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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概况 
学会简介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原名为中国生物化学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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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生物化学家王应睐院士任第一

届理事长。学会现任理事长（第十一届理事会）为李林院士。 

根据学科特点，学会设立了 6 个分会，11 个专业委员会。根

据工作内容设立了 9 个工作委员会，分别负责学会的学术交流、国

际交流、科学普及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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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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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tion Asian and Oceanian Biochemis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 FAOBMB），成为其团体会员。学会副理事长昌增益教

授目前担任 FAOBMB 主席（任期 2017-2019）。 

学会现有会员 10000余人。两年一次的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会全国学术大会已成为学会的品牌会议。会议规模 2200 人左

右。学会各分支机构的专题会议如：中国蛋白质组学大会、全国跨

学科蛋白质研究会议、全国糖生物学学术会议、全国脂质与脂蛋白

学术会议、全国核糖核酸学术讨论会等会议均形成了各自的品牌。

学会各级学术年会已成为学术交流品牌群的平台，在促进学科发展

上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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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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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糖核酸（RNA）专业委员会  

基因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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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大事记 

2 月 
 广西科学院大健康论坛 

4 月 
 第二届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会医学生化分会“青

年论坛” 
 第二期 CRISPR/Cas9 技术

培训班 

 首届 MaxQuant 与 Perseus
精品培训班 

5 月 
 2017 年实验室开放月活动 
 第三届炎症与肿瘤 - 蛋白质

组学国际研讨会 

6 月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

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

会学术研讨会 

7 月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会代谢专业委员会 2017 年

学术年会 

8 月 
 全国农业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第十六次学术研讨会 

 第五届吴宪吴瑞国际学术研

讨会暨第十届全国医学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六届

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联合学术讨论会 
 中医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分会 2017 学术年会暨第

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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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概况 
现任理事（第十一届理事会） 

理 事 长：李 林 

副理事长： 

昌增益  焦炳华  林圣彩  刘小龙  隋森芳  汤其群  许瑞明 

秘 书 长：刘小龙（兼） 

副秘书长：许琛琦（兼）  孙晓丽（专职） 

常务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昌增益  陈德桂  陈国强  陈润生  冯 雁  顾建新 韩 骅  华子春 

蒋澄宇  蒋华良  焦炳华  李 林  李庆章  林圣彩  刘德培  刘小龙 

钱小红  强伯勤  乔明强  屈良鹄  宋保亮  松阳洲  隋森芳  覃 扬 

汤其群  滕脉坤  田亚平  王恩多  王凤山  王以政  吴嘉炜  许瑞明  

许正平  查锡良  张嘉宁  张耀洲  钟 毅  周丛照  周金秋  朱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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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大事记 

8 月 
 第十三届全国酶学学术讨论

会 
 第十二次全国基因功能与表

观遗传调控学术研讨会 
 第七届泛环渤海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会学术交流会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北

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第十期

蛋白质组学技术与应用高级

培训班 

9 月 
 全国 RNA 高端学术论坛 
 第六届内分泌代谢学泰山高

峰论坛 
 第六届全国“跨学科蛋白质

研究”学术讨论会 

10 月 
 第六届中国小核酸技术与应

用学术会议 
 中国“生物技术与健康产业

发展”研讨会 
 第二届生化教学青年论坛 
 第二届“三联杯”中国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课公开

赛暨首届优秀教师训练营 

11 月 
 第十三届海洋药物学术年会

暨 2017 国际海洋药物研讨会

 第五届广州核酸国际论坛 
 第六期蛋白质组信息学培训

班 

12 月 
 全国第三届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技术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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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第十一届理事会四次全体会议 

 

 

 

 

 

 

 

6 月 30 日，杭州 

 

  

重要决议�

 
确定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学术交流大会会议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25-28

日，地点：重庆。 

 议定了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常务理事候选人换届原则及时间安排。 

 
结合学科发展以及会员增加情况，第十二届理事会拟增加 10-20 位理事名额。部分增

加名额将倾向于边远省市，帮助推进部分学会工作相对薄弱的省市开展工作。 

 继续完成 2018 年实验室开放科普活动月活动，征集优秀的科普作品及影像资料。 

 继续做好《生命的化学》期刊及学会网页的科普内容。 

 
会员发展工作依然是学会 2017-2018 年的重点工作，继续联合并依托各省市学会联

合发展会员，扩大学会影响力。 

 
要求理事积极参与，努力完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研

究》和《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项目-蛋白质科学》两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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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七次全体会议 

 

 

 

 

 

 

 

11 月 24 日，深圳 

  

重要决议�

 确定了 2018 年全国学术交流大会的主题和各专题及负责人。 

 
专题报告候选人由负责人推荐、其他单位及个人推荐、自荐等方式产生。所有候选人

信息于 2017 年 12 月底收集后于 2018 年 1 月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 

 
决定全国生化大会将由原来的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2019 年年会定于 2019 年 10

月在山西太原召开。 

 议定了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名额分配依据并确定了分配名额。 

 通过了 2017 年实验室开放月活动“科普工作奖励方案” 

 梳理了学会现有奖项内容，同意更改“邹承鲁优秀论文奖”的评选方式。 

 同意设立“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王应睐奖”。 

 通过学会 2017 年向上海市王应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展基金会捐赠的建议。 

 通过学会答谢历届理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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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2017 年度分支机构/省市学会负责人会议 

 

 

 

 

 

 

 

11 月 24 日，深圳 

 

  

