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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科技发展决定中国的未来。党的十八大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
这一目标，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使科技创新真正成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科技要更好地承担这样的使命，关键是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使企
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要坚持把科研的重点放在产业发展前沿，以企业为
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各项政策，支持企业建立高水平研发中心，引导各类技
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下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争取在高技术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上
取得重大突破。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前沿先导技术研究，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泉。
科技创新造福人民，科技创新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要努力营造各类创新主体平等竞争的
政策环境，鼓励科技人员合理流动，建立以科研能力和创新成果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标准，健全
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全社会
的创新活力，形成崇尚科学、遵循规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

（节选自2013年1月18日温家宝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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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支撑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白春礼

转载自《求是》2012年第24期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走

科技竞争和新军事变革中逐步占据主动地位；具有强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

大的原始创新能力，能够在新科技革命中把握先机；

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宏伟目

具有强大的系统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

标，为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战略

力，能够在开放的环境中有效集聚各类创新资源，不

任务和着力点，赋予科技界新的历史使命。

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必然要求

创新效益高，就是要具有高效通畅的技术转移机
制、高效普惠的科学知识传播机制，能够使科技创新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是要加

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我国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

先进文化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具有符

题，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解决制约发展的资源

合我国国情特点、协同发展的创新体系，知识创新、

能源、生态环境等瓶颈问题，大幅改善民生、提升人

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科技中介服务

口健康保障水平，创造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把推

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

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依靠创新

协同互动，整体效能显著提升。

驱动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大幅提升科技进步

创新环境好，就是创新要素更加开放、有效流动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实现科学发展。这就要求

聚集，激励创新的法律、政策和制度更加完善；国家

我们必须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科技宏观决策和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科技

创新能力强、创新效益高、创新环境好、创新创业人

资源配置方式更加合理、共享程度大幅提升；具有先

才辈出的国家。

进创新文化、良好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拥有一流创

创新能力强，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

新平台、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主体，科研院所和大学充分发挥源头作用，具有强大

创新创业人才辈出，就是创新人才培养、使用、

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

流动、管理的体制机制与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拥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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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宏大的创新创业队伍，具有很强的竞争实力和

经济制高点。超前部署具有前瞻性、探索性的战略先

持续创新能力；创新型人才不断涌现，不断开辟新领

导研究，不断增强技术储备，提升高技术研发能力和

域，创造新产业，支撑引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

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和源泉，创造新

康发展。

型产业业态。面向未来高技术更新换代和新兴产业发
展需求，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关键领

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域取得重大变革性创新；面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把创新驱动发展提

重大战略需求，在空天、海洋、网络等战略必争领域

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资源

取得先导性成果。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一流科研

驱动、资本驱动转到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上来。实

院所，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研究，加强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地球科

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学等可能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前沿领域方向布局，在科

的方针，紧密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需求，抓

学原理层面取得原创性突破，创新能力和研究成果进

住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入世界前列。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使优势学

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加强协同创新，加快建设

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大力推进协同创新，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

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支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

方式。加强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重大装备和关键

作用，明确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完善协同创新

产品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

的体制机制。推动科技与产业协同创新，建立企业主

合，加快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特别是支柱性的制造业

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支持企业与科研院

扩散转移，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发展智能制造、绿色

所、大学联合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制造，高起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层次，从

联盟，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相关应用基础研究。

根本上扭转重点产业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的局面。

推动科技与区域协同发展，完善自主创新示范区、高

加快高新产业从低成本要素驱动型向技术创新引领型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创新中心的机制，发挥好集聚辐

转变；从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实现从制造

射带动作用，支持科研院所、大学结合自身优势，通

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加强重大公益性科技创新，发

过联合建立创新集群、研发机构、转移转化平台等，

展高产、优质、高效、绿色现代农业，研发预防诊断

与区域创新要素紧密结合。推动科教融合，发挥科研

技术和重大创新药物，实现能源资源的清洁、高效和

院所科技资源、科技平台和创新活动的优势，发挥大

循环利用，解决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

学学科基础和青年人才的优势，建立科研院所与大学

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出系统性和集成性，突破

功能互补、联合互动、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密切关

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

系。以知识产权为纽带，以资本为要素，完善科技成

关键共性技术。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掌

果转移转化激励政策，畅通创新价值链，实现创新资

握关键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源的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利益共享。

培育未来支柱性、先导性产业。
紧紧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抢占未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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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建设创新生态系统，营造激励创新的环境和
氛围。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保障科技投入的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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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健全竞争性经费和稳定支持经费相协调的投入机

技问题。积极建议和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重大科

制。完善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立

技任务，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开展联合科技攻关，解

足创新实践培养造就一流创新人才队伍，实施“走出

决一批关键科技问题，推动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的示范

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充分利用好全球科

和产业化。

技创新资源，加快凝聚吸引大批高水平的创新创业人

努力建设“三位一体”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

才。健全科技人才竞争择优、开放流动机制，探索有

发挥科技体制改 革先行者作用。建立健全科研院

利于创新人才发挥作用的多种分配方式。根据不同类

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和管

型科技活动特点，充分发挥同行专家作用，逐步建立

理体制，促进三者有机结合、共生发展。发挥学部

和不断完善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的科研评价

在学科布局、方向选择和学术评议中的咨询作用，

体系。保障学术自由，鼓励学术争鸣，营造激励创

完善重点领域、重大科技任务、战略布局调整的机

新、宽松和谐的创新文化和氛围。

制，发挥高水平专家在确定和调整重大突破、重点
培育方向中的诊断评估作用。加强科研院所、教育

三、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中的“火车头”作用

机构对学部工作的支撑，完善战略研究与咨询工作
体系，加强系统布局，培育核心团队，推动学科交

作为国家级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将认真学习领

叉和跨部门合作，提升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的科学

会、扎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创新科技、服

性、前瞻性、系统性。加强学部对教育工作的指

务国家、造福人民为宗旨，进一步明晰新时期的战

导，按照结合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创新型人才

略定位，把支撑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

的思路，建立“科教融合，共有、共治、共享、共

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根本任务；把出重大创新

发展”的教育发展架构。

成果、出杰出创新人才、出深刻创新思想作为战略使

大力加强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紧密结

命，全面实施“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

合。了解科技需求，拓宽合作范围，搭建合作桥梁，

发展战略，构建“创新2020”跨越发展体系。

优化科技布局，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拓展与部

致力重大创新突破，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门和行业的战略合作，联合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开放

进一步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以重大

共享科技基础设施，加强人才交流合作与培养，加快

成果产出为导向，开展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应用。深化与区域的科技合作，围

和系统集成创新，大幅提升科技创新成果的质量和水

绕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完善院地合作布局和

平。深入分析未来5—10年我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组织框架，加快建设区域创新集群。大力推进与企业

题、科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我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的协同创新，与大型骨干企业共同组建创新联盟、开

科技事件，研究提出我国有效应对的建议，不断凝练

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加大应用研究由市场需求牵引

聚焦重大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问题，适时优化调整中

和导向的力度，加快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加强对企业

科院的战略重点。以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创新目标为

的科技服务。积极推进科教融合，着力打破体制机制

牵引，加快实施具有先导性、创造性、全局性的战略

壁垒，加快推进与教育部联合实施的“科教协同育人

性先导科技专项，凝聚优秀创新队伍，创新体制机制

系列行动计划”。构建国际研究伙伴网络，建立互利

与管理，着力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

共赢的协同创新网络、平台和机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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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研机构是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白春礼
转载自《光明日报》 2012年12月9日 01版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

优秀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成为各国竞相效仿的模式。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随着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成熟和工业革命的蓬勃发

