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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慨况

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全

国学术会议于2004年10月15日至19日在贵阳召

开。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台

湾地区，以及美国、英国和瑞士共 405 名代表参

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由中国植物生理学会主办，

贵州大学和贵州省植物生理学会协办。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植物生理与现代农

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术交流、总结学

会工作、修改学会章程、选举产生学会第九届理

事会、讨论和规划未来 5 年的学会工作。

大会开幕式于2004年10月16日上午8:30在

贵阳市中共贵州省委大会堂举行。贵阳市市长孙

国强、贵州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肖伦祥、贵州

省科学院副院长项明、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以

及贵州省科技厅、林业厅等领导和来宾应邀出席

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由魏家绵秘书长主持。陈晓亚理

事长致开幕词，代表学会对出席本次大会的来宾

和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会议协办单位表示衷心

的感谢！孙国强市长和陈叔平校长分别代表贵阳市

委、市政府和贵州大学在大会上致词，欢迎本次

大会在贵阳市召开，希望今后能加强与中国植物

生理学会的联系，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

贵阳生态城市、加速发展贵阳的经济建设，为科

教兴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在魏家绵秘书长宣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

给我会的贺信，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

中国科学院李家洋副院长分别给大会打来的电话祝

贺后，会议进入了学术交流和换届选举议程。

二、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首先，八届理事会陈晓亚回顾了近四年国内

外植物生物学研究取得的成绩。指出国际上继分

子遗传学的手段广泛用于植物生物学研究之后，

植物基因组学又取得了重大成果，使植物生物学

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如，拟南芥、水稻基因

组序列确定；功能基因组学研究；转录组及转录

谱的研究获得大量信息，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研究

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学术会议纪要

逐步开展；一些重要的信号传导途径和代谢途径

被解析；植物表观遗传和小 R N A 研究等，使我

们对植物发育调控机制有了新的认识。我国植物

生物科学家在完成了水稻基因组全基因组测序和第

4 号染色体精确测序之后，启动了水稻功能基因

组研究重大专项，并取得了可喜进展；水稻分

蘖，器官发育调控与细胞命运决定；植物激素作

用机制；生殖发育与自交不亲和；植物抗病、抗

逆、信号传导途径与交叉、次生代谢调控等方面

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光系

统Ⅱ捕光色素蛋白复合体(LHCII)结构的解析，使

我国光合膜上复合物晶体结构研究进入国际先进水

平。四年来，我会会员在 Nature，Science，

Nature-Biotechnology，PlantCell，PNAS，JBC，

PlantJ，PlantPhysiology等高水平杂志上发表了多

篇研究论文，这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

的 。

其次，陈晓亚理事长对八届理事会的工作做

了简要总结，并对下届理事会工作提出了一些建

议。他指出第八届理事会在中国科协的指导和挂

靠单位的支持下，在学会理事、专业委员会，工

作委员会和全体会员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积极

地开展了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东西部

的学术和科技交流，促进了西部地区科技经济的

发展；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进一步办好学术期

刊；积极地参与教学改革与科普工作；调整理事

会班子、确立了民主办会的方针；以及筹备第九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学术会议等工作。

    最后，陈晓亚理事长呼吁各位会员和植物

生理学界的全体同仁携起手来，为促进我国植物

科学的发展，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共

同奋斗！

三、学术交流

这次大会共收录了 406 篇论文摘要。会议邀

请了18位国内外专家作大会学术报告，近100位

学者在分组交流中作专题学术报告，并展示交流

30 余篇学术墙报。

大会学术报告人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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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允钢：植物生命科学与农业(大会主题报告)