重要决议�

 
分支机构是学会的二级机构，其各项工作要加强与学会沟通，提高管理效率，增强影

响力。同时，加强沟通也可以得到学会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分支机构换届工作应在学会常务理事会领导下进行。 

 分支机构举办活动需突出学会品牌，活动名称要进一步规范。 

 分支机构的财务工作需尽快归入学会进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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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党委正式成立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党委经中国科协社团党委批准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成立。党委组成

如下： 

党委书记：昌增益同志 

副  书  记：焦炳华同志 

纪检委员：周丛照同志 

委  员：昌增益、焦炳华、周丛照、陈国强、陈润生、冯 雁、韩 骅、华子春、刘德培、 

刘小龙、钱小红、强伯勤、乔明强、宋保亮、隋森芳、滕脉坤、田亚平、许琛琦、 

许正平、张嘉宁、张耀洲、周金秋、朱卫国 

 

  

分支机构换届情况�

 系统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家睿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陈洛南、欧阳頎、王泽峰、徐 涛  

秘书长：曾 嵘 

 中医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第九届理事会） 

理事长：唐炳华 

副理事长：金国琴、于英君、郑晓珂、施 红、谭宇蕙 

秘书长：冯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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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发展 
 

2017 年，为更好发挥学会科学传播职能，团结更多科技工作者，学会联合各省市学会开展会员

招募活动。在各省市学会大力支持下，新增个人会员 3000 多名，目前学会个人会员总数已达 10313

名。 

 

全国会员情况统计表（数据截止至 2017.12.06） 

  

省市 会员数 2017 新增 省市 会员数 2017 新增 

北京市 1648 664 陕西省 216 9 

山西省 1069 864 安徽省 196 41 

上海市 1054 345 云南省 156 24 

浙江省 671 444 黑龙江省 123 6 

湖北省 450 16 贵州省 107 19 

天津市 434 17 内蒙古自治区 92 46 

江苏省 416 31 江西省 92 9 

河北省 401 108 海南省 82 52 

河南省 393 252 新疆自治区 47 5 

湖南省 373 184 甘肃省 20 5 

四川省 333 60 宁夏自治区 18 1 

辽宁省 305 42 西藏自治区 13 0 

山东省 270 23 海外地区 13 8 

重庆市 278 70 青海省 4 2 

吉林省 260 25 香港特别行政区 4 0 

广东省 258 54 澳门特别行政区 4 1 

广西自治区 258 53 台湾 2 2 

福建省 25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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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发展 

新增团体会员名录（排名不分先后）： 

  

 

 

 

 

 

 

 

 

 

 

 

 

 

 

 

 

 

 

 

 

  

威海正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云克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悌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华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艾博抗（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普健生物（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SPRINGER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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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学术活动列表 

2017 年，学会及下属分支机构共组织学术交流活动 20 次，内容涵盖临床应用、多糖多肽、脂

质、医学、中医药、工业、酶学、蛋白质、蛋白质组、农业、基因、教学、系统生物学、核酸等多个

专题领域。其中，全国性学术会议 14 次，国际性学术会议 6 次，参与人数 6692 人次。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规模
广西科学院大健康论坛 2017.02.24-27 北海 32 

第二届医学分会“青年论坛” 2017.04.12-14 深圳 300 

第三届炎症与肿瘤-蛋白质组学国际研讨会 2017.05.13-14 广州 400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术

研讨会 
2017.06.29-07.03 杭州 1400 

代谢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2017.07.14-15 上海 30 

全国农业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第十六次学术研讨会 2017.08.04-07 恩施 250 

第五届吴宪吴瑞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届全国医学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第六届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学术

讨论会 

2017.08.11-14 西安 400 

中医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2017 学术年会 2017.08.14-20 乌鲁木齐 150 

第十二次全国基因功能与表观遗传调控学术研讨会 2017.08.15-18 北京 200 

第十三届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 2017.08.18-21 长春 480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Biology 2017.08.18-21 深圳 200 

全国 RNA 高端学术论坛 2017.09.16 北京 40 

第六届内分泌代谢学泰山高峰论坛 2017.09.16-17 济南 200 

第六届全国“跨学科蛋白质研究”学术会议 2017.09.22-24 广州 600 

第六届中国小核酸技术与应用学术会议 2017.10.09-11 昆山 300 

中国“生物技术与健康产业发展”研讨会 2017.10.13-16 临沂 200 

第二届生化教学青年论坛 2017.10.12-14 大连 100 

第十三届海洋药物学术年会暨 2017 国际海洋药物研讨会 2017.11.05-09 青岛 560 

第五届广州核酸国际论坛 2017.11.09-10 广州 200 

全国第三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技术学术研讨会 2017.12.22-24 哈尔滨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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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广西科学院大健康论坛， 

2017.02.24-27，北海 
 糖生物工程方面的研究进展、技术等； 

 中科院、中国农业科学、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等 15 家高校院所，共计

32 名专家出席。 

第三届炎症与肿瘤-蛋白质组学国际研

讨会，2017.05.13-14，广州 

 会议主题：炎症与肿瘤领域蛋白质组学

大数据与人类健康； 

 会议规模：400 人。 

代谢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2017.07.14-15，上海 

 以大会报告、疑难病例讨论交流为主； 

 探讨内科尤其是代谢病科常见病和疑难

病的综合诊断与治疗。 

第二届医学分会“青年论坛”，

2017.04.12-14，深圳 

 展现国内优秀青年学者在医学生化领域

的最新研究进展，搭建一流的学术交流

和合作平台； 

 共计 300 多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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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第五届吴宪吴瑞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

