学
郭 亮 复旦大学
林子英 广东医学院
齐炜炜 中山大学
王雪琴 北京协和医院
魏 健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
叶雨辰 第四军医大学



学术交流

获奖名单 （续）

2012-2014年度叶慧兰资助青年学生参会奖”获奖名单

刘晓灵 武汉大学
杨 艳 山西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王春梅 东北农业大学
陈 冰 四川大学
赵俊龙 第四军医大学遗传发育教研室
李占强 青海大学高原医学中心
孙 洋 中南大学
张新华 河北医科大学
秦洪双 东北师范大学
钟睿博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2-2014年度郑集基金奖励青年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

2012年度 龚雨琴 等 2012, 28（1）:35-41
胡玥 等 2012, 28（3）:240-247
王世清 等 2012, 28（8）:706-712
武永乐 等 2012, 28（4）:332-338

2013年度 刘欢欢 等 2013, 29（3）:234-241

李晶 等 2013, 29（2）:183-188

刘凯 等 2013, 29（7）:636-642

王磊 等 2013, 29（5）:437-447

第一届“普洛麦格生物化学奖”名单

颜宁 清华大学
邵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2010-2013年度“邹承鲁奖励基金杰出研究论文奖”名单

2010年度 颜宁等 清华大学
2011年度 徐国良等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2012年度 俞立等 清华大学
2013年度 许琛琦等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2014年全国学术会议（2014年8月21-23日，福建厦门）



第八届全国核糖核酸学术讨论会（2014年4月12-13日，合肥）

学术交流

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承办的第八
届全国核糖核酸（RNA）学术讨论会于4月12‐13日在合肥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
等国家60多个大学及科研院所的35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中国科大朱长飞
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核糖核酸（RNA）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屈良鹄教授介绍了国
内RNA研究及此次会议相关背景。会议邀请了付向东教授做主旨报告。两天会议安排的近
40场报告，涵盖了核糖核酸研究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讨论了RNA研究对人类健康及农业
发展的重要意义。大会还收到四十余份学术墙报，设立了优秀学术墙报奖，共有24名同学
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大会组委会为获奖者颁发了奖金。



学术交流

第二届炎症与肿瘤蛋白质组学研讨会（2014年5月10-11日，广州）

由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与中国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了“第二届炎症
与肿瘤 ‐蛋白质组学（国际）研讨会”于2014年5月10‐12日在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国际
会议厅隆重召开，约400名专家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本次会议主题为蛋白质组学在炎症与

肿瘤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未来方向，议题主要包括：中国人类蛋白质组计划的进展、肿瘤以
及肿瘤相关炎症、表观遗传学与肿瘤、干细胞与肿瘤、染色体蛋白质与肿瘤，同时包括翻
译组学、染色体蛋白质组学等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建立以及在疾病发生发展的多组学研究
中的应用等。

2014年全国糖生物学学术会议于2014年7月16‐19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召开。本次会议

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糖复合物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糖生物工程专业委
员会联合主办，西北大学与陕西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美国、新
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350余位从事糖生物学与糖化学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大
会共收到会议论文摘要227余篇，安排了120个海报展示，并精心遴选了50名国内外从事糖生

物学研究的杰出科学家做了大会报告和发言，涉及糖链以及糖复合物的合成与代谢、糖链与
发育分化、糖天然药物、糖蛋白质组学、糖链与功能性蛋白相互作用、糖生物工程与技术等
内容，展示了国内外糖生物学、糖化学以及糖生物技术等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

2014年全国糖生物学学术会议（2014年7月16-19日，西安）



学术交流

2014年7月3日，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同中国物理学会质谱分会和中国化学会质谱分
析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全国生物质谱学术报告会‐‐生物质谱前沿技术邀请报告会”，大
会由复旦大学承办，美国AB Sciex公司协办。

会议邀请了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学院分子系统生物学研究所Ruedi Aebersold教授、加拿
大阿尔伯塔大学Liang Li教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Xian Chen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Hui 
Zhang教授、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Rong Wang教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蛋

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张玉奎院士、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蛋白质组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小红教授、委员曾嵘教授、副主任委员刘斯奇教授和主任委员杨芃原
教授10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围绕生物质谱前沿技术和热点问题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共吸引
了来自全国20多家科研院所的近600名代表参加。

全国生物质谱学术报告会--生物质谱前沿技术邀请报告会（2014年7月3日，复旦）

全国第三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技术学术研讨会（2014年6月18-20日，天津）

