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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2018年全国学术会议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5-28日在重庆市

召开，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主
办，重庆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重庆医科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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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学术会议主题为“多功能生物分

子”。来自全国332个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的18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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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26日上午9点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学会
第十一届理事长李林院士，学会第十
届理事长王志新院士，重庆医科大学
校长黄爱龙教授，学会第十一届副理
事长昌增益教授、林圣彩教授、隋森
芳院士、汤其群教授、许瑞明教授，
学会第十届副理事长吴家睿教授，以
及卞修武院士、陈国强院士、陈晔光
院士、李蓬院士、施扬院士、舒红兵
院士、徐国良院士、张明杰院士等专
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
三处生化学科李硕主任，JBC期刊团
队，台湾生化学会代表，以及来自全
国332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1800余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开幕式由学
会第十一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小龙
研究员主持。

刘小龙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第十一届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
物学研究所所长

李林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第十一届理事长，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院长

黄爱龙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

主持人 致 辞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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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良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
物学研究所

舒红兵 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

张明杰中国科学院院士

香港科技大学

卞修武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军军医大学

陈晔光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

10
月
26
日

10
月
28
日

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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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目
录



会议围绕大会主题相应设置了“生
物分子的相互作用、生物分子的定位
与功能、生物大分子修饰及其功能、
代谢调控网络、生物化学应用和生物
化学教育”等六个专题，共同分享了
105个专题报告，集中展示了近两年来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新方向新
进展。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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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第十一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小龙研究员主

持。李林理事长、刘小龙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昌增益副理
事长、汤其群副理事长分别向大会作了学会“第十一届理
事会工作报告”、“第十一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
“学会章程修改说明”、“会费修改说明”以及“第十二
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监事会候选人产生说明”。与会代
表认真审议并通过了第十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相关内容。
随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的选举。
第十二届理事会由140名理事组成，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

投票现场

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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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2018年分支机构/省市学会负责人会议

10月26日
第十二届理事会一次全体会议

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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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C期刊编辑见面会

名词委员会会议

特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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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余家公司赞助并参与本次大会，现场人
头攒动，气氛如火如荼。

展位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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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专题墙报吸引参
会者驻足讨论！

奖品丰富，种类多
样，现场气氛活跃，
参会者踊跃参加！

墙报交流——

抽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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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论坛”获奖名单

·林秀娟 台湾大学

一等奖 二等奖

·史 云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杨子岩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陈 徐 陕西师范大学

三等奖

·李玲婷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张建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胡平东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高庆祝 重庆医科大学

·王 侃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张彩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建婷 山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

·马晓丽 山西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王梅娜 南京师范大学

·邓堂刚 湖南大学生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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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论坛”获奖名单

·缪洪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一等奖

二等奖

·苏玉斌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王 玥 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

·任士芳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LI Wang  University of Macau

三等奖

·茅缪伟 华东理工大学

·余家钰 北京大学

·姜冬阳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肖娟娟 华中科技大学基础医学院

·刘 洋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陆 颖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卿小玉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汤 妍 复旦大学

·魏同佑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学研究所

·言 普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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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墙报奖”获奖名单

·朱金伟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LI Wang    University of Macau

·余家钰 北京大学

·方城力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黄朝阳 温州医科大学

·茅缪伟 华东理工大学

·刘 洋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汤 妍 复旦大学

·余 蒙 上海科技大学

·张建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吴 煌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王 玥 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

·欧文斌 浙江理工大学

·岳宏伟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肖娟娟 华中科技大学基础医学院

·陆 燕 上海科技大学

·王 梓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李 静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刘海洋 香港科技大学

·沈爱军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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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范佳奕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姜 熙 大连理工大学

·倪 哲 广西大学

·孙翔宇 北京大学

·王 梓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徐文飞 吉林大学

·余 蒙 上海科技大学

·张慧超 山西医科大学

·朱久玲 陕西师范大学

“叶慧兰基金青年学生参会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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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集基金青年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赵婧晖等 辽宁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张越锋等 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高 旭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孙志亮等 山东省潍坊医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玉英等 山西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朱淑华等 四川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张国新等 山东省潍坊医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何 磊等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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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普洛麦格生物化学奖”获奖名单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许琛琦 研究员 周 斌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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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杰出研究论文奖”获奖名单

杨 力 研究员

邵 峰 研究员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林圣彩 教授

厦门大学

施一公 教授

清华大学

2014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中科院-马普学会
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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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重庆医科大学的可爱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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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学术会议预告：

10月24-27日 山西太原

期待与您再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