十届全国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第六届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联合学术讨论会， 

2017.08.11-14，西安 

 会议主题：“代谢·重编程”； 

 生命医学研究的前沿热点； 

 参会人数 400 余人。 

中医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

2017 学术年会， 

2017.08.15-19，乌鲁木齐 

 大会的主题：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

中西医并举； 

 近 150 人与会。 

全国农业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第十六次

学术研讨会，2017.08.04-07，恩施 

 会议主题为“生化、分子生物学技术创

新与生物、环境、农产品安全”； 

 与会代表逾 250 人，代表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校、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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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国 RNA 高端学术论坛，

2017.09.16，北京 

 RNA 领域年度会议； 

 RNA 发展战略高层次研讨，国际合作

等； 

 共约 40 人参加。 

第十三届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 

2017.08.18-21，长春 

 酶学主题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从体外

到体内，从单酶到复杂体系，从基础到

应用； 

 来自全国各地 110 所高校、科研院所和

企业共 480 余名代表参加； 

 会议论文摘要 161 篇。 

第十二次全国基因功能与表观遗传调

控学术研讨会，2017.08.15-18，北京 

 会议主题：“基因功能与表观遗传调

控”； 

 会议规模约为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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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第六届全国“跨学科蛋白质研究”学

术会议，2017.09.22-24，广州 

 探讨跨学科蛋白质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共邀请 69 位会议报告人，大会报告人 8

位； 

 近 600 名全国蛋白质科学工作者、学生

及公司代表参加。 

第六届内分泌代谢学泰山高峰论坛，

2017.09.16-17，济南 

 围绕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治疗及研究新进

展进行专题研讨和经验分享； 

 参会代表约 200 人。 

第六届中国小核酸技术与应用学术会

议，2017.10.09-11，昆山 

 以小核酸理论基础、技术应用以及小核

酸产业化为主要内容； 

 共同交流小核酸的前沿发展技术，探讨

小核酸产业的未来发展机遇； 

 共举行了 14 场特邀报告、40 场大会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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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中国“生物技术与健康产业发展”研

讨会，2017.10.13-16，临沂 

 会议主题：“生物技术与健康产业”； 

 紧扣国家政策导向，不同专业互相交融

碰撞，促进工业生化学科的发展。 

第十三届海洋药物学术年会暨 2017 国

际海洋药物研讨会，2017.11.5-9，青岛 

 会议主题：开拓深蓝生物资源，驱动海

药源头创新； 

 大会特邀报告 28 个，主题报告 17 个； 

 参会人数 560 余人。 

第二届生化教学青年论坛，�

2017.10.12-14，大连 

 主题为“生化课堂生动化”，分“教师

之动”和“学生之动”两大板块； 

 18 位来自全国高校的青年教师做了分

享。 

第五届广州核酸国际论坛， 

2017.11.09-10，广州 

 围绕“非编码 RNA 国际研究前沿”、

“核酸药物临床试验” 、“核酸诊断与

标志物发现”和“核酸治疗与药物开

发”四大议题做重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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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

术研讨会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术研讨会（Society of Chinese Bioscientists in America 

the 1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简称：2017 SCBA）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7 月 3 日在杭州举行。该会议由美洲华

人生物科学学会，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联合主办。浙江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生物

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上海市王应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展基金会共同承办。会议主题为“促进科学、改善健康”

（Advancing Science， Improving Health）。会议共有约 1400 名代表参加，其中来自海外代表约 300 名。大会精心组

织了 15 场大会特邀报告，包括 6 场 keynote lecutre，4 场 plenary speakers,2 场 named lectures 和 3 场 award 

presentations, 内容涵盖细胞信号传导, 癌症机制治疗,干细胞,核酸,神经生物学和结构生物学等 50 余个前沿领域。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沈炳辉 

—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秘

书长，贝克曼研究所教授 

开幕式致辞： 

左：施杨  —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理事长，哈佛医

学院教授 

中：李林—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院长 

右：陈竺 —上海交通大学 

开幕式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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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

术研讨会 

 

 

  

LECTURES

施一公 

清华大学 

Dr. Irving Weissman 
Stanford University 

李家洋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陈竺 

上海交通大学 

Dr. Melanie Cobb 
UT Southwestern 

Dr. Hans Clevers 
Hubrecht Institute 

KEYNOTE LECTURES 



 

 

 

 

NAMED LECTURES 

PLENARY LE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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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

术研讨会 

�

�

�

�

�

�

�

�

�

 

  

LECTURES

Presidential Award（左）：Keji Zhao，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The Kenneth Fong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中）：邵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Presidential Award（右）：陈列平，耶鲁大学 

大会共设立 50 个分论坛，邀请了来自北美及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264 位报告人，

围绕肿瘤生物学、免疫学、基因调控的基本机制以及神经生物学等多个和人类健康相关热点

内容分享各自最新研究成果。 

SESSION LECTURES 

AWARD 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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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

术研讨会 

 

�

�

�

�

�

�

�

�

 

  

特色活动 

主持人：Mien-Chie Hung 

从左至右: Dr. Wei Yang (NIH), Dr. Dihua Yu (MD Anderson ), Dr. Chuxia Deng 

(University of Macau, China), Dr. Mingjie Zhang (HKUST) 

主持人: Guo-Min Li 

从左至右:Dr. Yunbo Shi (Cell and BioScience), Dr. Valda Vinson (Science), 

Dr. Angela Eggleston (Nature), Dr. Dangsheng Li (Cell Research) 