许智宏：植物生物工程：科学和艺术

薛勇彪：Molecular control of S-Rnase-based

self-incompatibility

朱玉贤：棉纤维发育过程中特异表达基因的

大规模克隆与功能分析

Reto J. Strasser教授：Utilisation of fast chlo-

rophyll a fluorescence techniques in assessing stress

effects in vivo on the photosynthetic apparatus

叶  德：拟南芥(Arabidopsis－thaliana)花药

发育的细胞和分子机制

J.A.Miernyk教授： Protein Dynamics During

Soybean Seed Development

凌宏清：Molecular Regulation of Iron Uptake

in Strategy I Plants

冯腾永：利用植物过敏反应的原理提升植物

对病原菌之免疫力

薛红卫：植物甾类激素的作用机理

韩  斌：水稻籼粳稻比较基因组学研究

黄继荣：G 蛋白在植物中的信号转导

王道文：植物吸收和利用磷元素的分子机制

以及磷高效分子育种研究的进展

吕应堂：钙调素调节蛋白激酶调控拟南芥开

花时间研究

赵德刚：转基因植物外源基因高效删除系统

的构建与应用

张立新：叶绿体类囊体膜复合物生物发生的

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刘雪燕：基因分析技术在植物生理研究中的

应用

黄文晋：基因芯片技术在农业和植物研究中

的应用

大会报告、分组报告和墙报交流全面反映了

我国植物生物学研究在过去四年中取得了一些新的

突破，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完成了水稻基因组

全基因测序和第 4 号染色体精确测序后，启动了

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重大专项，并取得了可喜进

展。我国科学家在水稻分蘖，器官发育调控与细

胞命运决定，植物激素作用机制，生殖发育与自

交不亲和，植物抗病、抗逆、信号传导途径与

交叉、次生代谢调控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

果。光系统Ⅱ捕光色素蛋白复合体(LHC Ⅱ)结构

的解析，使我国光合膜上复合物晶体结构研究进

入国际先进水平。

在学术交流中发现数、理、化、计算机、

信息、材料等学科向生命科学领域渗透和交叉，

产生了许多以生命科学为核心的交叉学科，分子

生物学和计算机技术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已为植物生

理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将会极大地促进了植

物生理学的发展。

四、奖励优秀论文

截至2004 年 5 月 17 日止，学会秘书处共收

到从上海、天津、重庆、河北、江苏、安徽、

山东、江西、湖北、河南、广东、贵州、海

南、云南、甘肃和青海等 1 6 个省、市、自治

区植物生理学会(专业委员会、专业组)推荐参评

的优秀论文 25 篇，青年优秀论文 19 篇。经专家

评审后提交我会八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复评审定，

在本次大会上有7篇优秀论文和6篇青年优秀论文

分别被授予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全国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和青年优秀论文一、

二、三等奖，并向获奖者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五、荣誉会员授予

截至2004 年 4 月 30 日止，学会秘书处共收

到北京、上海、重庆、内蒙古、江苏、安徽、

山东、河南、贵州和云南等 1 0 个省、市、自

治区植物生理学会(专业委员会、专业组)推荐的

荣誉会员候选人13名，学会常务理事会对各地植

物生理学会的推荐的荣誉会员候选人进行了审定，

决定在本次大会上向他们授予了中国植物生理学会

荣誉会员称号。

六、理事会换届选举

根据我会八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定，第九

届理事会的规模为 86 人，常务理事会规模为 17

人。这次会前已有 30 个省、市、自治区植物生

理学会(植物生理专业委员会、专业组)向全国理

事会推荐了84名理事候选人。今年五月我会八届

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理事候选人建

议名单，并提出17名常务理事候选人以及学会理

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等候选人建议名单，并

报中国科协审查通过，同意我会根据学会章程召

开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进行学会的换届选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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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名单经于10月15日召开的八届二次理事会议讨

论后正式提交本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在本次大会上，经与会会员无记名投票，选

举了84人为我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目前暂缺西

藏自治区的理事。在九届理事会中，八届理事连

任的31 名，占理事总数的 36.9％；新当选的 53

名，占理事总数的 63.1％；女理事 17 名，占理

事总数的 20.7％。此外，55 周岁以下的理事 75

名，占理事总数的89.3％；第九届理事会理事的

平均年龄为45.95岁，比第八届理事会理事的平均

年龄48.82岁下降了2.87岁。

在九届一次理事会议上经理事们无记名投

票，选出了 17 名常务理事，选举产生了理事长、

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名单如下：

理事长  许智宏

副理事长  陈晓亚(常务)许亦农 黄学林 吕应堂

秘 书 长  何祖华

常务理事(以汉语拼音为序)陈晓亚 陈善娜 杜

林方 何祖华 黄学林 李德全 吕应堂 施卫明 唐克轩

王宁宁吴  平 武维华 许亦农 许智宏 杨洪全 张立新

赵进东

理事(以汉语拼音为序)白书农 蔡得田 陈大洲

陈善娜 陈晓亚 陈由强 崔素娟 丁国华 杜林方 郭振

飞 韩发 韩阳 何祖华 胡虹 黄剑华 黄绵佳 黄学林 蒋

德安 蒋跃明 瞿伟菁 蒯本科 李冠 李唯 李德全 李树

华 林宏辉 卢从明 吕应堂 米华玲 彭长连 彭克勤 沈

振国 师生波 施卫明 石德成 石贵玉 宋纯鹏 苏明华

汤绍虎 唐克轩 王忠 王宝山 王冬梅 王宁宁 王三根

王淑芬 王松文 王小菁 王英典 王振英 尉亚辉 吴平

武维华 夏光敏 萧浪涛 校现周 徐克章 许兴 许鸿源

许亦农 许月英 许智宏 闫继耀 闫秀峰 杨玲

杨洪全 杨永华 乙引 印莉萍 曾晓春 张洪霞 张

继澍 张立军 张立新 张少英 张希明

张小平 张晓伟 赵洁 赵德刚 赵进东 郑彩霞 种

康 周守标

根据许智宏理事长的提名，九届理事会一次

会议通过了武维华、周元吉(专职)为副秘书长。

七、今后工作的建议

目前，生命科学快速发展，我国正在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问题已经

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会议认为，如何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将我国植物生理学研究继续

向更高水平推进，是我们每一位植物生理学工作

者的重要责任。作为科学工作者自己的组织，中

国植物生理学会一定要更好地为会员提供工作支

持，进一步促进交流与合作，加强学会的社会服

务和咨询功能；进一步深化学会的改革，采取更

灵活的机制发展新会员。我们学会继续加强与地

方植物生理学会(专业委员会)的相互联系，以促

进我国植物生理学工作者的团结协作，提升我国

植物生物学的整体研究和教学水平。

与会代表对贵州省、贵阳市有关领导和员工

对大会给予的关心和帮助，对会议协作单位贵州

大学领导和师生们给予大会热情的支持表示衷心的

感谢。对会务组全体同志为会议付出的辛勤劳动

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