国家科研机构是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在国家创新体

展，一些国家认识到科学技术蕴含的巨大力量，陆续

系中发挥着骨干引领作用。

建立了一大批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多种类型专业性国
家科研机构，主要开展自然资源调查、解决医疗卫生

一、国家科研机构是近现代科技高度社会化、建
制化、专业化的产物

问题、发展农业科技、研究制定测量标准、开展服务
国防需求和产业技术发展的应用研究等。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科研机构，始于17世纪的法国

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兴起，科技在

科学院。伴随着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

促进产业与经济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竞争能力等方面

兴起，国家科研机构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

的作用更加显现。学科不断分化出众多的分支学科，

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发国家抓住科技革命

科研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对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提出更

机遇实现赶超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当今世界，所有

高要求。世界主要国家开始对国家科技力量进行整体

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都有自己的国家科

战略布局，创建了一批综合性国家科研机构。1911年

研机构，与研究型大学、企业研发组织共同构成国家

德国成立了威廉皇家协会，1916年加拿大组建了国家

创新体系的研发主体。

研究委员会，1917年日本成立了理化学研究所。这些

16、17世纪，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建立了现代
科学理论体系和实验研究方法，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

综合性国家科研机构成为各国发展科技、支撑经济社
会发展的骨干力量。

成。英国于1660年成立了皇家学会。其后，法国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应对国家安全、社会发

院、德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相继成立，聚集了一

展、人口健康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发达国家进一步强

批优秀的科学家专职从事科学研究。这些国家科研机

化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预，纷纷投入巨资，在核技

构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确立起

术、空间技术、能源科技等热点领域建立科研机构，

来，成为有组织、独立的社会职业。支持科学研究也

开展全方位科技竞争，逐步形成各自完善的国家整体

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建立国家科研机构、集中

科技布局。美国在拓展已有国家科研机构职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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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能源

关领域研究。

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英国、法国、日本等也都相继

开展重大前沿研究。国家科研机构代表国家科技

建立了一批国家科研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

的最高水平，集中解决新兴、交叉、综合性的前沿科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一大批科研机构应

学问题，聚焦未来技术前沿，提出新理论新方法，

运而生。

开辟新兴前沿方向，创造新知识，为新兴技术提供

国家科研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比较集

源头，在本国科技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如截至2011

中，以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加

年，美国能源部17个国家实验室共有87位科学家获得

拿大、韩国和中国等为代表，拥有综合性、实体性

诺贝尔奖；德国马普学会共有32位科学家获诺贝尔

的大型国家科研机构，表现为科学院、学会、科研

奖，超过德国大学的获奖人数。

中心、联合会等形式。另一类相对分散，以美国、

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国家科研机构负责建

英国为主要代表，拥有许多专业性、部门管理为主

设、管理和运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研发重要科

的国家科研机构，表现为国家实验室、研究院所、

研装备，为大学和企业开放共享大型科技基础设施提

研究理事会等形式。

供技术支撑服务，基于大科学装置与大学、企业联合
开展综合交叉前沿研究。如，美国能源部的核心使命

二、国家科研机构担负着服务国家目标、引领科
技发展的重要使命
国家科研机构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战略全局，是
国家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主要设置在战略必争领域。

包括“建造与运行大科学装置和设施，供联邦政府、
大学、产业界和其他科研机构利用”，亥姆霍兹联合
会是德国最大的、以大型基础研究设施为依托的国家
科研机构。

这些领域具有长远性、风险大、技术难度高的特点，

开展技术转移与技术服务。重视加强科技创新与

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必须由国家集中投资和组织，

市场的联系，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知识、技术和

保证研究开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总体上看，各国国

人才，是国家科研机构的重要任务。一般通过设立专

家科研机构的人员规模都比较大，研发经费占政府研

门机构或利用技术转移中介机构推动科研成果向企业

发总投入一般的比例都达到30%—40%。如美国国家

转移，通过承担企业委托的研究任务、合作共建研发

科研机构有20多万人，研发经费占政府研发总投入的

机构、共建产学研创新联盟等形式为企业研发提供技

40%左右，德国国家科研机构有8万多人，研发经费

术支撑和咨询服务等。如美国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

占政府研发总投入的45%左右。

室都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

服务国家目标。国家科研机构在国家科技布局中

培养创新型人才。发挥科研资源丰富的优势，集

发挥着基础和核心作用，主要开展基础性、战略性、

聚优秀人才，培训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和青年人才，

前瞻性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是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

是国家科研机构的重要任务。与大学和企业建立密切

发起者、承担任务的主体与骨干力量。通过牵头发起

的人才交流关系，鼓励研究人员到大学任教、到企业

和组织实施重大科技计划，联合优势科研力量，紧紧

任职，与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接受博士后和访问学

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协同

者、客座研究人员等。如德国马普学会鼓励研究人员

攻关，形成集群优势。一些国家科研机构还担负科研

去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其80%的所长和室主任都在大

资助的职能，面向全国设立竞争性项目，支持开展相

学任兼职教授。许多国家的国家科研机构也在探索自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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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培养研究生的新形式，如德国马普学会成立了国际

研究方向，将国家整体目标分解并落实到相关科研机

研究学院，吸引和培训急需的青年科学家。

构的目标和任务，主要评价其目标完成程度、整体绩

开展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这是国家科研机构扩

效和创新贡献，同时也充分尊重科学研究活动自身的

大科技资源来源、保持和提升科技竞争力、影响力的

规律和特点，保证科学家自主、独立、持续地开展研

重要途径。国家科研机构主要与国际上高水平科研机

究工作。

构、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人才培养、共享科技基础设

给予稳定的经费支持。根据国家科研机构定位采

施等，代表国家发起或参与国际联合研究计划、参加

取相应的经费配置方式。一是目标导向的机构配置模

重要国际科技组织，同时从自身战略布局需要出发，

式，国家科研机构根据国家确定的目标，基于自身使

在海外建立或共建研发机构、设立办事机构等。如美

命和定位提交年度预算申请，由政府批准后实施。二

国联邦政府各部门签署的与科技相关的协议有900多

是基础研究稳定配置模式，政府给予全额稳定预算支

个。德国马普学会在全球有2900多个研究合作机构，

持。三是机构配置为主、项目竞争为辅的模式，以稳

在美国设立生命工程研究所，在韩国浦项工业大学设

定支持为主，同时设立竞争性基金或计划，允许科研

立材料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共建了青年伙伴小组和

机构参与项目竞争。稳定支持采取切块经费或支持科

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在美国麻

研机构牵头实施与其使命相关的战略性科技计划的方

省理工学院建有神经回路遗传学研究中心。

式，一般占科研机构总经费的80%以上。四是应用导
向的市场配置模式，主要针对面向产业开发关键共性

三、科技发达国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家科研机
构管理体制机制
国家科研机构形式多样、各有特点，与本国的历
史、国情和发展阶段等密切相关。科技发达国家注重
引导国家科研机构服务国家目标、提升核心竞争力，
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管理模式、资源配
置机制、用人制度等。
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一般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国
家科研机构的设立与变更、定位与职责、隶属关系、
管理体制等，或通过章程规范其组织管理，主要采取
国家或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和委托社会力量管理两种方
式。综合性国家科研机构或委托管理的国家科研机构

技术并提供技术服务的科研机构。
实行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政府直接管理的国家
科研机构，对研究人员的管理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招
聘、晋升和薪酬制度方面采用与公务员相同的制度，
同时也引入竞争机制对新进人员实行合同聘用；二是
采取合同聘用制度，长期聘用与有限期聘用相结合，
通过一定期限的考核评价，对高级科研人员实行终身
聘用，对青年科技人员采取有限期聘用或合同聘用。
委托管理的国家科研机构一般采取与管理方性质一致
的人员管理方式。