WORKSHOP II：期刊编辑见面会 

WORKSHOP I：职业生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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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

术研讨会 

 

  

附属活动

墙
报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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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

术研讨会 

  

附属活动

展
位
展
台 

超过 30 家公司赞助并参与了大会 

演
出
活
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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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

术研讨会  

 

Xiaohong Ruby Xu 
University of Toronto 

Ruofan Yu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Jianjun Zhao 
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Fengbo Zhao 
Nanton University 

Ching-Wen Chang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Yu-Syuan Chen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Chun Gao 
Zhejiang University 

Pei Chuan Li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olly Liu 
Rockefeller University 

   

TRAVEL AWARDEES 



 

 

24 

学术交流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

术研讨会  

 

Qingzhe Wu 
Zhejiang University 

Xiaohong Ruby Xu 
University of Toronto 

Xi Huang 
University of Toronto 

Ruofan Yu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Cai Liang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g-Wen Chang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Sihui Li 
Zhejiang University 

Shengduo Liu 
Zhejiang University 

 

Qian Xiao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Jibo Wu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SIBS,CAS  

Chun Gao 
Zhejiang University 

Gaojie Song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Qian Zhang 
Zhejiang University 

Yu-Syuan Chen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Dong Teng Liu 
Xiamen University 

POSTER AWARD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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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

术研讨会  

志
愿
者
︵
浙
江
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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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学会积极响应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举办 2017 年科技活动周号召，有效整合资源，充分发

挥学会的社会职能，在全国各省市学会、学会各分支机构发出开展 2017年学会科普活动月倡议。5月

份共有 15 个省、直辖市 44 家高校实验室及医院结合自身特色举办相关主题科普活动。活动形式包括：

科普报告、实验观摩、展板介绍、疑问解答、动手操作、发放宣传手册、免费检测等。部分单位还免

费提供了诸如：植物标本馆、河北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山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等科普场馆。科普

受众包括：研究生、大学生、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社区居民等，共计 5000 人次，实现了公众了

解科学、科学走近大众的活动目的。学会共向开放实验室提供经费支持 3.94 万元，发放志愿者证书

300 余份。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总结表 

所

在

地

区 

所属分支机构 单位名称 
实验室

负责人 
科普内容/活动方式 

北

京

市 

临床应用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

分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天坛医院临床医学研究

实验室 

康熙雄/

王雅杰 

流式技术进展介绍 

“我是移液达人” 

PrimeFlow RNA 新技术介绍 

中医药生化分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生物化学实验室 
唐炳华 

基于心肌组织蛋白表达与心功能分析的中医

药防治心衰作用机制研究的常用方法普及 

临床应用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

分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田亚平 
出生缺陷：参观转化医学实验室和国内知名

专家及行业领先企业的讲座 

重

庆

市 

 重庆医科大学 刘 湘 科研技术培训 

广

东

省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高国全/

杨 霞 
肿瘤与血管新生 

贵

州

省 

 
贵州大学农业生物工程

研究院 
赵德刚 资源植物开发与利用 

 河北医科大学 韩 梅 “人体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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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河北医科大学 韩 梅 “神奇的蛋白质” 

辽

宁

省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与医

药学院 
张嘉宁 红海滩的植物奥秘 

中医药生化分会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脏

象理论及应用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贾连群 “微循环血流动态观测技术”科普讲座 

山

东

省 

 泰山医学院 秦树存 

1、制作相关的科研知识和科普知识的宣传

展板； 2、邀请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工作人

员，社区居民，教师，在校研究生、大学生

参加活动； 3、介绍各重点实验室的设置及

功能、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实验项目演示

等内容； 4、介绍各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的

研究方向及前景、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及社

会效应。 

上

海

市�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丁忠仁 血小板的秘密，你知道吗？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王 旭 模式生物斑马鱼的胚胎发育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

与细胞所 
侯法建 住在你身体里面的超级英雄 

 

上海交大医学院生物化

学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系/

上海市肿瘤微环境与炎

症重点实验室 

程金科 氧化与抗氧化的复杂性 

糖复合物专业委

员会 
复旦大学 陆豪杰 糖链结构探索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人口健康领域） 
詹丽杏 细胞极性与肿瘤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

海 
黄 晶 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与生活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生化与细胞所 
丛 尧 基于冷冻电镜观测生命中的生物大分子机器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生化与细胞所 
周兆才 

肿瘤发生及免疫应答的分子细胞信号机制及

结构生物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人口健康领域） 
李 于 健康饮食与合理运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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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生化与细胞所 
高 影 

能用激光抓住小球？还能用激光玩俄罗斯方

块？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生化与细胞所 
陈玲玲 神秘的生命密码——基因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生化与细胞所 
王恩多 蛋白质合成 

代谢专业委员会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雷群英 血液葡萄糖测定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生化与细胞所 
胡荣贵 细胞内蛋白质降解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生化与细胞所 
邹卫国 

我又长高啦！——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

PK 

核糖核酸

（RNA）专业委

员会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

生化与细胞所 
刘默芳 基因组中的“暗物质” 