2014年6月20日，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主办、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学
技术协会、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承办的第八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分会——海外生
物医药高层次人才和重点项目对接洽谈会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2014
年年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国内外多所大学、科研机构、医院、生物医药公司的100多位代
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学术交流

2014年全国中医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术会议暨《分子生物学审稿会》
（2014年7月20-22日，长春）

2014年7月20日～7月22日，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中医药分会在长春组织召开2014
年全国中医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术会议暨《分子生物学》审稿会议。

第四届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研讨会（2014年7月25-28日，长春）

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吉林大学、吉林省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会承办的第四届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研讨会于2014年7月25～
28日在长春市吉林大学多功能学术厅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综合大学、医科院校、农林、

师范和工科院校、中医药院校，从事一线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
208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探讨了创新人才的培养、PBL教学改革、课堂教学中

的哲学思想和人文渗透、实验教学和团队建设、课程考核、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等重要
问题。会后，大部分代表在吉林大学实验教学中心参观考察，对该中心的设施和运行赞
不绝口，尤其是该中心的管理方式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学术交流

第九届海洋生物技术与创新药物学术会议（2014年8月6-10日，赤峰）

2014年8月6~10日，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海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联合中国药学会海洋药物专业委员会、中国微生物学会海洋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中华
航海医学会海洋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和上海市药学会海洋药物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全国第
九届海洋生物技术与创新药物学术会议在内蒙古赤峰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47家涉海单
位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大会特邀请了科技部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孙清处长，国家“863计划”海洋生物技术

主题专家组组长、第二军医大学焦炳华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张元兴教授，中国海洋大学
于广利教授，山东大学张玉忠教授，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宋林生教授，南京大学谭仁祥教
授，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郭跃伟研究员，宁波大学严小军教授，上海海洋大学何培民
教授等做大会特邀报告。大会还设立了2个主题分会场，共有52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在海洋

生物资源学、海洋化学生态学、海洋天然产物化学、合成海洋天然产物、海洋药物药理
与药剂学、海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海洋药物开发利用技术、海洋生物制品开发利
用技术、海洋食品加工与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国内外发展方向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报告
交流。

第二届磷脂信号分子专题研讨会（2014年8月7-8日，北京）

“第二届磷脂信号分子专题研讨会”于2014年8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师
范大学细胞增殖及调控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共
同承办。此次会议聚集了十几位国内磷脂信号分子研究的专家学者，并邀请了磷脂信号
分子研究的著名专家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Jerold Chun教授出席会议并做了学术报告。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脂蛋白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黎健教授参会并致开幕
词。

会议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唐朝枢教授、王宪教授进行指导和交流。委员翟永

功教授、阿拉坦高勒教授、陈曦教授、赵镇文等参加了本次会议交流。会议提出，目前
国内在生物活性脂质介质的研究方面已经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具备联合攻关解决该领域
重大科学问题的条件和能力。此次会议凝练出3个关键问题：（1）研究脂质代谢关键酶
的表达调控和活性调控；（2）研究脂质受体在特定组织、特定发育阶段的分布、生理功
能及其信号通路；（3）研发脂质介质及其代谢关键酶的检测技术建立技术平台，深入探
讨在疾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学术交流

2014非编码RNA和表观遗传学研究经验交流会（2014年8月30-31日，广州）

2014年8月30日至8月31日，由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中国生化与分子
生物学会核糖核酸专业委员会主办，锐博生物承办的2014非编码RNA和表观遗传学研究
经验交流会在广州科学城成功举办。本次会议旨在为非编码RNA和表观遗传学领域研究

者提供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到本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法的研究经验。本
次交流会所邀请的九位演讲嘉宾，在本领域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皆为全国知名大学及
研究所的优秀青年学者，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会议期间，各位演讲嘉宾
围绕本次会议主题，为大家分享了其课题组在非编码RNA及表观遗传学领域的最新研究
进展，共同展望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组学与个性化治疗”专题研讨会（2014年9月25日，上海）

2014年9月25日，“组学与个性化治疗”专题研讨会于第七届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
展期间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组
学专业委员会主办，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军事医学科
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和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承办。

本次大会以“组学与个性化治疗”为主题，围绕蛋白质组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疾病，
尤其是肿瘤相关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研讨。来自国
内20余家科研院所、医院和公司等的1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与报告专家。