四、我国国家科研机构的发展、改革和创新

一般由政府、企业、社会等相关利益方组成理事会或

新中国国家科研机构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咨询评议会等决策机构，负责对其运行和管理的重大

色科技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着眼新

问题作出决策。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国家科研机构，

中国建设全局和未来发展，作出成立中国科学院的重

其负责人主要由政府或部门直接任免。

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新中国拥有了一支国家科技战略

重视战略管理与绩效管理。政府一般采取目标管
理和绩效管理的方式，从整体上引导国家科研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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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期间，中国科学院逐步形成了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相

系建设的意见》，指明了国家科研机构未来改革发展

对齐全的布局，开创了我国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

的方向。国家科研机构必须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

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等新技术领域，向工业、国防

世界科技前沿，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以促进科技

和地方成建制转移了大批科研机构，在中国科技事业

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为重点，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中发挥了火车头作用。由此，我国初步建立起以

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抢占未来科

中国科学院为学术领导核心，中国科学院、部门研究

技制高点，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和发展战

机构、高等学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共同组成的现代科学

略性新兴产业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大力推进协同创

技术体系，国家科研机构在奠定、发展我国科学研究

新，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加强重要基础前沿交叉

基础，有效解决“两弹一星”等一批国家经济社会发

领域的前瞻布局，完善用人机制和科技评价，凝聚造

展中重大而迫切的关键科技问题，迅速缩小与世界先

就高水平科技领军人才，夯实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进水平的差距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将紧密围绕党和国家赋予的战略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恢复和重建了“文革”

务，深入实施“创新2020”，坚持创新科技、服务国

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学科体系和科研机构，迎来“科学

家、造福人民，进一步明晰新时期战略定位，履行出

的春天”。1985年党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

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的战略使命，全面实

革的决定》，国家科研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发挥了

施“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

示范带动作用。中国科学院率先实行所长负责制、成

全面推进“一个定位、三个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

立开放实验室、设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创办了新

方向”的战略规划，构建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

中国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第一个科技工业园区，培

“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

育出联想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率先实施我国第一个

重大产出导向的评价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大力推进

面向海外的高层次人才计划——“百人计划”。

协同创新和科教融合，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

产出重大创新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的知识

创新工程试点，要求中国科学院要“建设成为具有国

基础和发展动力，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

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

挥好科技火车头的作用。

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不仅
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
要造就一流的人才”，进一步指明了国家科研机构
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中国科学院率先实行岗位聘用
制度和竞争择优的用人制度，建立以“三元结构工
资”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改革资源配置机制和科技
评价奖励制度，基本建立了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同
时，国家推动一批面向产业技术的科研机构转制为
企业，产学研结合更加紧密，基本形成了国家创新
体系的整体战略布局。
今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发布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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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召开2012年度
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
2013年1月28日下午，遗传发育所在国家会议中

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表彰的决定》和《关于对2012年

心召开了2012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大会由宋秋

度优秀科研成果单项奖励的决定》，薛勇彪所长为获

生书记主持。

奖职工和学生颁发了荣誉证书。杨维才副所长宣读了

胥伟华副书记、副所长传达了中国科学院院工

2012年度我所职工获得的所外各种荣誉和奖励。张永

作会议精神。薛勇彪所长做了研究所2012年度工作

清副所长宣读了2012年度我所师生获得的各种院内外

总结报告，他回顾了研究所过去一年中取得的突破

奖励。

和成绩，并指出了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2013年度的
工作重点。

职工和学生代表进行了精彩纷程的文艺表演，
独出心裁的创意和精湛的演技，既表现了遗传发育

宋秋生书记对2012年度研究所党建和创新文化建

所人在科研和工作中的厚德和笃志，也彰显了遗传

设主题工作——遗传发育所精神凝练升华活动进行了

发育所人在开创未来中的求索和创新，演出了研究

回顾和总结，薛勇彪所长宣读了遗传发育所精神的最

所的特色、唱出了新春的喜悦和祝福、弘扬了遗传

终表述语，并对表述语的作者进行了表彰。宋秋生书

发育所精神，也必将为研究所今后的发展注入新的

记宣读了《关于公布2012年度“振声奖学金”评审结

生机和活力！

果的通知》，马七军副所长宣读了《关于对2012年度

12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文艺汇演精彩照片见内封二）

新闻动态

2013年1月24日，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

工作会议的精神。

究中心召开了2012年度工作总结大会。薛勇彪所长、

会议还进行了表彰活动，中心副主任胡春胜宣读

宋秋生书记、杨维才副所长和胥伟华副书记从北京专

了2012年度最佳成果奖获奖人员名单，宋秋生书记为

程前往石家庄参加会议。大会由党委书记韩一波主

获奖者颁奖；中心副主任杨永辉宣读了获得外部荣誉

持。中心全体职工、离退休老同志和学生参加了总结

奖的集体和个人名单。

大会。

最后，薛勇彪所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充

中心主任马七军做了2012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报

分肯定了中心2012年度的工作进展，感谢全体职工和

告全面总结了中心2012年的各项工作，分析了工作中

学生为中心及研究所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希望中心要

存在的问题，并就2013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部署。他

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加强队伍建设，培养和

强调，2013年是全面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年，

引进人才，以重大科研产出为导向，励志出成果出人

是深入实施创新“2020”和“一三三”规划承前启后

才出思想，在国内外做出有影响力、有显示度的科研

的关键年，我们要以更加开拓进取的勇气和决心，

业绩。

统筹谋划，不断改革创新，增强发展的紧迫感、责

韩一波在讲话中表示：感谢所领导及专家对我们

任感和使命感，充分激发全体员工的创新活力和创

中心工作的重视和支持。面对所领导向我们提出的更

新潜力，在人才引进、平台建设、争取项目和科研

高要求，中心全体人员将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引，紧密

产出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做出新贡献。在工作总结报

围绕中心“十二五”和“一三三”规划目标齐心协

告之前，马七军还向全体职工传达了中科院2013年度

力、扎实工作，开拓创新、让科研工作再上新台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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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基因组研究成果被美国《科学家》杂志评为
2012年最受科学家关注的基因组
由“番茄基因组研究国际协作组”（中科院遗传

者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例如，同

发育所李传友研究员、薛勇彪研究员、程祝宽研究

样是近期正式公布的马铃薯全基因组序列与番茄全

员、左建儒研究员、凌宏清研究员组成的团队负责第

基因组序列有着92%的相似性。现在科学家们就可以

3号染色体测序工作）完成的番茄基因组研究成果被

开始研究这8%的基因组序列差异是如何使得番茄能

美国《科学家》杂志（《The Scientist》）评为2012年

够在地上部分结出美味的果实，而马铃薯却在地下部

最受科学家关注的基因组。《科学家》杂志对该成果

产生块茎。此外，科学家们通过系统地分析番茄的基

评述如下：

因组序列，发现番茄基因组曾经历过两次三倍化的复

“经过14个国家的科学家们9年的不懈努力，全

制过程，一次发生在大约一亿三千万年前，另一次则

世界第一套番茄基因组序列（栽培品种Heinz)于今年

发生在六千万年前，巧合的是，这段时间正是许多恐

5月正式公布 (The Tomato Genome Consortium, “The

龙物种灭绝的时期。或许这两次基因组复制事件正是

tomato genome sequence provides insights into fleshy

番茄在该时期得以幸存的原因”。原文评述文章见如

fruit evolution,” Nature, doi:10.1038 / nature11119,

下链接：(http:// 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

2012 )。对于番茄的近缘物种（如马铃薯，茄子，烟

articleNo/33772/title/Top-Genomes-of-2012/).