 上海科技大学 朱焕乎 让线虫告诉我们该吃啥健康 

山

西

省 

 吕梁学院 杨卫民 
变废为宝，废物利用——核桃青皮（青龙

衣）的价值与妙用 

 
山西大学，生物工程山

西省重点实验室 
王 伟 

1、接待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的中学生、山西

农业科学院高粱所科研人员参观实验室；

2、植物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专题讲座。 

 
山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 
解 军 

认识三高，保护健康 

提高人口质量，预防出生缺陷 

生理学实验普及 

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 

被忽视的热带病 

糖尿病在你我身边 

陕

西

省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基

础医学院 
吕社民 哮喘与表观遗传 

 
西藏民族大学基础医学

院 
康龙丽 唾液中的淀粉酶 

 
第四军医大学分子医药

研究所 
韩 骅 

1、为同学们讲述科学发展历史；2、通过视

频、图片等多媒体载体进行科普报告； 

3、学生分组参观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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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

市感染性疾病临床重点

实验室 

冯继红 科研先导 服务临床 呵护肝脏 科普为尚 

 

西北大学/陕西省可降解

生物医用材料重点实验

室 

范代娣 类人胶原蛋白生物医用材料的开发 

 
陕西理工大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张 涛 

从“挑战天然”到“服从自然”——正视转

基因 

浙

江

省 

 

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浙江省植物次生代

谢调控重点实验室 

梁宗锁 

 
药用植物的组织培养 

 

 

为了更好地推进学会科普工作，经学会理事会讨论同意对以下单位进行奖励：  

2017 省市学会优秀组织奖（各 20000 元）： 

上海市、陕西省、山西省、北京市 

2017 分支机构优秀组织奖（各 10000 元）： 

临床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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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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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基于心肌组织蛋白表达与心功能分析

的中医药防治心衰作用机制研究的常

用方法普及——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生物化学实验室 

科研技术培训——重庆

医科大学 

出生缺陷：参观转化医学实验室和

国内知名专家及行业领先企业的讲

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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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肿瘤与血管新生——中山大学中山

医学院

资源植物开发与利用——贵州大学农

业生物工程研究院

“人体的奥秘”与“神奇的蛋白

质”实验室开放——河北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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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微循环血流动态观测技术”科普

讲座——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脏象

理论及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开放——泰山医学院 

红海滩的植物奥秘——大连

理工大学生命与医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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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细胞极性与肿瘤——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科院（人口健康

领域） 

住在你身体里面的超级英雄——中科院上海

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 

模式生物斑马鱼的胚胎发育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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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基于冷冻电镜观测生命中的生物

大分子机器——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 

糖链结构探索——复旦大学 

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与生活中的应

用——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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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能用激光抓住小球？还能用激光玩俄罗

斯方块？——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

化与细胞所 

肿瘤发生及免疫应答的分子细

胞信号机制及结构生物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

化与细胞所 

健康饮食与合理运动的重要性——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人口健康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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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血液葡萄糖测定——复旦大学基础

医学院 

神秘的生命密码--基因——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 

蛋白质合成——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科院生化与细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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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基因组中的“暗物质”——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 

细胞内蛋白质降解——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 

我又长高啦！--成骨细胞和破骨细

胞的 PK——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

院生化与细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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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细胞极性与肿瘤——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科院（人口健康领域） 

让线虫告诉我们该吃啥健康——上

海科技大学 

变废为宝，废物利用-核桃青皮（青

龙衣）的价值与妙用——吕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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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实验室开放——第四军医大学分子医药

研究所 

实验室开放——山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 

唾液中的淀粉酶——西藏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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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类人胶原蛋白生物医用材料的开

发——西北大学/陕西省可降解生

物医用材料重点实验室 

哮喘与表观遗传——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部基础医学院 

从“挑战天然”到“服从自然”--正

视转基因——陕西理工大学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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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药用植物的组织培养——浙江理工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浙江省植物次生

代谢调控重点实验室 

科研先导 服务临床 呵护肝脏 科普为尚——延安大学

附属医院/延安市感染性疾病临床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开放——生物工程山西省重

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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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流式技术进展介绍——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医学研究

实验室

“我是移液达人”——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医学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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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其他科普活动 

除实验室开放月之外，学会理事会和下属分支机构还积极参与组织了多种科普活动，不断丰富科

普形式，扩大了学会科普的影响范围，受到热烈好评。 

 
 
 
 
  

10 月 16 日，哈尔滨商业

大学药学院细胞与分子生

物学研究所阎力君教授课

题组举办了主题为“保存

生命的种子”（液氮）和

“微观世界游览”（电

镜）的科普活动。 

9 月 22 日，第六届全

国“跨学科蛋白质研

究”学术讨论会科普

活动走进了广州市黄

埔区玉泉学校，校七

年级、八年级的学

生、教师参与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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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其他科普活动 

  

上海地区，“生物化学”和“医学健康”两大学科的青少年科学社辅导活动 

9 月 16 日，山西省生化学会参加 2017

年全国科普开放日暨第十四届“科普三

晋”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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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引领 

 

 

中国科协技术协会学科发展类研究项目 
 2016 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项目——表观遗传学 

 2017 生命科学领域前沿跟踪研究项目——蛋白质科学 

 
2016-2018 中国科协学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子项目——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

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研究 

《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编撰 
 核酸相关词条：55 条，负责人：屈良鹄、贾弘禔 

 蛋白质相关词条 33 条，负责人：昌增益、周丛照 

 蛋白质组相关词条 23 条，负责人：昌增益 

 酶相关词条 5 条，负责人：周海梦 

 糖相关词条 3 条，负责人：查锡良 

 脂质相关词条 9 条，负责人：李伯良 

 激素相关词条 5 条，负责人：韩骅 

 维生素相关词条 2 条，负责人：韩骅 

 代谢相关词条 21 条，负责人：李蓬 

 代谢物组相关词条 9 条，负责人：汤其群 

 机构及期刊等相关词条 11 条，负责人：李伯良 

 人物相关词条 34 条，负责人：王恩多 

 基因组相关词条 15 条，负责人：杨克恭、陈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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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 
四期蛋白质组学技术培训班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讲师团队长期致力于蛋白质组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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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组学专业委员会共举办了四期蛋白质组学技术培训