学术交流

第十二届全国脂质与脂蛋白学术会议（2014年10月17-20日，杭州）

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浙江伊利康生物公司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脂质与脂蛋白学术
会议”于 2014年10月17日至20日在杭州市召开。大会共收到论文226篇，来自全国各省
市包括香港的380余名的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脂质组学与脂蛋白的新功能”。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德培院士、
解放军301医院陈香美院士、沈阳军区总医院韩雅玲院士、山东大学张运院士做了主题

报告；来自脂质、脂蛋白的分子生物学、病理生理学、检验医学、临床医学和中医药研
究方面的32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做了专题报告。报告涉及到脂质组学、脂蛋白新功能；脂

质与脂蛋白代谢、运转及调控的最新进展；调节脂质与脂蛋白的药物，心血管疾病的危
险因素及其临床应用，血脂检测与标准化；转化医学的进展等。

大数据与系统生物学（2014年12月6-7日，上海）

2014年12月6日—7日，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分子系统生物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上海

市生物信息学学会在上海举办了主题为“大数据与系统生物学”研讨会。各地专家学者共
30多人出席本次研讨会。会议特别邀请了美国佐治亚大学徐鹰教授作了题为“压力引发癌
症发生、进展和转移”的报告。



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分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暨第十三届学术研讨会于
2014年10月17日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会农业分会主办，合肥工业大学承办。会议主题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农业科技
创新的灵魂和基石”。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地区的89所大学、科研院所及
高新企业218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就会议主题和相关议题，本次会议共安排大会报告40场次。邀请了清华大学隋森

芳院士、武汉大学朱英国院士进行了精彩的大会报告。此外，本次会议还特邀了中科
院遗传所、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储成才研究员等8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杰青专场报告会”。与会代表对本次会议大会报告的学术水
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一致要求分会在今后的学术会议中坚持设立杰青专场报告会。

学术交流

全国农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2014年10月17-23日，屯溪）



学术交流

第三届中国计算蛋白质组学研讨会（2014年11月11-13日，北京）

2014年11月11日至13日，第三届中国计算蛋白质组学研讨会(CNCP‐2014，China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Proteomics)在北京召开。该会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徐
平实验室、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董梦秋实验室共同举办，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生物信息学实验室pFind团队承办。

本次研讨会共设置了26大会报告，包括邀请了6位来自海外的著名青年华人学者作
报告，吸引了180多位来自北京、上海、辽宁等13个省市地蛋白质组学相关的学者参会。

会议的主题是“计算蛋白质组学”，涉及质谱数据分析、蛋白质鉴定、翻译后修饰、
蛋白质定量、蛋白质相互作用、蛋白质定位、蛋白质结构、蛋白质基因组学等内容。

工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淄博生物医药发展论坛与项目推介会会议
（2014年12月5-7日，淄博）

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工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主办，淄博高新
区管委会、淄博市科学技术局承办，山东大学淄博生物医药研究院、山东省药学会生化
与生物技术药物专业委员会、淄博市医药行业协会协办的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会工业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第十届理事会换届暨淄博生物医药发展论坛与项目推介会于
2014年12月5日—7日在山东省淄博蓝陶瓷园召开。



科学普及

2014年5月16日上午，借在温州大学召开“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常务理事会”

会议之机。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王志新院士和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王恩多院士受邀分别
做了题为“PAK家族蛋白激酶的自激活调控机制”和“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几点机会”的学
术报告。两位院士以通俗幽默的语言，简洁明了的PPT演示，向在场学生做了一次的内容

丰富多彩的科普报告。报告内容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回应，现场气氛热烈，受到了大家的
一致好评。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学术报告（2014年5月16日，温州大学）

在2014年全国糖生物学学术会议期间，糖复合物专业委员会还首次启动了“科普行

动计划”，分别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孙志贤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
究所王克夷研究员在西北大学作了“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与研究生谈实现中

国梦伟大实践中的责任担当与成长”与“中国的糖科学发展史”的科普报告，受到西北
大学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本次科普行动计划不仅从另一个侧面扩大了专委会的学术影
响，也极大地促进了广大研究生和本科生同学对于生命科学和糖科学研究的巨大兴趣。

糖复合物专业委员会“科普行动计划”（2014年7月16-19日，西安）

在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德培院士和陈保生教授的建议下，应南昌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邀请，于2014年7月4日下午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学术报告厅召开了
《“脂”在赣鄱，促进心血管转化医学发展》的主题学术报告会。副主任委员温进坤教授