草和辣椒）来说，这套番茄基因组序列究竟能给研究

遗传发育所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顺利召开
遗传发育所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2

委员会调整情况，学术委员会主任方荣祥院士向学术

年12月26日在北京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方荣祥院士

委员会新成员颁发了聘书。杨维才副所长受薛勇彪所

主持了会议。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孟安明院士、杨维才

长委托向委员们汇报了研究所“十二五”科技创新工

研究员、学术委员陈润生院士、匡廷云院士、武维华

作进展情况，重点汇报了研究所围绕“一三五”目标

院士、孟安明院士、傅伯杰院士、王秀杰研究员、王

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条件保障和改革举措落实情

道文研究员、朱祯研究员、李巍研究员、张爱民研究

况。委员们对研究所在科研进展、人才队伍建设以及

员、张永清研究员、杨维才研究员、杨永辉研究员、

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发展

周俭民研究员、曹晓风研究员、学术委员会秘书曹殿

态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针对学科方向凝炼、人

文处长出席了本次会议。

才队伍建设、评价体系改革、核心竞争力提升等方面

杨维才副所长首先介绍了遗传发育所第三届学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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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杨维才副所长代表薛勇
彪所长感谢学术委员们在百忙之中
拨冗参加本次学术委员会会议，感
谢委员们对研究所的发展献计献
策，同时也感谢各位委员尤其是所
外委员对研究所的一贯支持。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成功召
开，对实现研究所“十二五”发展
目标，推动研究所更快更好发展必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河北滨海盐碱区暗管改碱与生态工程关键技术
开发与示范”顺利通过验收
2013年1月22日，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

河北滨海盐碱类型区暗管改碱关键技术研究，从农

司在北京组织有关专家对“十一五”国家科技支

田生态工程技术 、雨水与咸水资源利用技术、暗管

撑计划项目“盐碱地暗管改碱与生态修复技术开发

改碱土壤综合改良配套技术三个方面开展了河北滨

与示范”（2009BAC55B00）第四课题“河北滨海

海盐碱类型区暗管改碱配套关键生态工程技术研究，

盐碱区暗管改碱与生态工程关键技术开发与示范”

并对河北滨海盐碱类型区暗管改碱与生态工程技术进

（2009BAC55B04）进行了验收。验收专家组听取了

行集成示范。

课题组验收汇报，审阅了课题组提交的验收材料，并

研究期间共投入研究人员19人；研发与集成各类

进行了质询。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课题组完成了任务

关键技术9套（包括28项单项技术），其中具有自主

书规定的任务且经费使用合理，同意通过验收。

知识创新的有8套（含22项单项技术）；提出了盐碱

该课题由刘金铜研究组与河北省土地整理服务中

荒地创新治理模式1个，在南大港建立暗管改碱核心

心共同合作完成。课题组针对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带河

实验基地和示范基地各1个，完成具有国际先进和国

北滨海盐碱类型区地下水埋深浅、降雨量较少、灌溉

内领先水平的成果登记各1项，制定了《滨海盐碱区

条件极差的独有特点，在沧州市南大港产业园区建立

暗管排水排盐技术规程》（DB13/T1692—2012）并

了实验研究基地，从河北滨海盐碱类型区暗管改碱技

得到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审定和颁布实施，申请

术适宜性评价、暗管埋设下土壤水盐运移调控技术、

国家发明专利3项，公开发表论文16篇，培养研究生8

暗管改碱工程实施参数与标准确定三个方面开展了

名，培训农民1000人次以上。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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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的验收成果为河北滨海区1000多万亩盐碱
地的综合开发治理开辟了新的技术模式和途径，对增

加河北省耕地面积、提高盐碱化耕地质量、提高粮食
单产和总产、保证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北京）第二届
管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2012年12月21日，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北

岩教授（代武维华院士），主任助理程祝宽研究员

京）（以下简称：中心）第二届管理委员会第二次会

以及中心秘书褚金芳博士参加了会议。中科院遗传

议在北京召开。中心管委会主任薛勇彪研究员，副

发育所重大项目办公室、条件资产处以及中心相关人

主任朱玉贤院士、种康研究员、杨维才研究员、郭

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薛勇彪主任主持。首先各分中心负责人分
别就所承担的工作在前期建设成果、存在问题、规划
设想等方面进行了汇报，随后管委会听取了中科院遗
传发育所重大项目办公室对中心二期项目验收情况
的通报。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心在北方地区的引领与
服务功能，中心管委会参会成员就中心后续发展方
向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并对中心的后续发展事
宜达成共识。
对于中心的后续发展，薛勇彪主任在总结发言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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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归纳总结：一、中心后续发展要凸显两个特

植物激素BRs和SLs的微量检测难题，因此中心后续

色：1、作物研究特色。在研究方面，主要任务是功

要继续加强各平台的技术发展，提高仪器运行效率，

能基因的发掘、功能验证和成果转化。中心将以玉

注重为重大研究成果提供技术和平台服务，为我国植

米为研究核心，结合棉花与小麦基因的研究工作，

物基因研究提供重要支撑。二、在中心目前的状况

突出北京中心的研究特色，开展战略性和前瞻性的

下，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将发挥依托单位的作用，承担

研究。2、平台技术特色。植物激素检测平台不但解

中心的运行管理工作，为中心的后续稳定发展提供有

决了常见植物激素的定量分析问题，同时攻克了重要

力支持。

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2年度青年学术论坛
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2年度青年学术

组）、侯晓梅（储成才组）、李伟（王国栋组）、刘

论坛于2013年1月10-11日成功召开。实验室课题组长、

永鑫（王秀杰组）、霍岩（方荣祥组）、陈丽娟（张

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共计450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实验

劲松组）、陈书元（朱祯组）。

室主任左建儒研究员代表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方荣

本次论坛由实验室各课题组共24名同学组成的组

祥院士致开幕词。左建儒研究员引用“他山之石，可

委会筹备并组织召开。论坛除“报告奖”外，还设立

以攻玉”、“三人行，必有吾师”，充分肯定了青年

了“最佳提问奖”及幸运奖抽奖环节，幸运观众的产

学术论坛的意义，希望通过此次论坛，相互借鉴，相

生给论坛增添了更多的互动和乐趣。此外，本次论坛

互学习，加强学术交流，并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增加了墙报交流、导师相关领域展望和导师点评等环

本次论坛分为六个部分进行，分别为表观遗传与

节，进一步促进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了解沟通。

组学研究、植物抗病与抗逆机理研究（一）、植物抗

实验室师生还评选产生了墙报一、二、三等奖，分别

病与抗逆机理研究（二）、天然产物生物合成及其应

为：一等奖：李燕莉（谢旗组）、陈丽娟（张劲松

用、植物细胞与发育生物学、植物激素信号转导等。

组）、崔勰奎（曹晓风组）；二等奖：侯晓梅（储成

来自各课题组的20位报告人的精彩报告引起了与会人

才组）、刘自旭（周俭民组）、李磊（周俭民组）、

员的踊跃提问和热烈讨论。经过评委们的认真评选，
产生了此次论坛的报告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以及三
等奖11名，具体获奖名单如下：一等奖：胡济梁（左
建儒组）、房媛媛（郭惠珊组）、苗春波（程祝宽
组）；二等奖：周明（曹晓风组）、吕启明（朱立煌
组）、段静波（李家洋组）、齐继艳（焦雨铃组）、
陈蓉（李传友组）、梁祥修（周俭民组）；三等奖：
李燕莉（谢旗组）、苏 鸓 （邱金龙组）、上官科科
（周奕华组）、邓超颖（钱韦组）、张雪梅（陈明生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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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超颖（钱韦组）、金芸（郭惠珊组）、翟庆哲（李
传友组）；三等奖：韩嬴莹（焦雨铃组）、陈书元
（朱祯组）、姬园园（周奕华组）、郭红艳（方荣祥
组）、郭 葳（邱金龙组）、陈立超（左建儒组）、
王付欣（夏桂先组）、徐海洋（王国栋组）、祁林林
（李传友组）、袁智慧（钱韦组）、白泽涛（陈明生
组）、张玉满（方荣祥组）、张雪梅（陈明生组）。
本次论坛不仅为研究生们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
会，同时也为实验室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
台，促进了相互了解，拓宽了研究思路，推动了实验