班，分别为 4 月 26 日的第二期 CRISPR/Cas9 技术培训班，4 月 28 日的首届 MaxQuant 与 Perseus

精品培训班，8 月 22 日-25 日的第十期蛋白质组学技术与应用高级培训班和 11 月 7 日-11 日的第六期

蛋白质组信息学培训班。共培训来自全国 40 余家单位的近两百名学员。 

   

第二届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课公开赛暨优秀教师训

练营活动 

2017 年 10 月 27～30 日，第二届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课公开赛暨优秀教师训练营活动

在聊城大学（山东聊城）顺利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江苏三联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聊城大学主办，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教学专业委员会，聊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共同

承办。来自 17 个省市学会推荐的 21 名选手参加了微课公开赛。 

为推进国内各院校的教学工作，提高青年教师授课能力，本次会议在举办三联杯中国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微课竞赛决赛的同时举办首届优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师训练营活动，活动邀请了：

郑用琏教授（华中农业大学）、杨荣武教授（南京大学）、吴家睿教授（中科院上海生化与细胞研究

所）、王晓云教授（山东农业大学）、赵晶教授（空军军医大学）等 5 位国内一线名师进行了教学设

计策略方法等讲座并进行示范授课。来自全国各地 105 名教师代表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不仅为青年教师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更为所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师提供了

探讨教学思路、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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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2 名） 

赵 薇  宁夏医科大学 

尚丹丹  河北医科大学 

二等奖 （3 名） 

王 睿  北京理工大学 

葛振英  河南大学 

范树泉  聊城大学 

李 凌  南方医科大学 

 

名师示范教学 

“三联杯”第二届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课公开赛获奖选手名单  

三等奖 （15 名） 

蒋晓刚  西安交通大学 

储 俊  安徽中医药大学 

周 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王圣惠  聊城大学 

周海燕  湖南农业大学 

罗 姮  江苏科技大学 

伍 娟  江苏大学 

王 玮  华东理工大学 

黄海艳  复旦大学 

王 燕  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 

娜 琴  内蒙古医科大学 

王 媛  兰州大学 

余 波  南昌大学 

袁 军  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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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建设 
热烈祝贺王锐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华良研究员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7 年，中国工程院选举产生了 67 位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选举产生了 61 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 16 名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我学会常务理事蒋华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理事王锐教授

（兰州大学）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热烈祝贺汤其群教授担任《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副主编 

我学会副理事长汤其群教授受邀担任《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 JBC）副主编，成为该杂

志自 1905 年创刊以来的第一位中国籍副主编；也是继杜克大学王小凡教授之后，任职副主编的第二位华裔学者。 

  

蒋华良 院士 王锐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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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建设 

推荐人才 

获奖名单 

2017-2019 年度青年托举项目 

 黎彦璟 女 博后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朱平平 男 副研 郑州大学 

2016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许琛琦、李伯良团队——“基于胆固醇代谢调控的肿

瘤免疫治疗新方法” 

  

推荐评选项目 推荐人次

2017 创新争先优秀科技工作者宣传推荐 3 人次 

2017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1 人次 

2017 年第十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3 人次 

2017 年亚洲及大洋洲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联盟（FAOBMB）“优秀科学奖” 1 人次 

2017 年亚洲及大洋洲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联盟（FAOBMB）“转化奖” 1 人次 

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2 人次 

2017 年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 1 人次 

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1 人次 

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2 人次 

2017 年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 5 人次 

中国科协 2017 年度国家科技奖 1 人次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2017-2019 年度青年托举项目 2 人次 

中国科协《全球科技领军人才目录》推荐 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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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亚洲及大洋洲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联盟

（FAOBMB）执委会在北大举行 

2017 年 4 月 28 日，FAOBMB 执委会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体斋 Parkard 会议室举行。亚洲及

大洋洲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联盟的六位执委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

亚和泰国。FAOBMB 现任主席昌增益（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常务理事）组

织并参加了本次会议。我学会秘书长刘小龙（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和

现任亚洲及大洋洲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联盟中国代表周丛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作为观察员

也参加了会议。 

 

 

 

 

 

 

 

学会代表团参加台湾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2017 秋

令营学术活动 

应台湾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邀请，我学会代表团于 2017 年 11 月 17-20 日参加了其年度

秋令营活动。参加此次会议的我学会代表分别为学会理事长李林院士，学会副理事长许瑞明研究员和

昌增益教授，清华大学的俞立教授和戚益军教授，以及学会办公室主任孙晓丽女士。 

本次参会是基于台湾生化学会于 2016 年派代表团首次参加我学会全国生化大会时，双方所达成

要增加学会交流的一致意见后的一次交流。俞立教授、昌增益教授、许瑞明研究员、戚益军教授在参

会期间分别做了精彩学术报告，此外，双方还就未来的学会交流方式和内容等进行了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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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代表参加在日本神户召开的 FAOBMB 全体理事会及

第 26 届学术年会 

2017 年 12 月 6-9 日 FAOBMB（亚洲及大洋洲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家联盟））第 26 届学术年

会在日本神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大约 8000 人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之前的 12 月 5 日举行了 FAOBMB 全体理事会会议，深入讨论了由 21 个国家或地区组