致开幕词，感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程晓曙院长的热情帮助及精细安排，使学会能够
发扬到各地进行学术交流的传统，使学术报告会顺利召开。程晓曙院长和陈保生教授主
持了报告会并进行点评。阮雄中教授首先报告了“代谢性炎症与它汀药物抵抗现象：基
础与临床”，程晓曙教授报告了“从指南到实践－2014ASCVD胆固醇管理新策略”，王

绿娅教授做了“冠心病高危患者强化降脂治疗的临床意义与困惑”的报告，黎健教授介
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申报成功的关键与策略”，最后刘德培院士做了“脂质组
学与疾病转化医学”的报告。150名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研究人员、研究生
和其它医院的心血管医生参加了报告会。

“脂”在赣鄱，促进心血管转化医学发展（2014年7月4日，南昌）



科学普及

为了推动我国防治血脂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工作深入开展，为国民提供正确

的血脂异常相关知识和信息，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与2014年12月15日在将联合举办“高脂血症防治科普宣传”专题讲座。

活动的主题为“普及血脂知识，强化健康观念”。由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郑芳教授主持，来自中南医院和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的多名教授参与
了讲座。主要介绍了高脂血症及其所致的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知识。

高脂血症防治科普宣传活动（ 2014年12月15日，武汉）



继续教育和培训

第五届走向前沿－－国际高级生化和分子细胞生物学暑期培训班
（2014年7月7-12日，上海）

籍2009年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与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共同成功主办了第21
届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盟学术大会暨第12届亚洲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

学家学术大会之际，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与国际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联盟、欧洲生化和分子生物学联合会和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四
个组织共同发起，在中国举办一个“Advanced Summer School(暑期高级培训班)”。

该培训班将于自201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每次设一个专题。本届暑期培训班于
2014年7月7‐12日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举行，主题是：RNA Biology。本期培训
课程中，共有6位来自国外知名学者担任主讲人（speaker）和6名来自国内知名学者担任
辅讲人（tutor）。64名学员参加了全程的培训，其中4名学员来自欧洲，其余学员来自国
内科研院所和高校。



继续教育和培训

第八期蛋白质组学技术与应用高级培训班（2014年7月15-18日，北京）

第三期蛋白质组生物信息学培训班（2014年11月18-21日，北京）

2014年7月15‐18日，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与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蛋白质组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举办了“第八期蛋白质组学技术与应用高级培训班”。由蛋白质组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军事医学科学院等从事蛋白质组学研究的一线专家亲自授课，通过
技术讲座结合实验操作，展示应用实例，现场解答科研疑问，帮助学员拓展研究思路，
提升科研水平，增加职业竞争力。培训课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技术讲座，内容侧
重于前沿技术分析，旨在系统梳理原理的基础上，帮助学员掌握蛋白质组学的技术与方
法、实验难点与关键点、研究前沿与热点。授课专家就蛋白质组学理论策略与应用、蛋
白质组研究中的样本制备技术、分离技术、生物质谱、蛋白质组信息学、蛋白质相互作
用研究、疾病蛋白质组研究技术与应用、多肽组学技术与应用、定量蛋白质组学研究中
的实验设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第二部分为实验演示观摩。特别设计了“样本制
备”、“同位素相对标记与绝对定量技术(iTRAQ )”、“MALDI TOF/TOF质谱仪操作使用”、
“液质联用质谱仪鉴定蛋白” 4个蛋白质组学经典技术的现场示教。培训班吸引了全国
各地相关领域的70余名学员参加，反映培训效果良好。

第二期蛋白质组生物信息学培训班（2014年5月20-23日，北京）

2014年，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于5月20‐23日、11月18‐21日在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

心举办了第二期、第三期蛋白质组信息学培训班，讲师团队长期致力于蛋白质组数据分
析及相关知识发现，为中国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提供了全方位的生物信息支持。培训班旨
在为生命科学研究人员介绍如何合理利用和开发蛋白质生物信息学资源，着眼于实际数
据库搜索、工具使用、大型数据库分析、生物学网络构建、可视化和数据分析等。采取
小班授课，专人指导；理论课与实践课相结合，讲师与学员研讨的方式进行；精心挑选
相应的上机软件，提供充足的实际操作机会。培训内容包括：质谱数据深度分析、蛋白
质注释及功能分析、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构建及分析、蛋白质组研究主题信息服务和专
业数据库研发。培训课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专题讲座，由中心生物信息学方面专
家授课，第二部分进行蛋白质组学数据相关的上机操作。两次信息学培训班共吸引了70

