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2019 年报

2019 年报

第十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次会议，2019 年 9 月 19 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第十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次会议
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第十四

报告》、《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产生说

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

明》、和《第十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产生说

上午 9 点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开幕。学会第

明》；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学会会费

十三届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

修改建议》、《学会章程》和《学会章程修改说

程金科教授主持了会议。104 名会员代表出席

明》。并经无记名投票，产生学会第十四届理事

会议并参与投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

会和第十四届监事会。

十三届理事长廖侃作《第十三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

副巡视员黄兴华、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部陈
怡文出席会议。
首先，程金科副理事长致开幕词，并对现场
的嘉宾和会员代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上海市科
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巡视员黄兴华致辞，对学
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更高的期望。接着，
会员代表大会正式开始。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理

十三届副理事长程金科主持会议并致

事长廖侃、副理事长程金科、副理事长仇子龙先

开幕词

十三届副理事长仇子龙作《学会章程修
改说明》

后作了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第
十三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学会会费修改
建议》、《学会章程修改说明》、《第十四届理
事会理事候选人产生说明》和《第十四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产生说明》。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常
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乐颖影主持了无记名投票环节。
会员代表通过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第十三届
理事会工作报告》、《第十三届理事会财务工作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巡视
员黄兴华致辞

现场投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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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青年学术论坛
2019 年 9 月 19 日，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学会 2019 年青年学术论坛于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胜利召开。本次论坛期间还成功召开了
学会第十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和第十四届
理事会一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学会第十四届理事
会的换届工作。

本次论坛共设置了 2 个青年新锐奖报告
和 12 个青年非 PI 报告，展示墙报 15 张。来

十三届理事长廖侃颁发“2019 年青年新

自上海各科研院所与高校的 106 名师生参加了

锐奖”

墙报交流

论坛。学会“2019 年青年新锐奖”获奖者上海
科技大学研究员陈佳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邹
强教授分别作了题为“胞嘧啶脱氨酶介导基因
编辑的分子机制与应用”和“Metabolic
control of CD8+ T cell antitumor functions

颁奖仪式

by acylglycerol”的青年新锐报告。经学会专
家的现场评分，本次论坛共产生“报告新人奖”会议现场
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
墙报奖 8 名。

第十四届理事会一次全体会议
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第十四届理事会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中午 12 点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召开。共有 29 名学会理事和 1 名监
事出席了会议。
首先，由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长、第十四届监事会监事廖侃研究员作
“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长候选人人选产生说
明”。理事会举手通过了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
长候选人人选，并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第十四届理事长、副理事
长、常务理事、秘书长（具体名单见附件）。
接着，由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长程金科教授提名学会副秘书长人选。经理
事会举手表决通过了“聘任乐颖影研究员和王一倩副高级工程师为学会第十四
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的决定”。会上还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成立了学会第十四届
理事会党工组。
最后，理事会就学会下一届的工作安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形成相关决
议。

1. 将“教育科普工作委员会”和“技术咨询工作委员会”
进行整合，改为“科创科普工作委员会”和“教育咨询
工作委员会”；
2. 2020 年青年学术论坛召开地点确定为：华东理工大学；
3. 积极承办、协办理事单位的专题性学术会议；
4. 继续开展“青少年科学社辅导工作”和“实验室开放
月”活动，并组织专家进校园开展科普讲座；
5.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开展基因编辑技术、成像技术、标记
技术等前沿技术培训活动；
6. 积极配合上海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工作，承办 2020
年中学生物教师培训工作。
7. 设立并更新理事单位会员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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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基因编辑培训班
2019 年 8 月 27 日-28 日，来自上海、
山西、北京等地高校、研究所与企业的 21
名学院齐聚上海，参加了由学会主办的“第
二届基因编辑与基因治疗研讨班”。
本次研讨班以“基因编辑与基因治疗”
为主题，邀请到了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仇
子龙研究员、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所李
轩研究员、上海科技大学陈佳教授、华东师
范大学吴宇轩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李大力
教授、中科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李劲松研究
员、中科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
所杨力研究员、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程田

青少年科学社课题辅导活动
2018 年辅导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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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站 2018 年共
辅导生物化学类课题 37 个，医学健康类课题 42 个。在“34 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中取得了以下成绩：
生物化学组：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11 名，三等奖 17 名
医学健康组：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7 名，三等奖 27 名
全国大赛三等奖 1 名。

2019 年辅导工作

林助理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组

上海青少年科学社——上海市生物化

研究所左二伟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

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科学种子辅导站 2019

研究所周昌阳助理研究员和上海健康医学院

年 8 月-2021 年 1 月共安排辅导 9 次，中期

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久辉教授等 11 位主讲
人。主讲人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并结合目前