成的该国际学术组织发展的各个方面。FAOBMB 现任主席，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会副理事长昌增

益教授（北京大学）主持了这次会议，常务理事周丛照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参加了这次会议。国际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会联盟（IUBMB）侯任主席王惠钧教授（台湾中研院）也参加了会议。 

初步拟定于 2022 年 FAOBMB 成立 50 周年之际举行的第 29 届学术年会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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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社会 
  

福建厦门���5 月 6 日 

酶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陈清西教授

带领部分学会成员以及厦大本硕博学生

来到了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进行了实地

调研考察，与当地农民进行生化技术交

流互动，促进产学研合作，为当地农业

生产解决实际性问题。 

山东济宁���11 月 17 日�

酶学专业委员会王禄山委员一行参

观了济宁高新区举办“加强产学研合

作，拓展学生就业方向”主题活动，就

生物医药合作研发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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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海南省第九届生命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2017.07.07-08，海口 

 海南省生命科学联合体由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会、生理科学学会、遗传学

会、微生物学会、免疫学会、解剖学

会、海南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组成； 

 海南省各市县近 200 名会员代表参加。

河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学术

研讨会，2017.07.14-16，沧州 

 临床、基础两个分会场合二为一，促进

临床和基础两方面专家学者的交流； 

 设有青年科学家和博士生论坛； 

 参加会议的代表 160 余人。 

第七届泛环渤海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 2017 年学术交流会，�

2017.08.21-23，长春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山

西省、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学会主办； 

 会议主题：“绿色、生命、健康”； 

 2 个主旨报告，13 个专题报告，论文

10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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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第二届京津冀脂代谢与血管生物医学

前沿论坛，2017.10.7-9，石家庄 

 由京津冀心血管疾病精准医学联盟（河

北）、河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

会和河北医科大学联合主办； 

 大会主题：“脂质与血管，代谢与疾

病”。 

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学

会第十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暨

2017 年学术报告会，2017.09.22，上海

 2 个大会报告、15 个青年报告； 

 参会代表 120 余人。 

第三届华南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暨 2017 学术交流会，�

2017.11.16-18，南宁 

 广西、广东、海南和深圳市“三省一

市”的学会共同举办； 

 会议主题：“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技

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20 余家单位共 300 多名代表参加。 



 





序号 会议名称 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全国学术会议

1 首届中国 Top-down 蛋白质组学技术研讨会 围绕目前蛋白质组学的热点领域——Top-down 蛋白
质组学技术等，进行学术交流和成果分享 2018 年 4 月 300 北京 徐平 010-80727777-1314

2 首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国际化（在华留学生）
教学研讨会

在华留学生的教学探讨 2018 年 4 月 60 广州 李凌 18680280210

3 第十届全国核糖核酸（RNA）学术研讨会 学术研讨，同期举行 RNA 战略研讨会 2018 年 6 月 宁波 屈良鹄 020-84112399
4 第六届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研讨会 授课内容的科学设计、精准传授、生动引导 2018 年 7 月 200 福州 汪世华 13859091906

5 第六届计算蛋白质组研讨会 围绕计算蛋白质组学研究热点组织领域内相关学者进
行成果分享与讨论交流 2018 年 7 月 200 北京 徐平 010-80727777-1314

6 全国糖生物学学术会议 国内糖复合物研究报告、交流 2018 年 7-8 月 400 上海 江建海 021-54237660
7 国际糖基转移酶会议 国际糖基转移酶研究报告、交流 2018 年 7-8 月 600 青岛 李国云 532-82031615

8 2018 全国中医药生化学术会议 生化与中西医并重 2018 年 8 月 200 内蒙古 冯雪梅 /
扈瑞平

13708089868/
18686048895

9 全国海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术会议 学术研讨 2018 年 8 月 宁波或连云港 何培民 15692165272

10 农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第 9 届全国代表大
会暨第 17 次全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学术研讨，同期举办第 9 届青年论坛 2018 年 10 月 230 长沙 许雷 010-82109695

11 第十三届全国脂质与脂蛋白学术会议 学术研讨 2018 年 10 月 500 重庆 黎健 010-58115048

12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
会暨 2018 年全国学术会议

全国生化学术大会 / 会员代表大会 / 理事会换届 2018 年 10 月
25-28 日 2000 重庆 学会办公室

021-54921088/
54922818（学术）、

021-54921090（招商 )

13 第十届中国蛋白质组学大会 蛋白质组学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15-17 日 1000 广州 徐平 010-80727777-1314

14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分会学术年会

学会成员及相关专业人员学术交流 2018 年 12 月 100 北京 康熙雄 010-67096881

15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工业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分会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威海 王凤山 0531-88382589

16 首届精准医学转化学术研讨会 学术研讨 2018 年 苏州 蒋澄宇 010-65105067
17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医学生化教学会议 教学研讨交流 2018 年 哈尔滨 蒋澄宇 010-65105067
18 第三届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精准医学论坛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2018 年 200 待定 王绿娅

19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
学术年会

学术研讨 2018 年 待定 吕建新 0577-86689805

省市生化学会学术会议

1 泛环渤海地区九省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年会 2018 年 7 月 乔明强 022-23503692

2 2018 年河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学术年会 河南省生化学术会议 2018 年 8 月 300-
400 郑州 翟文杰 13783620350

