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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理事会三次全体会议，2017 年 3 月 30 日，同济大学

上海市 2017 年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青年学术论坛圆满召开
2017 年 9 月 20 日，上海市 2017 年生物

甜（上海科技大学）；二等奖为高晓（华东师范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青年学术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

大学）、杨秀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陈晓

生命科学学院圆满召开。本次论坛由上海市生物

芳（上海生科院（人口健康领域））、许杰（上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和苏传斌（复旦

学院和上海市王应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展

大学）；三等奖为贾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

基金会联合主办。

础医学院）、肖晗（上海交通大学）、杜艳华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会理事长廖侃研究员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助理秦国利教授致辞。本次论坛吸引了来自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生科院等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 200 名参
会人员。
论坛精心组织了两场大会报告和十五场青年

（同济大学）、赵爽（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
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黄佳琳（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王兆飞（上海交通大
学）、宋丽莉（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和李鹏（上
海市农业科学院）。
本次论坛同期还举办了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

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现有会员

学学会理事长廖侃研究员主持，下午的报告由上

逾 1000 名，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术历

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华东师范

史悠远，实力雄厚。本次论坛为青年科研人员搭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晓涛教授主持。大会报告

建了合作交流的平台，对增强其科研能力和加深

人分别是来自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学术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的罗剑教授。论坛最后，由评委专家选出本次论
坛的学术报告新人奖。一等奖为邢宇航（中科院
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和华

论坛现场

子生物学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四次全体会议。

报告。上午的报告由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的仇子龙研究员和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医学研究所

大会合影

上海市科协第十五届学术年会
优秀组织单位

一等奖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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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学会联合会
2017 年学术交流会
2017 年 10 月 27-29 日，由华东地区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联席会议主办，安徽省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协办，并得到了安徽省科协等单位大
力支持的“华东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2017 年学术交流会暨华东地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学会联席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主题
为“生物化学与前沿交叉”，来自华东六省一市
的 250 多位师生参加了此次盛会。

大会开幕式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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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务处处长周丛照教授主持。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副校长王晓平教授致欢迎辞，对参会
代表、嘉宾和会务人员等表示热烈欢迎和
衷心感谢，王晓平副校长向与会嘉宾简要
介绍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本情况，并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副理事
长第二军医大学焦炳华教授代表全国生化
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

与分子生物学领域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suppressive role”的大会主旨报告。

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联席会议
自成立以来开展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本次会议的承办单位
安徽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和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筹备工作表
示感谢。焦炳华副理事长还对联席会议今
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
简短而热烈的开幕式后，上海交通大学
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

陈国强院士做主旨报告

院士做题为“Nuclear PTEN regulates
alternative splicing to link Golgi
rxtension and secretion for its tumor

在随后的两天里，来自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热烈祝贺，他对近年来华东地区生物化学

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华侨大学、南昌大学及福
建师范大学等高校 20 多位知名教授、专
家向大会报告了各自实验室最新的研究成
果。大会还特意开设了青年科学家论坛，
为华东地区年轻的研究人员搭建了展示平
台，来自各地的 16 位年轻学者报告了各

安徽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王晓平教
授致欢迎辞

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
处长周丛照教授主持

自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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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成立
由科协学术部牵头，联合了上海市植物
学会、上海市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
会、上海市细胞生物学学会、上海市微生物

我会通过 2017 年上海市科协星级学会复查
我会 2015 年通过上海市科协星级学会评估升级为三星级。按照科协规定，每两年复
查一次。

学会、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上海市遗传学会、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上
海市神经科学学会、上海市昆虫学会、上海
市生物信息学会 10 家学会成立了上海市科
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
2017 年 7 月 26 日，召开了上海市科
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工作机构工作会议。主
要讨论了生命科学学会联盟的章程、轮值顺
序、2017 年-2018 年工作内容等事宜。
上海市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轮值顺序表


2017.8.1-2018.7.31
上海市细胞生物学学会
上海市遗传学会



2018.8.1-2019.7.31
上海市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上海市植物学会



2019.8.1-2020.7.31
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上海市微生物学会



2020.8.1-2021.7.31
上海市神经科学学会



学会会徽（Logo）征集评选结果出炉
经过数月的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徽（Logo）征集活动顺利落下帷幕。

上海市昆虫学会

截止至 3 月 31 日，本次活动共有 62 位投稿者参加，学会共计收到投稿作品逾 80 件。

2021.8.1-2022.7.31

感谢积极参与本次学会会徽征集活动的每一位投稿作者。经学会理事会讨论后投票，根据

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

最终投票数从高到低选出三个作品，其中得票最高者为中标 LOGO，其余两个为入围

上海市生物信息学会

LOGO。现将最终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中标 LOGO 作者：林正贵 LOGO 名称：沪上明珠
入围 LOGO 作者：陈武强 LOGO 名称：“生”机勃勃
入围 LOGO 作者：吕笔锐 LOGO 名称：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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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增补理事两名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

胡荣贵研究员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王旭青年研究员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上海市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
“微生物组研究”学术会议

及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推选
程金科

上海交通大学

代表、委员

仇子龙

中科院神经所

代表

雷群英

复旦大学

代表

我学会青年教师在第二届三联杯中国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课公开赛微课竞赛中
取得好成绩
黄海艳