平，充分显示了实验室的历史传承和科研水平。他希

室的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储成才研究员在闭幕式上衷

望实验室今后更加团结协作，进一步完善平台建设，

心感谢组委会同学们的辛勤劳动，感谢论坛报告人的

加强交流沟通，保持国内最主要研究力量的位置。同

精彩报告。2012年实验室是丰收的一年，他特别感谢

时，李院士指出实验室也面临着压力与挑战，科研工

实验室所有师生的努力和付出，期望2013年取得更好

作的创新性与系统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希望今后的

的成绩。最后，李家洋院士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

科研工作能够瞄准科学前沿、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取

李院士介绍了实验室的发展历程，通过20多年的努

得更好的成绩。李院士最后祝实验室全体师生前程光

力，实验室的研究水平已经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明，美好的愿望更快更早实现。

不论从学科布局、人才队伍建设到此次论坛的报告水

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召开2012年学术年会
2013年1月18日，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

参加本次学术年会，并就重点实验室2012年研究工作

点实验室2012年学术年会暨第五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

进展进行了总体汇报。随后，李云海、张爱民、童依

会议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召开。重

平、沈前华、陈化榜和高彩霞研究员分别围绕作物产

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武维华院士，专家指导委员

量性状遗传调控机理、小麦籽粒加工与营养品质、植

会委员李振声院士、方荣祥院士，学术委员朱玉贤院

物养分高效利用、植物抗病耐逆、染色体工程种质创

士、傅向东研究员、凌宏清研究员、刘宝教授、王石

新与分子育种研究进展和生物技术平台建设六个方面

平教授、薛勇彪研究员、杨洪全教授和张福锁教授出

向委员们作了详细进展报告，学术委员们对报告进行

席了本次学术年会。参加会议的还有重点实验室研究

了认真讨论，并对相关研究工作提出了宝贵建议。

组组长、工作人员及博士后。

在下午的讨论会中，学术委员们对2012年实验室

上午9:00会议正式开始，实验室主任凌宏清研究

在各项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进展给予了充分肯

员代表重点实验室首先感谢各位委员于百忙之中拨冗

定，并对实验室今后的科研工作与发展提出了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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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强调实验室各课题组间要加强合作，实现资源

合作，积极做好人才引进与培养，进一步完善实验室

信息共享，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团队协同攻关，孵化

的人才队伍结构。最后，李振声院士强调实验室课题

重大科研成果的产出。在实验室的科研布局与发展方

组间要加强实质性合作，团结一心，潜心科研，努力

面，要继续把握好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有效地

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科学发展和我国农业生

进行团队部署，形成良好的研究格局，并加强国内外

产做出更大贡献。

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召开2012年学术委员会年会
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2年学术委员

从研究工作进展、人才队伍建设、仪器平台建设、实

会年会于2013年1月4日胜利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许

验室运行管理、建设任务完成情况以及2013年工作设

智宏院士，副主任薛勇彪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高

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汇报。随后张永清研究员、

翔研究员、郭爱克院士、景乃禾研究员、刘以训院

黄勋研究员、张建研究员、杨维才研究员分别代表神

士、李巍研究员、孟安明院士、武维华院士、杨维才

经发育、脂代谢与发育、干细胞与组织工程、植物发

研究员、张旭研究员、朱作言院士和重点实验室课题

育等四个研究方向做了详细的研究工作进展报告。新

组长出席了本次会议。许智宏院士主持会议，中国科

引进人才税光厚研究员汇报了其课题组工作基础及研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薛勇彪研究员代表

究计划。汪迎春研究员、降雨强研究员、李巍研究员

依托单位致开幕词。

分别就蛋白质组学平台、细胞影像中心和动物表型组

杨维才主任首先做了重点实验室主任工作报告，

学平台的建设与规划进行了汇报。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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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结束后，学术委员会各位专家和重点实验

何进一步凝练科学问题、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挥

室各课题组长进行了热烈讨论。委员们对2012年

技术平台应有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

重点实验室的工作进展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议，为重点实验室的下一步工作和进一步发展明确

定和赞扬，同时也指出了不足，并对重点实验室如

了目标和方向。

遗传网络生物学所级重点实验室
召开2012年学术年会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遗传网络生

提出了具体而有建设性的意见。薛所长指出：一、重

物学重点实验室2012年学术年会于12月14-15日成功

点实验室应抓住学科布局的大好机会，发挥多学科交

召开。中科院遗传发育所薛勇彪所长、科研计划处曹

叉技术体系的优势，重视遗传网络发展的基本规则，

殿文处长和祁敏杰老师、重点实验室的全体研究员和

综合运用各种组学的研究方法，围绕遗传与发育、细

学术骨干出席了本次会议。

胞增殖与分化等遗传学领域关键问题开展遗传学基本

会议回顾了分子系统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的发展历

规律的研究；二、应注重队伍建设，针对人才引进提

程，对新近加入重点实验室的陈宇航研究员与钱文峰

出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争取在未来6年的时间内将

研究员表示热烈欢迎，听取了实验室各研究组过去一

实验室体量扩增至研究员20人；三、加强与所内其他

年工作进展和未来研究计划的报告，并针对实验室的

重点实验室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共享，互帮互助，

定位、科研布局、主要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

协同发展。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员也对所里的支持表示

讨。薛勇彪所长认真听取了与会老师的报告，并围绕

感谢，并纷纷表示力争发挥实验室多学科交叉的优

实验室的人才队伍建设、运行管理、科研布局等方面

势，大家合力攻克一些重要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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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刊《遗传发育》召开编委会议
2013年3月15日，所刊《遗传发育》编委会召开
了全体编委会议，会议由副主编韩一波书记主持。

兄弟单位的肯定，因此要延续其特色和风格更好的办
下去。紧接着大家针对所刊内容、形式、效果等方面

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一是通过了增补胥伟华

的开拓创新提出了大量有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真知

副书记为副主编，增补张蕾颖为编委。二是执行编辑

灼见，为所刊的下一步发展、建立良好持久性办刊机

吉顺从所刊出版的总体概况（包括刊物定位、宗旨、

制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编辑发行、工作流程、数据统计）、所刊的栏目设

最后，主编宋秋生书记总结指出，所刊《遗传发

置、稿件来源和办刊特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

育》是研究所创新文化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举措，两年

关于下一步工作的一些思考几方面，总结回顾了两年

来的编辑出版工作反映出了研究所科技创新和文化创

来所刊《遗传发育》的策划、统稿、编辑、出版工作

新的新发展、新实践和新成绩，对外起到了很好的宣

的相关情况。三是执行编辑刘春光主任围绕创刊与办

传作用，对内则起到了一定的文化凝神作用。本次编

刊、执行与运转、问题与困难几方面工作中的具体细

委会上，各位编委共商所刊发展大计，为《遗传发

节与各位编委一起展开详细研讨。

育》办刊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大量有建设性的意

在研讨过程中，各位编委集思广益，为所刊在新

见和建议，本次编委会议的成功召开必将促进所刊越

形式下的发展建言献策。各位编委首先肯定了所刊定

办越好，从而为研究所“创新2020”工作的圆满实施

位明确，读者群体主要面向科研和科研管理人员，已

贡献力量！

成为对外宣传的一个有力窗口，并得到了上级和其他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21

新闻动态

《遗传学报》、《遗传》分别荣获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2012年12月26日，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中