3
河北省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将围绕检验技术、基因科技、生化与分子生

物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等生命科学学术前沿和技术进
展展开交流与研讨。

2018 年 8 月 200 保定 聂磊 15100313798

4 检验专业生物化学年度教学研讨会 生化检验教学研讨，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2018 年 8 月 210 遵义 钱士匀 13907578972

5 第四届磷脂信号分子专题研讨会 本项目拟通过学术交流来促进学科发展，为磷脂信号
分子研究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 2018 年 8 月 50 北京 陈曦 88398584

6 上海市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2018 年学术报告会 大会报告，青年报告 / 实验室参观 2018 年 9 月 21 日 200 上海 王一倩 021-54922818

7

第三届京津冀脂代谢与血管生物医学前沿论坛 大会将邀请国内外专家就本领域热点和前沿问题作综
述和专题报告，以加强本地区脂代谢与血管生物医学
科研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成果转化与应用，
推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2018 年 10 月 250 石家庄 聂磊 15100313798

8 第十届海南省生命科学联合学术会议 生命科学研究进展 2018 年 10 月 250 海口 李孟森 1315896966
9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术语定义准确性研讨会 制定出第一批需要定义的专业术语目录 2018 年 10 月 30 北京 周春燕 82802417

10 单细胞测序技术在细胞图谱解析中应用交流会 了解和掌握单细胞测序技术的最新进展和应用领域 ;
促成相关领域研究人员达成合作意向 . 2018 年 11 月 40 北京 余佳 010-65105098

11 北京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邀请当年突出科研学者做学术报告，介绍新成果、新
方法 2018 年 11 月 200 北京 蒋澄宇 010-65105067

继续教育和培训

1 分子生物新技术培训班 2018 年 吕建新 0577-86689805
2 第三期 CRISPR/Cas9 技术培训班 CRISPR/Cas9 技术培训 2018 年 5 月 100 北京 徐平 010-80727777-1314
3 第十一期蛋白质组学技术与应用高级培训班 蛋白质组学技术与应用培训 2018 年 8 月 100 北京 徐平 010-80727777-1314
4 常用实验室技术原理及实践培训班 旨在提高研究生及相关科研人员常用实验技能 2018 年 10 月 60 北京 王雅杰 010-67098543
5 第六期蛋白质组信息学培训班 蛋白质组信息学培训 2018 年 11 月 100 北京 徐平 010-80727777-1314

科普活动

1

“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论文竞赛”的辅导工作 组织部分专家对湖南等边远地区省属高校和其它欠发
达地区的农业院校进行“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论文
竞赛”的辅导工作，以全面提升相关院校大学生的创
新研究能力

2018 年 待定 赵德刚 / 许雷 0851-8292056/010-
82109695

2 探索血小板的奥秘 血小板及其功能的科普介绍 2018 年 5 月 12 日 10 上海 潘冠星 15221909831
3 饮食对血脂的影响 人体皮脂率及血脂测定 2018 年 5 月 12 日 10-15 上海 倪虹 15250082314

4 斑马鱼的胚胎发育和疾病模型 20 分钟讲座和 40 分钟显微镜和解剖镜观察（转基因）
斑马鱼 2018 年 5 月 12 日 30 上海 王旭 18964733506

5
实验室开放 组织 1-2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2 家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和 2-3 家大学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在实验室开放日
进行科普活动

2018 年 5-6 月 待定 赵德刚 / 许雷 0851-8292056/010-
82109695

6 肿瘤糖生物学 介绍糖链在肿瘤、中的诊断、治疗等作用 2018 年 7 月 50 上海 江建海 021-54237660

7

“神秘的基因”——科普及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河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为充分挖掘学会作
为一级科技团体的资源，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服务，推
动全民科普活动，面向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
活动。

2018 年 7 月 30 石家庄 聂磊 15100313798

8 探索神奇的细胞世界 , 体验科学之美 面向青少年儿童科普 2018 年 8 月 30 北京 王雅杰 010-67098543
9 高胆固醇血症 宣传高胆固醇血症基本知识与预防 2018 年 10 月 200 武汉 郑芳 87317802

10 2018 中学生科普活动 在年会期间由一线科研工作者介绍科研工作 2018 年 11 月 50 北京 郑晓飞 66931237
11 植物多糖的提取和应用 介绍植物多糖提取方法、临床应用等 2018 年 12 月 50 上海或杭州 江建海 021-54237660

组织工作会议

1 第五届酶学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研究讨论一系列重要工作事项 2018 年 4 月 待定 冯雁 021-34207189

2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
八次会议 2018 年 6 月 40 待定 学会办公室 021-54921088

3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一次
会议 2018 年 10 月 130 重庆 学会办公室 021-54921088

4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2018 年分支机构 / 省
市学会负责人会议 2018 年 10 月 50 重庆 学会办公室 021-54921088

5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
会 2018 年 10 月 26 日 1000 重庆 学会办公室 021-54921088

6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理事会 组织建设，工作讨论 2018 年 海南 蒋澄宇 010-65105067
7 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会议 2018 年 待定 吕建新 0577-86689805

2018 年活动计划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会员火热招募中 

目前会员人数已超过 10000，欢迎您的加入！ 

方式一：扫码关注学会官方微信，点击“加入我们”，

开始“登录注册”，在线注册并提交；

方式二：进入学会网页：http://www.csbmb.org.cn，在

线注册并提交。

地址：上海市岳阳路 319 号 31 号楼 A 座 210 室 

邮政编码：200031 

电子信箱：csbmb@sibs.ac.cn 

主页网址：http://www.csbmb.org.cn/ 

电话：021-54921088、54921090、54922818 

传真：021-54922818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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