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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概况

年度大事记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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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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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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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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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现有会员约 6600 人，下设 9 个工
作委员会和 18 个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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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代表选举产生下一届理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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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
届）于 2014 年 8 月选举产生，理事长为李林院士。学会每两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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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开放月
“脂”在金陵，促进中
西医结合转化医学发展
研讨会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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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和学术交往。

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三
次全体会议



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分会第二届全
体大会暨 2015 年学术
年会
2015 年第二届全国海
洋和陆地多糖多肽及天
然创新药物研发学术讨
论会暨海洋生物技术高
级论坛
蛋白质组信息学培训班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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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人工结晶牛胰岛
素 50 周年”生命科学
前沿论坛
 第四届吴宪吴瑞国际学
术研讨会暨第九届全国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年会
 2015 年全国中医药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
会会议
 2015 年工业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分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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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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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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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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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中国小核酸技术
与应用学术会议
第十二届全国酶学学术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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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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概况

年度大事记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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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丽

常务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昌增益 陈德桂 陈国强 陈润生 冯
蒋澄宇 蒋华良 焦炳华 李

雁 顾建新 韩

骅 华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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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建新 关一夫 郭

雁 高

刚 韩 骅 韩

旭 高国全 高艳锋 顾

军

梅 何凤田 胡维新 华子春

学会新网站上线
副理事长昌增益教授当
选为亚洲及大洋洲生物
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
联盟（FAOBMB）第
十六任主席
第一届海藻牧场与生态
修复国际学术会议暨第
二届绿潮研究国际研讨
会
第十一次全国基因功能
与表观遗传调控学术研
讨会
2015 年《自然》会议大数据时代的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成
立
青年教师生物化学教学
交流会
第五届全国“跨学科蛋
白质研究”学术讨论会
系列组织工作会议
第十二届全国海洋药物
学术年会
2015 年脂质代谢与器
官损害国际学术研讨会

黄

波 黄建忠 姜玲玲 姜晓峰 蒋澄宇 蒋华良 蒋宇扬 焦炳华

11 月

解

军 金




李

林 李根喜 李庆章 李越希 李

城 金国琴 金勇丰 库热西•玉努斯 雷群英 黎
钰 梁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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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核酸国际论坛
全国农业生化与分子生
物学第十四届学术研讨
会

12 月





会员月
生命组学与精准医学大
会暨第一届精准医学大
会
“系统生物学与精准医
学”的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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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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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重要决议
 2015 年院士候选人推荐工作
 成立“代谢专业委员会”
 “基因与基因组专业委员会”更名为“基因专业委员会”
 设立“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发展专项基金会”
 2016 年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大会的整体方案
 每年 5 月举办全国联动的科普月活动
 学会及分支机构网站建设
 制定《分支机构评估办法》
 落实分支机构财务统一管理制度

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
三次全体会议
1 月 28 日
上海

第十一届理事会
二次全体会议
10 月 23 日
泰安

2015 年分支机构
负责人会议
10 月 23 日
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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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分支机构换届情况
 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第三届理事会）
理事长：

康熙雄

副理事长： 郭 健 郝晓柯 姜晓峰 尚 红 申子瑜

 酶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
名誉主任：周海梦
主

任：冯 雁

副 主 任：陈冠军 陈清西 胡荣贵 吴嘉炜 杨 弋 赵世民
秘 书 长：杨 弋（兼）
副秘书长：牟 航 崔 莉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第七届编委会）
顾 问：林其谁 李载平 戚正武 强伯勤 童坦君 王琳芳 杨福愉 张乃蘅 张友尚 贾弘禔
主 编：周春燕
副主编：昌增益 汤其群 赫荣乔 柯杨 李 林 刘德培 焦炳华 尚永丰 隋森芳 朱卫国 郑晓飞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第六届理事会）
名誉理事长：王琳芳
名誉理事： 强伯勤 钱关祥 孙志贤 查锡良 缪时英
理 事 长：刘德培
副 理 事 长：陈国强 雷群英 田亚平 药立波 朱卫国
秘 书 长： 蒋澄宇

 蛋白质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施一公
前任主任委员：昌增益
副主任委员：陈国强 雷 鸣 裴端卿
秘 书 长：邵 峰
副秘书长：王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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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学术活动列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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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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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次，国际性学术会议 5 次，参与人数 4300 余人次，交流论文 1500 余篇。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规模