刊、SSCI期刊引用的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和国际他引

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在京

影响因子排序，并经40多位评审专家审议形成遴选结

发布了2012年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

果。《遗传学报》（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名单。

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遗传》

本次评选依据《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报告
（2012版）》，按照2011年度中国学术期刊被SCI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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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遗传发育所精神

“遗传发育所精神”表述语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赐墨

感

谢

信

尊敬的所长薛勇彪同志、尊敬的党委书记宋秋生

遗传发育所的基础建设和科技进步付出的努力，总是

同志和党委副书记胥伟华同志、尊敬的离办主任陈主

给与功勋般的荣誉和大力的肯定，使我们离退休老同

初和坚强有力的助手黄玉萍，你们辛苦了。今天在纪

志倍受感动，精神上受到极大鼓舞。今天，我们离退

念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30周年之际，我代表全所

休老同志虽然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们的热心和情

370余名离退休老同志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

感仍然没有离开遗传发育所。我们依然要以饱满的政

的敬意！

治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关心着党的事业和我所科技

多年以来，你们始终把我所离退人员时时刻刻挂

研究发展工作。

在心上。始终把我们离退老同志视为党和国家最宝贵

我们老同志离开工作岗位后，持续得到了所党委

的财富。对我们过去参加革命、投身国家社会主义建

的热情关注和离退办工作人员的热切关心，为我们全

设和改革开放大业做出的贡献，尤其是为中国科学院

体老同志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政治上尊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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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想上关心、精神上关怀。两位工作人员就象关

研究所对我们老同志的关心还体现在许多方面，

照自己的父母那样关心着每位老同志。每逢重大节

如对患病住院治疗的老同志，离退办工作人员都能

日，比如十八大后、国庆节、春节等，党委书记和党

及时赶赴到医院看望，并安慰病人静心休养，早日

委副书记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对老同志一一进行家访

恢复 健康，病人很受感动。另外，每年的四大节日

慰问，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和身体健康壮况，使老同

（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研究所对每位老同志都

志深受感动。在所党委的领导下，离退办每逢新春佳

要有一份菜蓝子补贴，确保老同志的生活质量；据有

节都要组织全体离退老同志举行团拜会，大家欢聚一

关人员介绍，我所的菜蓝子补贴数额是中科院系统较

堂共贺新春。每当此时，所长、书记和所内中层干部

高的。离退人员每月的养老金都能够保证按时足额下

都纷纷向参加团拜的老同志敬酒祝福。全体老同志深

发。公费医疗定点看病范围扩大到八个医院。医药费

感大家庭的温暖。

均能按规定及时报销。急老同志所急想老同志所想，

几年来，在所领导关心支持下，离退办多次精心

使我们的老年生活更加舒心快乐。在这里我们还要向

组织我们老同志外出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支持关心离退人员的财务室和医务室的全体同志表示

让老同志开扩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深受老同

深深的感谢！

志的欢迎。为此老同志专门写信对离退办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赞杨。
为保证离退人员老有所学创造条件，由离退办负

总之 ，多年以来，所党委、所领导、离退办人
员为离退老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实事和好事，今天在
此，不再一一表述。

责，每年每月每人赠订一份“中国老年”和“新天

目前，我们离退休老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

地”月刊杂志，已坚持多年不变，经常组织老同志开

望所党委、所领导和离退办成员能够结合我所离退休

展不同形式的文体活动。经常参加我院组织的文体比

员工的现状，尤其面临人多、分散、年老、体弱、多

赛。并不断获得集体奖状、奖旗、奖杯等，为遗传发

病的状况，继续做好有针对性的工作，进一步提高科

育所增光。每年还要组织棋类比赛，参加人数越来越

学化管理水平；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力争取得

多。既快乐生活又强体健身，大家感到非常满意。

更加优异的成绩。

离退办还坚持为离退人员安排了祝寿活动，凡当
年满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岁的老同志，每人都安
排一次集体祝寿——过生日。每次的祝寿活动，党委
书记和党委副书记都亲自参加，向过生日的
老同志送上研究所的祝福。还为过生日的老
同志每人赠送一份珍贵礼物。
为保障老同志的身心健康，组织上每年
都要为老同志进行一次体检。使每个离退人
员及时全面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有病早治
疗，更好的进行自我保健，让大家生活得更
健康、更长寿、更幸福、更快乐。既然领
导对我们这样关心：在此，顺便送老同志白
话诗一首：离退生活笑哈哈，每月工资按时
发，高高兴兴度晚年，争取活到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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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分子设计前沿研究
小麦是我国第三大粮食作物，也是世界上最重要

批抗锈病基因。在南澳大利亚，分子育种一个成功的

的粮食作物之一。近年来，随着小麦生产水平的提

范例是把品种Annuello中抗锈病和优质的位点通过分

高，我国出现了单产增长逐渐变缓的趋势，同时受全

子标记辅助选择和双单倍体技术整合到农艺性状优

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小麦产量的波动加大，小麦育种

良但感病的育种材料Stylet中，只用了5年就育成了品

进入了爬坡阶段。而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

种，大大地缩短育种进程。

分子设计育种已成为国际上引领作物遗传改良的前沿

美国农业部2001年启动了“基因组学应用于小麦

技术。因此，利用分子设计育种，充分发掘小麦产量

生产”专项，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12个小麦遗传育种项

的遗传潜力，提高产量、改善品质、增强抗性，着力

目，并成立了“国家小麦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联盟”。后

培育超高产小麦新品种的任务显得十分迫切。但小麦

扩展为“小麦应用基因组学项目”，并成为“全国小麦

是异源六倍体，基因组复杂，基因组学和功能基因组

育种攻关计划”中的一员。专项的目标是利用分子标

学研究相对滞后，其分子设计育种尚处于起步阶段，

记辅助选择回交育种（MABC）策略将27个抗病、虫基

主要集中在QTL定位、关联分析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因和20个优良品质（面包制作和面食品质）位点整合到

育种研究上，还没有实现真正地通过预先设计进行复

180份小麦主产区的品系中，育成了45个经分子标记辅

杂性状的育种改良。

助选择的新品种。改良硬红春、硬红冬、软红冬、硬白
春小麦和硬粒小麦等的小麦种质类型，整合的基因包

小麦分子设计育种现状

括：（1）籽粒硬度基因pinB-D1b，（2）籽粒蛋白质含

在过去的十年中，小麦分子设计育种，主要是分

量基因Gpc-B1 和抗条锈病基因Yr36，（3）抗叶锈病基

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研究，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

因Lr47，（4）三类抗锈病基因Lr37/Yr17/Sr38，（5）抗

大、墨西哥、阿根廷、英国、法国、中国和印度等一

瘿蚊病基因H13。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通过分子标记辅

些国家的公立研究机构和育种公司得到了广泛的开

助选择育成了聚合抗条锈病基因Yr17和抗叶锈病基因

展，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Lr37的硬白春小麦品种Patwin，通过聚合面筋强度基

澳大利亚政府于1996年启动了“国家小麦分子标

因（1Ax1和1Dx5+1Dy10亚基）、籽粒蛋白质含量基

记项目（NWMMP）”，2001年成为“澳大利亚冬季

因（GPC-B1/Yr36）和抗锈病基因（Lr37/Yr17/Sr38）

禾谷类作物分子标记项目（AWCMMP）”。该项目

育成了硬白春小麦Lassik，对抗瘿蚊病基因H25进行

计划对小麦的抗病性、抗非生物胁迫和品质等20多个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选育了硬白春小麦品种Cataldo。硬