余名来自生命科学、农学、医学等领域科研工作者和高校教师及研究生，今后专委会将
不断改进、创新培训形式与内容，切实为学员做好保障，吸引和培养更多人才从事到蛋
白质组学研究中。



组织建设

第十届常务理事会五次全体（扩大）会议（2014年5月16日，温州）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2014年8月21日，厦门）



组织建设

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二次全体会议（2014年12月19日，武汉大学）

第十一届理事会一次全体会议（2014年8月22日，厦门）



组织建设

2014年度分支机构负责人会议（2014年12月19日，武汉大学）



组织建设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教学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
（2014年7月25-28日，长春）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第二届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机构 

名誉主任委员：施蕴渝   查锡良 

主任委员：  药立波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德   伟   刘   栋   卢向阳    罗   杰   钱关祥    秦咏梅    王丽颖 许正平     

周春燕   周丛照 

秘书长：秦咏梅  （兼） 

副秘书长：何凤田   高国全   魏   民 

常务委员 

鲍锦库   曹   凯   德   伟    高   旭   关一夫    何凤田    黄才国   揭克敏   解   军     

金国琴   刘   栋   卢向阳    罗   杰   马文丽    牟凌云    钱关祥   乔明强   秦咏梅     

唐炳华   滕利荣   汪世华    汪世龙   王丽颖    王丽影    向本琼   许正平   杨荣武     

药立波   张惠展   郑利民    周春燕   周丛照 

委员 

白   姝   鲍锦库   蔡望伟    曹   凯   陈    鹏    陈    平    陈西广   崔继哲   德   伟     

杜震宇   方定志   高国全    高继国   高    旭    格日力    葛银林   龚祝南   顾   宁     

关一夫   何凤田   何   敏    黄才国   揭克敏    解    军    金国琴   康龙丽   孔   英     

兰海燕   李存保   林   影    刘   栋   刘    静    刘丽华    刘岩峰   柳明洙   卢向阳     

陆红玲   罗   杰   吕正兵    马文丽   牟凌云    钱关祥    乔明强   秦咏梅   邱   枫     

沈文飚   沈忠明   施定基    宋高臣   孙    军    孙玉宁    唐炳华   滕利荣   汪   冰     

汪世华   汪世龙   王丽颖    王丽影   王天云    王永芬    魏   民   吴明江   向本琼 

肖建英   肖兴国   谢志雄    许   雷   许正平    颜晓梅    杨超英   杨荣武   杨艳燕     

药立波   殷冬梅   余丽芸    俞小瑞   翟    静    张海涛    张惠展   张鹏霞   张学武     

张玉彬   郑   斌   郑里翔    郑利民   周春燕    周丛照    朱甫祥   朱启忠   朱月春 



组织建设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换届
（2014年10月11日，杭州）

主任委员：刘德培 

副主任委员：陈保生  黎  健  吴满平  周  新  李伯良  温进坤  朱  毅

秘书长：黎健 

副秘书长：王绿娅  方定志  鄢盛恺 

常务委员 34 人（以姓氏的拼音字母排序）： 

陈  红  陈保生  方定志  管又飞  郭  刚  韩际宏  韩雅玲  黎  健  

李伯良  廖端芳  刘德培  马依彤  宁  光  钱士匀  秦树存  阮雄中  

宋保亮  宋剑南  汤其群  王  擎  王绿娅  王贤理  温进坤  沃兴德  

吴满平  肖传实  鄢盛恺  闫道广  翟永功  赵家军  赵永祥  赵子建  

周  新  朱  毅 

委员（略） 



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分会理事会换届会议
（2014年10月17-23日，屯溪）

名单待补充



组织建设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工业分会第十届理事会换届
（2014年12月7日，淄博）