“脂”在金陵，促进中西医结合转化医学发展研讨会

2015.05.27-28

南京

150

2015.07.10-12

长春

320

2015.07.24-27

漠河

150

2015.08.05-07

上海

200

2015.08.10-12

北京

600

2015 年全国中医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会议

2015.08.19-20

兰州

50

2015 年工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年会

2015.08.27-30

恩施

150

第五届中国小核酸技术与应用学术会议

2015.09.12-14

昆山

300

第十二届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

2015.09.18-20

威海

150

2015.10.09

连云港

30

第十一次全国基因功能与表观遗传调控学术研讨会

2015.10.13-16

上海

200

2015 年《自然》会议-大数据时代的生命科学

2015.10.14-16

北京

300

青年教师生物化学教学交流会

2015.10.16

北京

20

第五届全国“跨学科蛋白质研究”学术讨论会

2015.10.16-19

济宁

200

第十二届海洋药物学术年会

2015.10.23-25

舟山

280

2015 年脂质代谢与器官损害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10.26-27

重庆

250

广州核酸国际论坛

2015.11.18-19

广州

400

全国农业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

2015.11.27-12.2

温州

300

生命组学与精准医学大会暨第一届精准医学大会

2015.12.11-13

北京

150

“系统生物学与精准医学”学术讨论会

2015.12.19-20

上海

150

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第二届全体大会
暨 2015 年学术年会
2015 年第二届全国海洋和陆地多糖多肽及天然创新
药物研发学术讨论会暨海洋生物技术高级论坛
“纪念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50 周年”
生命科学前沿论坛
第四届吴宪吴瑞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第九届全国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年会

第一届海藻牧场与生态修复国际学术会议
暨第二届绿潮研究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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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脂"在金陵，促进中西医结合转化医
学发展研讨会，2015.05.27-28，南京


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



刘德培院士做报告“心血管病转化医
学”



韩雅玲院士做报告“新型水蛭素衍生物
的临床研究进展”



黎健教授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申报成功的关键与策略”

2015 年第二届全国海洋和陆地多糖多
肽及天然创新药物研发学术讨论会，
2015.7.24-27，漠河
1.

海洋分会

2.

海洋与陆地生物活性物质与天然创新药
物及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3.

多糖、多肽研究与天然创新药物相关学
科间的相互渗透、交流与交叉融合

"纪念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50 周
年"生命科学前沿论坛，2015.8.5-7，
上海


青年科学家论坛



校友学术报告会



校友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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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第四届吴宪吴瑞国际研讨会、第九届
全国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年
会、第六届全国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联合学术研讨会，
2015.8.10-12，北京


医学生化分会、临床应用生化分会



纪念吴宪吴瑞教授的卓越贡献



为中青年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

2015 年工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
会年会，2015.8.27-30，恩施


工业生化分会



2015 新版药典的修订情况



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与技术问题

第五届中国小核酸技术与应用学术会
议，2015.9.12-14，昆山


核糖核酸专业委员会



为小核酸领域的国内科学家和国际同行
提供学术研究交流平台



为该领域的新药创制最新进展提供展示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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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第十二届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
2015.9.18-20，威海


酶学专业委员会



酶的结构与功能、疾病发生中的酶学、

药物发现中的酶学、生物催化及合成生
物学、酶学新技术方法等

第一届海藻牧场与生态修复国际学术
会议暨第二届绿潮研究国际研讨会，
2015.9.18-20，连云港



海洋分会



海藻养殖、海藻牧场与海藻生态修复等

第十一次全国基因功能与表观遗传调
控学术研讨会，2015.10.13-16，上海


基因专业委员会



DNA 功能调控、RNA 功能调控、基因
表达调控和表观遗传调控等学术内容

青年教师生物化学教学交流会，
2015.10.15-17，北京


教学专业委员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 PBL 教学
必要性、优缺点、形式、经验等

9

学术交流
第十二届海洋药物学术年会，
2015.10.23-25，舟山


主题：加快海洋创新药物研发，提升蓝
色经济发展水平



海洋药物发现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挑战、
问题、新成就和进展

2015 年脂质代谢与器官损害国际学术
研讨会，2015.10.25-27，重庆


交流了近年来在脂质代谢和器官损伤领
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探讨了相关研究领域前沿科学问题



代表了国际脂质代谢的最高水平

广州核酸国际论坛，2015.11.18-19，
广州


三位诺贝尔奖得主：
Jack W.Szostak 博士
Craig C.Mello 博士
Thomas A.Steitz 博士



十余位全球核酸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
家及企业家



近 400 名海内外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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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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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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学会科普活动月倡议。5
月份共有 15 个省、直辖市 31 家大专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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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科学馆、中医药标本馆等科普场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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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余人次，真正实现了公众了解科学、科学走近大众
的活动目的。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总结表
所在

所属分支

地区

机构

安徽

中国科技大学

省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

市
贵州
省

血管病医院

农业分会

教学专业

江省

委员会
中医药生
化分会

吉林
省

科普内容/活动方式

负责人
周丛照
等
胡盛寿

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5 年科技活
动周之科普展示
激发兴趣，探索“心”的领域——中国医
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主题科普活动