复旦大学

三等奖

王 玮

华东理工大学

三等奖

学会向各奖项推荐人才数量
第十五届上海市科技精英，1 人次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1 人次
2017 年青年托举工程，8 人次
全球领军人才目录，12 人次
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2 人次
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2 人次
获得 2017 年青年托举工程资助，1 人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黎彦璟

赵国屏院士做评述报告

2017 年 9 月 27 日，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生
命科学学会联盟主办、上海市微生物学会协办的
“微生物组研究”学术会议在上海科学会堂一号楼
一楼枫丹白露厅顺利举行。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
态研究所研究员赵国屏院士、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蔡永莲副主席、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上
海市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轮值主席卢大儒教授等
专家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议，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
院副院长、上海市微生物学会秘书长郭晓奎教授主
持本次会议。
赵国屏院士首先就微生物组和微生物系统组做
了评述报告，他提出了“微生物系统组”的概念，
即“所有”微生物个体以及各种微生物群体成员的遗传信息及相关生物学结构功能的
集合；对微生物组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性的概括，并分析了该领域目前面临的挑战
和机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房静远教授、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
所徐健研究员、上海海洋大学国际海洋研究中心方家松教授、厦门大学张锐教授、华
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宁康教授、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职晓阳研究员等从
微生物组研究的科学问题到微生物组研究手段和数据处理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此次“微生物组研究”学术会议是上海市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成立后的第一次
学术活动，其圆满召开是联盟成立的第一个成果，为今后起到了示范作用。

学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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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开放月
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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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生物斑马鱼的胚胎发育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王旭
参与人数：20 人

糖链结构探索
复旦大学，陆豪杰
参与人数：24 人

2017 年我学会“实验室开放月”期间
共有 18 个实验室展开了相关活动，共接
待参观者共计 312 人。这是学会至 2015
年首次开展该活动后的第 3 个年头。
今年我们为每位志愿者都准备了志愿
者证书，并授予每位参与者“实验操作小
能手”称号，鼓励青少年学生通过互动式
的体验感悟科学的奇妙乐趣，受到了广大
中小学生和社会人士的欢迎和好评。
血小板的秘密，你知道吗？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丁忠仁
参与人数：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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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法建

氧化与抗氧化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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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人数：32 人
细胞极性与肿瘤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人口健康领
域），詹丽杏
参与人数：10 人

参与人数：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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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晶
参与人数：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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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冷冻电镜观测生命中的生物大分子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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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饮食与合理运动的重要性

神秘的生命密码 - 基因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人口健康领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陈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丛

域），李于

玲玲

尧

参与人数：10 人

参与人数：21 人

参与人数：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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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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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兆才
参与人数：18

参与人数：10

蛋白质合成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王
恩多
参与人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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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葡萄糖测定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雷群英
参与人数：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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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让线虫告诉我们该吃啥健康
上海科技大学，朱焕乎
参与人数：6

卫国
参与人数：30

细胞内蛋白质降解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胡
荣贵
参与人数：6

基因组中的“暗物质”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刘
默芳
参与人数：10

获得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2017 年省市学会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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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少年科学社辅导活动
2016 年辅导工作成果

2017 年辅导工作

上海青少年科学社——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科学

上海青少年科学社——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科学种子辅

种子辅导站 2016 年共辅导生物化学类课题 35 个，医学健康类课

导站 2017 年 9 月-2018 年 1 月共安排辅导 12 次，中期考核 1 次。辅导生

题 40 个。在“32 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取得了以下成

物化学类课题和医学健康类课题共 63 个。

绩：
生物化学组：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9 名，三等奖 6 名
医学健康组：一等奖 7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4 名
推荐全国大赛 1 名
课题名称

领域

参赛人

关于使用纤维素酶提升散瘀草治愈外伤效果

医学与健康学

黄顾浩天

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紫竹校区

科学家进校园活动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索金龙博士前往徐汇
机关建国幼儿园做《骨骼的健康发育与身高的秘密》科普
活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思宇教授前往上海中学做《选择性
注意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科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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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第十三届理事会名单
党工组 ：程金科*

何培民

乐颖影（*为组长）

监

汤其群*

张大兵（*为监事长）

事 ：陈国强

理事长 ：廖 侃
副理事长：程金科

丁建平

雷群英

何培民

仇子龙

常务理事：（以姓名拼音顺序为序）
程金科

丁建平

韩泽广

何培民

乐颖影

雷群英

李晓涛

廖 侃

仇子龙

沈

杨 弋

钟建江

朱 臻

旭

秘书长 ：雷群英（兼）
副秘书长：乐颖影（兼职）王一倩 (专职)
理事名单：
蔡时青

陈付学

陈玲玲

程金科

仇子龙

丁建平

冯 英

郭占云

韩泽广

何培民

胡红雨

胡荣贵

黄才国

荆 清

开国银

柯尊记

乐颖影

雷群英

李晓涛

廖

侃

刘建祥

刘小宇

孟 清

任宇红

邵

雷

沈 旭

孙 涛

唐雪明

王 旭

严亚贤

杨 青

杨 弋

张 毅

赵慕钧

赵

钟建江

朱建国

朱融融

朱 臻

倩

联系我们
微信公众号

021-54922818/1090/1088
ssbmb@sibs.ac.cn
www.ssbmb.org.cn
岳阳路 319 号 31A 楼 210 室
上海市，徐汇区，20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