第十届工业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理事会组成名单

名誉理事长：袁勤生   

高级顾问：吴松刚   乔宾福 

理 事 长：王凤山 

副理事长（6人）：   

张惠展   黄建忠   张英起    李   春   李绍平    高向东       

秘书长：   张惠展（兼） 

副秘书长：   李素霞   藏恒昌 

常务理事（19人）（以姓氏音序排列）： 

范代娣   方柏山   高向东    郭学平  黄建忠   黄臻辉   姬胜利   李   春   李绍平       

凌沛学   刘晓兰   马兴元    王凤山   吴永尧 袁其朋   张惠展   张兴群   张英起         

朱希强   

全体理事候选人名单（现 59人）(第九届 53人)：   

陈建海   单俊杰   范代娣    方柏山   高仁钧    高向东    郭学平   黄臻辉   姬胜利    

李   春   李绍平   李学如    黄建忠   梁静娟    廖国阳    凌沛学   刘   军   刘晓兰   

娄   恺   马兴元   阮期平    石亚伟   万 一      王凤山    吴兴中   吴永尧   余   蓉   

袁其朋   张洪斌   张惠展    张双全   张兴群    张英起    赵宝华   周哲敏   朱   笃   

朱希强   孔德新   杨修亮    王选年   刘    飞    李 敏      孙玉梅   周永灿   张 伟   

董悦生   吴一飞   马晓轩    田   云   王玉霞    钟    成    冯   鹏   彭华松   朱   虎 

江成英   孟庆繁   田   宏    李素霞   臧恒昌   



期刊建设

1980年创刊，双月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期刊

网来源刊、中文核心期刊(2008版及2004版)，被CA化学文摘

(美)(2009)、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CSCD—2008)等数据库收录。主办单位：中国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会员6000余名），是该学会会刊。

重点刊登综述性、进展性研究文章，反映当今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动态、介绍有关的研究技术及学术活动

信息。设有综述、生化教学、科普园地、情报分析、科研

管理、信息动态等栏目。

主 编：阮康成

副主编：李伯良、李林、吴家睿、查锡良

1985年创刊，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会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国家生物学类/基础

医学类核心期刊（月刊）。本刊被美国《化学文摘》（CA）、

美国《生物学文摘》（BA）、俄罗斯《文摘杂志》（PJ）、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WPRIM）和中国科技

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5版）》、《中国

生物学文摘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等

检索数据库收录。国内外公开发行，刊载以中文或英文撰稿

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具有创新性的基础及应用基础

原创性研究论文和反映当前国内外生物科学前沿或热门领域

的综述性文章。

主 编：贾弘禔

副主编：昌增益、柯杨、李伯良、强伯勤、尚永丰、孙志

贤、王志新、查锡良、周春燕、周筠梅



人才推荐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科协）

2014年我学会推荐的蒋争凡（北京大学）、魏东芝（华东理工大学）两位会员荣获第六届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学会组织推荐的国家级评选项目

全国优
秀科技
工作者
（中国
科协）

光华工
程科技
奖（工
程院）

青年科
技奖

（中组
部等）

青年女
科学家
奖（联
合国教
科文组
织）

两院院
士候选

人

国家科
技奖

蒋争凡教授 魏东芝教授



学会设奖

2010-2013年度邹承鲁奖励基金杰出研究论文奖

姓名 年度 工作单位 论文题目 杂志名称

颜宁等 2010 清华大学
Structure of a fucose transporter in an 
outward‐open conformation

Nature

徐国良等 2011
中国科学院生物
化学与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

The role of Tet3 DNA dioxygenase in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 by oocytes

Nature

俞立等 2012 清华大学
Function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cetylation in autophagy regulation

Science

许琛琦等 2013
中国科学院生物
化学与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

Ca2+ regulates T‐cell receptor 
activation by modulating the charge 
property of lipids

Nature

第一届“普洛麦格生物化学奖”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颜宁 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

邵峰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2014年2月1日，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专业委员会选派主任委员昌增益教授、
副秘书长、雷鸣研究员代表中国前往洛杉矶申办国际蛋白质学会第31届学术会议承办权。雷

鸣教授代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专业委员会做了陈述报告。参加会议的十几
位执委对中国提出的申请方案以及中国近年来在蛋白质研究领域取得的快速发展表示了充分
肯定，经投票一致决定，2017年国际蛋白质学会第31届学术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

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组团参加首届中泰肾脏与肝脏蛋白质组学研讨会
（2014年8月6-8日，泰国曼谷）

2014年8月6‐8日，第七届亚太蛋白质组学大会在泰国曼谷成功召开，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

的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理事贺福初、杨
芃原、秦钧、杨晓明、刘斯奇、张普民、钱小红、何庆瑜、徐平、刘银坤、陆豪杰、黄灿华、
王全会、孙薇、于虹秀、张颖、刘晓慧、刘莹等一行30余人代表中国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的前

沿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贺福初院士应邀作了大会报告，讲述了中国蛋白质组学研究从起步
到发展壮大的十二年旅程。

国际事务

蛋白质专业委员会成功获得国际蛋白质学会第31届学术会议承办权

昌增益副理事长代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参加亚洲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
联合会执委会（The Federation Asian and Oceanian Biochemis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FAOBMB）（2014年10月20日，中国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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