保护与利用省部共建教

赵德刚

贵州大学 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育部重点实验室

黑龙

省

实验室

贵州大学山地植物资源

农业分会

湖北

单位名称

脂质与脂
蛋白专业
委员会

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
佳木斯大学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教研室

张莉

朴金花

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诺奖百年与
生物化学”实验室开放日主题活动
现代生物技术成就生化工程梦想——佳木
斯大学 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
中医药生化分会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生物化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于英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武

周 新

“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

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涂建成

防治实验室开放日”——武汉科普活动

武汉轻工大学

刘志国

吉林大学国家级生物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滕利荣

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武汉轻工大学圆“脂肪酸与脂肪肝”科普
活动
放飞科技梦想——吉林大学国家级生物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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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教学专业

省

委员会

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
沈阳药科大学生命科学
与生物制药学院

辽宁

辽宁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省

(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室)
辽宁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临床基因组学实验室

万福生

张景海

毕竟

陈军建

山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张悦红

学实验室

山西
省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心血管疾病诊治及临床

边云飞

药理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教学专业
委员会

第四军医大学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

陕西

记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中心实验室 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沈阳药科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辽宁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神经退行性疾病
重点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辽宁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临床基因组学实
验室”开放日活动
山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心血管疾病诊治及临床药理山西省重点实
验室开放活动周

张英起

“生命与科学”——第四军医大学分子医

药立波

药研究所 2015 年主题科普教育活动

崔亚丽

西北大学 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夏海滨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5 年实验室
开放日活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5 年全国实验室开

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陈宏

放日”及“动物基因组与基因功能研究”
科普活动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基
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系
系统生物
学专业委
上海

员会

中科院系统生物学重点
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
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

李冬民

基因与脂肪肝——西安交通大学 2015 年全

吕社民

国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吴家睿

韩泽广

中科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科技开放日
活动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实验室
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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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分会

蛋白质专
业委员会

中科院神经所

王以政

上海大学

李根喜

四川医科大学

省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药物教研室“激活纤溶
系统物质的研究”科普活动
科普主题“神经系统疾病的动物模型”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专
业委员会”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傅俊江

开放周暨泸州四川医科大学医学基础研究
中心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教学专业
委员会
生物技术
专业委员

浙江

教研室

吴文惠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2015 年科技

四川

西藏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药物

会

“分子医学研究的秘密武器”——西藏民
西藏民族大学医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

吕建新

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院、生命科学学院

郑晓群

“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科普体验活动

吕正兵

普及动物学、植物学基础知识

学院

重庆

教学专业

市

委员会

族大学医学院 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主题活
动

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

省

康龙丽

温州医科大学基础学院

王建光

重庆医科大学

王继红

温州医科大学基础学院“生命的奥秘”科
普活动
重庆医科大学 2015 年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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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市学会优秀组织奖：
一等奖 安徽省（20000 元）
二等奖 陕西省 浙江省 吉林省（各 10000 元）
三等奖 辽宁省 湖北省 西藏自治区（各 3000 元）

分支机构优秀组织奖：
教学专业委员会、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各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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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科普展示——中国科技大学

实验室开放——贵州大学山地植物
资源保护与利用省部共建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基因与脂肪肝——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部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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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蛋白质与人类健康——上海交通大
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

激发兴趣，探索“心”的领域——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系统生物学漫谈——中科院系统生
物学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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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现代生物技术成就生化工程梦想
——佳木斯大学

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
管疾病防治——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和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糖尿病、心脑血管病
早期指标测定——山
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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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创新创业，科技惠民——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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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开放日——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实验室开放日——重庆医科大学

生命与科学——第四军医大
学分子医药研究所

放飞科技梦想——吉林大学国家
级生物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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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实验室开放月活动掠影

实验室开放日——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的奥秘——温州医科大学基础学院

诺奖百年与生物化学——东北农业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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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科普报告：泰安站
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学会理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邵峰、中
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许琛琦、复旦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教
授雷群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科学研究院教授程金科为当地学生做了精彩的科普性学术报告，
受到热烈欢迎。

2015.10.23 泰安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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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科普报告：济宁站
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专业委员会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跨学科蛋白质研究”学术
讨论会科普报告会在济宁医学院举行。北京大学跨院系蛋白质科学中心主任、蛋白质专业委员会主任
昌增益，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来鲁华，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颜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宏伟
等科学家分别作了题为《从熟鸡蛋变生鸡蛋谈起》、《我们为什么呼吸》及《一只蚊子引发的思考》
科普报告。

2015.10.17 济宁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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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建设
热烈祝贺学会会员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2 月 7 日下午，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2015 年中国科学院选
举产生了 61 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 12 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我学会常务理事陈国强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蛋白质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邵峰研究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国强院士