考核 1 次。辅导生物化学类课题和医学健康
类课题共 60 个。

的前沿科研进展，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的
角度向学员们详细介绍了多种 DNA 与 RNA
编辑工具及其在科研与临床中的应用情况。
活动期间，学习氛围浓厚，可以深切感

赴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交流
4 月 12 日，学会常务理事会专家、工作人员一行 11 人赴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

受到学员们对该领域的极大热情与兴趣。通

司开展调研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学会智库助力国有品牌”为主题，参观了宁波永新光

过学员与主讲人之间近距离的互动与学术探

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情况并召开座谈活动。

讨，活动到达了很好的交流效果。经过两天

交流会上，企业总工程师介绍了公司的发展情况、发展理念、发展规划以及目前市场

高强度的学习与交流，相信每位学员对基因

开发情况，用详实的数据分析了目前中国光学显微镜的行业状况，同时指出中国科学仪器

编辑技术及其发展前景都有了更加深入与全

的三大窘境：企业小而散、同质化和价格战、国产化替代的技术力差距等问题。随后，学

面的认识。希望他们带着收获，也带着问

会常务理事会专家参观了工厂生产显微镜的情况，大家在参观过程中就目前国有显微镜的

题，回到工作岗位做出自己优秀的研究成

优缺点进行探讨，介绍了教学、科研一线目的不同带来的不同需求，未来生物领域的显微

果。也期待我国在基因编辑领域能有更多的

镜产业发展、如何获取相应市场份额提出了建议。

顶级科研成果涌现。

本次活动促成了生产者和使用者双方的深入沟通和交流，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学会第一个“学会服务站”，并当场促成了企业和部分高校、研究所的进一步合作，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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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向各奖项推荐人才数量
第十六届上海市科技精英，1 人次
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 人次
2019-2021 年度青年托举工程，2 人次
第十六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4 人次

华东六省一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会联盟 2019 年学术与教学交流会

2019 年度“两院院士候选人”，1 人次
2019 年“最美科技工作者”，1 人次
2019“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4 人次
2019 年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1 人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王恩多

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1 人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李劲松

我学会青年教师在第三届“三联”杯全
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课程公开赛
中取得好成绩
卢小玲

海军军医大学

二等奖

莫 炜

复旦大学

三等奖

7 月 12-15 日，华东六省一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联盟 2019 年学术与教学
交流会在江西省宜春市召开。本次会议由华东六省一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联盟
（安徽、福建、江苏、江西、山东、上海、浙江）主办，江西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宜春学院医学院、南昌大学医学部联合承办。来自华东六省一市 30 多所高等
院校近 240 位教师和同学代表参加了学术与教学研讨会。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
李林院士和副理事长林圣彩教授、中国细
胞生物学学会理事长陈晔光院士、华东六
省一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与
秘书长，以及南昌大学与宜春学院等相关
领导出席会议。江西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会秘书长严晓华教授主持开幕式；李
林院士、江西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理事长罗志军和宜春学院校长曾晓春分别在开幕式
致辞。陈晔光院士、林圣彩教授和复旦大学雷群英
李林院士开幕式致辞
教授分别以“肠上皮的稳态调控与功能”“AMPK
的时空调控机制及意义”“代谢异常和肿瘤发生”
为主题作主旨报告。会议还特设教学报告专场与青
年学术报告专场。来自华东六省一市的 27 位代表在大会中交流了他们在科研和教学
方面的成果与经验，分享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技术发展、临床应用，以
及教学相关的最新进展。本次会议共收集会议摘要 79 篇，其中科研论文摘要 64 篇，
教育教学交流摘要 15 篇；展示墙报 21 个，其中科研论文墙报 17 个，教学交流墙报
4 个。经专家组评审，共评选出优秀教学报告 2 个、优秀青年学术报告 2 个、优秀墙
报 3 个。

会议期间召开了华东六省一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联盟理事长、秘书长联席
会议。会议回顾分析了本学科全国及各区域联盟举办学术会议的形势及未来华东学会联盟继续举办学术会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致同意将教育教学工作交流会作为未来会议的重要内容。会议听取了江西对 2019 年学术会议和教育教学交流会的筹备情况
和会议具体议程安排汇报，讨论了下一次会议的承办学会和地点，经过讨论，会议决定 2021 年的会议由山东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组织承办。
会议在热烈和祥和的氛围下顺利举办，为华东
六省一市从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科研与
应用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合作平台，
对促进华东六省一市，乃至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学科发展意义深远。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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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开放月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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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