性状进行改良。其中Agriculture Victoria对麦类孢囊线

红冬小麦品种Farnum (WA7975)是由华盛顿州立大学

虫病进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

Pullman分校选育的第一个MAS品种，该品种携带有

业研究组织（CSIRO）植物所（Plant Industry）小麦

高籽粒蛋白质基因Gpc-B1和慢条锈病基因Yr36。

改良团队对控制光合效率的QTL位点进行分子鉴定；

在国际小麦玉米改良中心，应用于小麦新品种选育

阿德莱德大学也对面粉颜色进行后代分子鉴定。在西

的MAS项目中有25个和抗虫性、蛋白品质和其它农艺性

澳小麦育种计划中，大约有42个性状或基因用于分子

状相关的分子标记。最近，为了在配置的组合中转移和

标记辅助选择的品种改良和种质创新研究，包括一大

聚合多个优良基因，人们利用测交对20多个涉及株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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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周期、春化和多种病原菌抗性的分子标记进行检验，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注重分子育

并将检验后的分子标记运用于F3代个体的选择，其中

种研究，并将动植物品种分子设计定为前沿研究。中

2009年就检测了近3万个植株。并采用多基因组装的策

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小麦育种团队先后

略（如Sr25+Sr26，Sr25+1A1R）来应对秆锈病Ug99。

承担了国家863计划“小麦品种分子设计”和973计划

在加拿大，政府投入了四千万加元用于推动在传

“小麦高产、优质品种设计和选育的基础研究”等项

统小麦育种应用分子标记技术。在项目启动阶段，着

目，通过解析小麦高产和优质性状的遗传机理，鉴定具

重挖掘和抗病性（锈病、赤霉病等）、抗虫性、磨粉

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分子靶点，进行常规和分子育种手段

和烘烤品质、淀粉特性和穗发芽等重要农艺性状相关

的结合，创制在产量、品质等目标性状上表现突出的育

的分子标记；随后，这些分子标记被用于目标性状的

种材料，建立多基因组装育种的理论和方法体系。2008

选择以实现优良性状的有效转移。目前在分子标记辅

年，作为骨干成员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启动的重大项目

助选择育种中已经实现对Fhb1、Fhb2 (赤霉病)，Lr34/

“小麦、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分子设计及新品种培育推

Yr18 (叶锈病)，Sr30、Sr24/Lr24(秆锈病)，Bt10(腥黑

广”，着重开展小麦优质、高产、抗逆和营养高效利用

穗病)，GPC-B1 (籽粒蛋白质含量)，Sm-1 (吸浆虫)和

等的分子设计和多基因组装育种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Utd1(散黑穗病)等基因的选择，并育成了小麦新品种

近年来，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小麦育种团队鉴定

Lillian和Goodeve，前者携带籽粒高蛋白质含量基因

了一批和品质、抗逆和产量相关的基因（QTLs），

(GPC-B1)，而后者则带有吸浆虫抗性基因(Sm1)。

并在育种中对这些基因（QTLs）开展分子标记辅助

欧洲的商业机构承担了大部分的小麦育种工作，

选择研究，建立了多个基因（分子标记）的多重PCR

拥有长期使用分子标记育种的经验，能对50多个位点

技术。先后育成了小偃54、小偃81、科农199、科农

开展分子标记的选择工作。除了对重要的土传病害抗

9204、科农1006、NC206、科紫6061、小山211、小

性进行分子标记鉴定之外，对多个抗锈病位点、春化

山8645、小山9659和科遗5214等优质、高产新品种。

和光周期基因(Vrn1/2/3和Ppd)、矮杆基因(Rht1/2/8)和

其中小偃81是由李振声院士带领的研究组，历经十多

品质相关位点，尤其是高分子量麦谷蛋白和籽粒硬度

年的小麦高效利用土壤营养元素、提高光合效率、高

基因等，也开展了分子标记跟踪工作。近年来，抗赤

产株型结构研究和对大量种质资源鉴定筛选的基础

霉病(Fhb1和Fhb2)的鉴定迫在眉睫，尽管目前的标记

上，于1996年利用“小偃54”与“8602”杂交，采用

不是很稳定，但每年都要检测10万次以上，且检测规

系统选择和重要特性鉴定相结合的方法育成的优质、

模在不断加大。

高产与稳产小麦新品种，该品种2005年通过河北省品

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2003年启动了有多个研究单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的特点，一是群体结构比

位参加的“分子育种”和“作物基因聚合”计划，旨

较合理，丰产性状好。分蘖成穗率高，适宜亩穗数

在对小麦锈病和品质性状进行改良。印度政府生物技

40-45万，穗粒数30-35粒，千粒重38克左右，穗粒重

术局也资助了一个涵盖全国六个重要小麦中心的育种

三者比较协调；秸秆韧性较好，抗倒伏；后期成熟落

网络项目。很多在项目执行期间建立的标记—性状关

黄较好，大面积种植具有亩产550kg以上的潜力；二

联性后来被QTL/基因渗入系验证和利用，包括籽粒蛋

是适应范围广。桓台及其他地区试验示范均表现出良

白质含量、穗发芽、粒重和叶锈病抗性等。目前，在

好的丰产性能；三是籽粒品质较好，属硬质麦，角质

印度不同的育种项目中，有分子标记跟踪的位点多达

率80%以上，出粉率高，面粉白度好；四是耐盐碱。

60个以上，有些染色体上有多个连锁位点。

2012年在沧州中度盐碱地种植亩产可达300公斤，在

我国2001年发布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

冬春两季没有浇水、追肥的前提下，亩产量接近当地

2010年）》，2006年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良田小麦产量，填补了当地中度盐碱地种植小麦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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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性状来讲，特别在使用较小
的预测群体时，MARS的效率较低，
甚至低于表型选择的效率，降低模
型的显著性阈值和使用较大的预测
群体可以提高MARS的效率。近两年
来，标记辅助轮回选择有很快被全
基因组选择取代的趋势。
白，创下中度盐碱地种植小麦成功并创高产的新纪

3. 复杂性状的全基因组选择方法

录。科农199是2006年通过国家审定的一个高产、稳

在改良多基因控制的复杂性状时，MAS和

产小麦新品种，该品种聚合了多个骨干亲本、骨干品

MARS 都存在着难以对表型性状进行有效选择的

种的有益基因，具有丰富的遗传基础，继承了小偃系

缺陷。Meuwissen 等提出了全基因组选择(genomic

统品种的抗病、养分高效利用等特性，累计在河北、

selection，GS)这一育种策略，利用遍布全基因组的全

山东、河南、江苏、陕西等省市推广3600万亩。

部分子标记数据或单倍型数据及起始训练群体中每个
样本的表型数据来建立预测模型，估计每个标记的遗

小麦分子设计育种发展趋势
1. 新型遗传群体设计
由于研究目标的不同，遗传群体和育种群体间有
很大差异，育种群体一般选择同时具有多种优良性状
的大量亲本进行杂交(即优×优)，期望通过性状(基因)
互补和超亲分离产生更加优良的后代，后代材料要经
历较强的人工和自然选择。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遗
传群体适宜于遗传研究，如QTL 定位、基因间互作和
基因和环境互作等，但这些群体的育种价值有限。国
内外开始采用多亲本杂交构建MAGIC群体，该群体
既适宜遗传研究同时又具有较高的育种价值。此外，为
了从整个种质资源的角度对全基因组上控制重要农艺性
状的遗传位点进行解析，人们开展了广泛的关联分析研
究，得到了一大批控制重要农艺性状的遗传位点。