邵峰院士

推荐人才
推荐评选项目

推荐人次

2015 年院士增选

3 人次

中国杰出青年女科学家奖

1 人次

光华工程科技奖

1 人次

青年科技奖

2 人次

生命科学联合体“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6 人次

生命科学联合体“2015 年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5 人次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名单（连续资助 3 年，每人 15 万元/年）
赵玉政 男 1983.1 华东理工大学
徐薇 女 1983.07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张宸崧 男 1987.11 厦门大学
赵爽 女 19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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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永亮 男 1987.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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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
2016 年出版《IUBMB LIFE》中国专刊
本专刊是继 2009 年为纪念第 21 届 IUBMB Congress 在上海举行而出版《IUBMB Life》专刊后
的又一中国专刊。应 IUBMB 前任主席、《IUBMB Life》主编 Angelo Azzi 教授邀请，由北京大学昌
增益教授、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王志珍院士和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李林院士担任该专刊的客座主
编（co-guest editors）。本专刊将全部为综述文章，邀请近年在分子和细胞生物学领域获得突出成果
的中国科学家撰稿共约 12 篇，包括政策和历史类稿件，拟在 2016 年 8 月份之前出刊。

昌增益副理事长当选 FAOBMB 第十六任主席
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跨院系蛋白质科学中心主任昌增益教授高票当选
为亚洲及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sian and
Oceanian Biochemis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简称为 FAOBMB）第十六任
主席。他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担任该组织候任主席（Presidentelect）一年，然后担任主席三年（2017-2019），之后再任前任主席（Pastpresident）两年（2020-2021）。昌增益教授将是继林其谁院士之后第二位担任
该机构主席的中国大陆学者。

周丛照常务理事担任 FAOBMB 中国代表
经本届理事会推荐，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周丛照教授
担任亚洲及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sian
and Oceanian Biochemists and Molecular Biologists，简称为 FAOBMB）中国
代表。任期四年（201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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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合作
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成立
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由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昆虫学会、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学会、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中国生理学
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中国免疫学会等 11 家生命科学领域的全国学会联合发起成立，后又吸
纳了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中国神经科学学
会、中国解剖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等 7 家学会，未来将吸引更多生命科学领域全
国学会加入联合体，形成合力，协同发展，不断壮大和完善。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目前初步规划了 6
项功能，即搭建高水平学科交叉的学术交流平台、预测生命科学发展方向、规划并实施承接政府转移
职能工作、完善生命科学领域科技人才选拔培养评价体系、科学普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10 月 15 日

生命科学

学会联合体成立大会在
北京举行

12 月 14 日

生命科学

学会联合体主席团第二
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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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建设
信息化建设

10 月 9 日 学会新版网站上线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12 月 学会分支机构网站上线

筹备“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基金会”
根据 2015 年 1 月 28 日常务理事三次会议决议，学会将捐赠 200 万元给基金会作为注册资金。
基金会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国内外企业、民间团体、个人和其他合法单位捐赠的资金。基金会经费将
专门用于支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发展的项目，专款专用。
经常务理事中征集，基金会名称确定为“上海市王应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展基金会”。
目前相关事务正在审批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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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社会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湖南岳阳 9 月 14-15 日
对接专家：张耀洲、李素霞

吉林通化 11 月 18-20 日
对接专家：张景海、臧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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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第五届泛环渤海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学术交流会，2015.8.19-20，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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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代表 260 余人，论文摘要 100 篇

2015 年安徽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生物学学科建设
研讨会会议，2015.10.9-11，阜阳


专家学术报告；生化与分子生物的教

学、科研以及生物学学科建设

华东六省一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会 2015 年学术交流会，
2015.12.6-8，宁德


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会共同主办


与会代表 218 名，论文摘要 165 篇

第一届华南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联合年会暨 2015 年学术交流会
议，2015.12.17-19，深圳


由广东省、广 西省、海南省、深圳市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共同主办


参会代表 200 人，论文摘要 3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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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生化大会
大会网址 http://www.csbmb.org.cn/2016/

大会时间

2016 年 10 月 20-23 日

大会地点

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

大会主题
整体生物化学（Integrative Biochemistry）
 生物合成调控（Regulation of biosynthesis）
protein synthesis, transcription, RNA, epigenetics 等


生物分子动态分布（Dynamic localization）
signal transduction, membrane biology, ER/Mito 等



生物分子修饰（Modification of biomolecules）
ubiquitinylation/SUMOylation, glycosylation 等



代谢调控（Metabolic control）
glucose, lipid, amino acids 等



生物化学应用（Applied biochemistry）
chemical biology, drug screening, drug action 等



生物化学教学专场



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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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论坛，博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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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