显微镜-拉近你与科研的距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医 学院，程金

华东师范大学蛋白降解实验室，李晓涛

科、易

参与人数：30 人

静

参与人数：30 人

2019 年我学会“实验室开放月”期间
共有 25 个实验室展开了相关活动，共接
待参观者 400 余人。
今年我们为每位志愿者都准备了志愿
者证书，并授予每位参与者活动徽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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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肺护肺畅呼吸
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结核病（肺）重点
实验室，戈宝学
基因的奥秘

参与人数：30 人
转基因斑马鱼的胚胎发育
复旦大学代谢分子医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
室，王

旭

参与人数：30 人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潘东宁
参与人数：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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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编码 RNA 与人类疾病

蛋白质与人类健康

神奇的生物发光

中国科学院生 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 生物学研究

同济大学，郭占云

所，周小龙

参与人数：20 人

所，刘默芳
参与人数：15 人

参与人数：人

如何让动物发绿光？

认识蛋白质与核酸

中国科学院生 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 生物学研究

所，沈义栋

所，王恩多

参与人数：人

参与人数：人

生命中的糖化学
复旦大学，陆豪杰
参与人数：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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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动物学，多彩而又神奇的再生世界

多彩的细胞世界

小线虫 大科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荆 清

复旦大学，雷群英

上海科技大学，朱焕乎

参与人数：30 人

参与人数：10 人

参与人数：人

大脑的秘密——神经连接是怎样形成的

糖链与肿瘤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

上海科技大学，邹
参与人数：15 人

燕

动物科学助力人类健康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兽医生物技术重点实验

复旦大学，陆豪杰

室，孙建和

参与人数：12 人

参与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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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冷冻电镜观测生命中的生物大分子机
器
中国科学院生 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
所，丛

尧

8

细胞的命运决定；代谢异常与疾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钟

清、赵

身高的秘密
倩

参与人数：15 人

华东师范大学，罗 剑
参与人数：20 人

参与人数：20 人

带你走进蛋白质的微观世界
神奇的“棕色脂肪”
复旦大学，汤其群
参与人数：15 人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汤其群、莫
参与人数：20 人

炜

海绵来源的创新药物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林厚
文
参与人数：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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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饮酒引起的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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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获得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柯尊记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党永军

参与人数：30 人

参与人数：10 人

2019 年省市学会优秀组织奖 一等奖

2019 年实验仪器、生化

2019 年中学生物教师暑

试剂、耗材展示会

期专题培训

由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主办，中国生物器材网与
上海实生西巴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承办的“2019 年实验仪器、
生化试剂、耗材展示会”兹定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17 日在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大楼举办。
展示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多届，旨在方便上海生命科学院研究院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提高教师培养层次，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建设，“2019 年中学生物教师暑期专题培训”于 6 月 29 日在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开班。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陈晓亚，上海市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中科院上海生科院副院长廖侃等出席开班式。

各所实验室的采购与订货，为企业提供与生科院科研工作者的交流

本次培训为

平台。届时，我们将邀请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周边

期 7 天，由上海

院校、医院及有关单位的相关人员前来参观、洽购。

市科协与上海市
教委联合组织，
由上海市科协生
命科学联盟负责
实施。培训期间
有来自复旦大学、
上海交大、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等高校、科研院所的教授、研究员进行授课，
专业齐全、阵容强大，包括入选“2018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成果，成
功实现克隆猴“中中”和“华华”的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孙强研究
员，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的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课题组覃重军研究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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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理事会名单
党工组 ：陈剑峰

程金科*

乐颖影（*为组长）

理事长 ：程金科
副理事长：陈剑峰

雷群英

李晓涛

仇子龙

杨

弋

常务理事：（以姓名拼音顺序为序）
陈 佳

陈剑峰

程金科

葛高翔

韩泽广

乐颖影

雷群英

李晓涛

仇子龙

王

文 波

杨 弋

钟建江

平

秘书长 ：陈剑峰
副秘书长：乐颖影（兼职）王一倩 (专职)
理事名单：（以姓名拼音顺序为序）
蔡时青

常 芳

陈 佳

陈剑峰

陈玲玲

程 红

程金科

丁秋蓉

葛高翔

郭占云

韩泽广

胡荣贵

贾 睿

开国银

柯尊记

乐颖影

雷群英

李晓涛

马欣然

孟

钱友存

仇子龙

任宇红

邵 雷

唐雪明

王 平

王 旭

文 波

吴蓓丽

肖意传

严亚贤

杨巍维

杨 弋

余 巍

张智顺

赵 倩

钟建江

朱建国

朱融融

朱小立

清

第十四届监事会名单
监

事 ：廖 侃*

荆 清

杨 青（*为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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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