传效应，而在后续的育种群体中利用每个标记的遗传
效应预测个体的全基因组育种值，根据预测的全基因
组育种值选择优良后代。GS的优点是利用遍布全基
因组的高密度分子标记，即使微效QTL也能找到与其
处于连锁不平衡状态下的标记，将这些能够解释几乎
所有遗传变异的所有标记位点都考虑进预测模型，避
免标记效应的有偏估计，更好地利用大量遗传效应值
较小的QTL。在小麦上，有研究者已开始开发大规模
的、遍布于全基因组的SNP标记，用于鉴定控制所有
遗传变异的标记位点和全基因组选择研究。

结

论
小麦分子设计育种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

中在QTL定位、分子标记及其辅助育种以及转基因育

2. 改良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

种研究上，尽管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成了多个小

分子标记辅助轮回选择(MARS)是指在双亲产生的

麦品种，但还没有实现真正地通过预先设计进行复杂

F2或加倍单倍体群体中利用表型(既可以是自身表现，

性状的育种改良。随着对控制这些复杂性状遗传位点

也可以是测交后代表现)与基因型，通过QTL作图选择

的解析、小麦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及大规模SNP标记的

显著性的标记，预测其效应，进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开发、全基因组选择方法和选择模型的建立，人们有

在接下来的2-4 个世代中仅利用预测的标记效应来选择

望在近期内实现通过分子设计手段对小麦复杂性状进

优良单株并随机交配开展群体改良。一般认为，MARS

行遗传改良。

对于选择较少基因控制的性状是有效的，对于较多基因

（分子农业生物学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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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品种分子设计前沿研究
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世界上超过一半

育种的主要途径。在目前国家粮食安全仍然面临严峻

的人口以水稻为主要食物。当前人口急剧增长，耕地

形式的情况下，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采取理论和实践

面积逐年减少，如何利用水稻功能基因组方面的研

相结合的策略，挖掘能够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基因资

究，有效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

源，克隆能够直接用于优良性状改良的重要基因。同

求，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

时，结合分子标记的发展与利用，通过科学的分子设
计，改良水稻的综合性状，培育产量高、品质优、抗

一、水稻品种分子设计的技术方法
长期以来，水稻品种改良主要是通过传统的育种
方法即有性杂交、遗传重组和表现型选择进行品种培

性好、种植成本低的水稻品种。

二、水稻产量与品质等重要功能基因的克隆与分析

育。虽然传统遗传育种为我国粮食生产做出了重要贡

水稻的分蘖是决定产量的一个重要农艺性状。适

献，但现有常规育种技术对种质资源的低利用率及其

当的分蘖数目直接决定水稻的产量。水稻的分蘖不仅

在性状改良上的局限性是近几十年来水稻改良未能取

是直接调控产量的一个关键农艺性状，同时也是在植

得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水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

物生物学中决定株型建成的一个核心科学问题。李家

水稻高密度分子标记连锁图谱和各种近等基因系群体

洋研究组与合作者经过数年的联合攻关，利用具有理

的构建，重要农艺性状的QTL的精细定位，转基因技

想株型特征的水稻材料“少蘖粳”，通过系统的遗传

术的广泛应用，功能基因组学的迅速发展等，为研究

学分析和图位克隆等手段，分离鉴定了控制水稻理想

复杂农艺性状的分子机理提供了机遇，也为分子技术

株型的主效数量性状基因IPA1(Ideal Plant Architecture

应用于水稻品种改良提供了契机，使水稻育种正在实

1)。IPA1基因编码一个含SBP-box的转录因子，并含

现由表现型选择向基因型选择的跨越。水稻品种分子

有miR156靶位点。IPA1突变后使水稻株型发生改变，

设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转基因育种。作为一种快速

通过回交转育方法将突变的ipa1基因导入常规水稻品

有效的方法，转基因育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

种秀水11使小区产量增加10%左右。IPA1基因的研究

的国家的重视。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和对水稻

成果为塑造水稻理想株型、培育超级水稻品种奠定了

基因组信息的了解，分子标记的种类和数量变得越来

坚实的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为突破水稻产量瓶

越丰富。有效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资源，开展分子标

颈提供全新的思路。此外，通过对多分蘖突变体tad1

记辅助育种，将是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水稻

以及单分蘖突变体moc1的遗传分析，李家洋院士等

野生型突变体野生型突变体野生型突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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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TAD1作用于MOC1的上游。生化研究发现TAD1

显著下降和生长发育缺陷。水稻原生质体表达BC14/

和MOC1位于同一个蛋白复合物中并直接互作。分子

OsNST1融合荧光蛋白载体发现该蛋白定位于高尔基

遗传学分析发现TAD1编码一个细胞分裂后期启动复

体中。酵母中的底物转运实验证明该蛋白具有UDP-

合（anaphase-promoting complex，简称APC/C）的共

葡萄糖的转运活性。该项研究证实了高尔基体定位的

激活蛋白。APC/C是一个在真核生物中功能高度保守

核苷糖转运蛋白在细胞壁多糖合成中的重要作用，为

的E3泛素连接酶，参与降解细胞周期中的关键调控

解析细胞壁生物合成的生化和生物学机制提供了关键

因子，从而促进细胞周期的进程。李家洋院士等证明

的证据，解决了该领域中长期悬而未决的底物运送问

TAD1直接作用于MOC1，导致后者以依赖于细胞周

题。此外，周奕华研究组对一叶片夹角增大的水稻突

期进程的方式降解。该项研究揭示了通过细胞周期调

变体开展研究，发现突变体叶枕部位机械组织显著变

控分蘖以及植物株型建成的新机制。

小、细胞壁主要成分纤维素和木聚糖含量下降，导致
叶枕部位机械强度下降、叶夹角增大，但对油菜素内
酯的反应正常。研究表明突变体表型是由MAPKKK
家族C组成员ILA1基因的T-DNA插入突变引起，酶活
实验确定ILA1具有丝氨酸\苏氨酸激酶活性。亚细胞
定位研究发现ILA1主要定位于细胞核内，而且在叶
枕的维管束中表达量较高。酵母两杂交鉴定出6个与
ILA1相互作用的未知功能的蛋白IIP，并得到了BiFC
和CoIP实验的验证。体外磷酸化实验证明ILA1可直接
磷酸化互作蛋白IIP4。芯片分析发现多个细胞壁合成
关键基因的表达在突变体中显著下调。ILA1介导的信
号途径调控叶枕部位机械组织的形成，是尚未报道过
的调控水稻叶片夹角的新机制。

细胞壁是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果胶构成的复杂
多糖网络结构，为植物体提供机械支撑。水稻细胞壁
研究对于抗倒伏等农艺性状的改良具有重要意义。水
稻叶片夹角是影响产量的重要农艺性状，直立的叶片

光合作用是绿色植物及光合细菌在光下利用光合

可显著提高光合效率和植株密植度，进而增加产量。

色素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并释放氧气的

目前已报道的调控水稻叶片夹角的基因多与油菜素内

过程，是整个生物界赖以生存的基础。提高光合作用

酯或其他激素引起的细胞增殖或膨大有关。对细胞壁

效率是农作物增产的一个根本途径。储成才研究组

调控叶夹角的作用机制还知之甚少。周奕华研究组鉴

通过大规模筛选鉴定水稻光合能力和碳同化突变体

定了一个新的水稻脆秆突变体bc14，发现基因突变引

（photoassimilate defective1, phd1），克隆和鉴定了

起次生壁结构异常和纤维素含量下降，导致机械强度

编码一个新型UDP-葡萄糖差向异构酶（UDP-glucose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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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merase, UGE）基因

这一研究首次报道了水稻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DG724

PHD1，在水稻光合效率

通过表观遗传调控OsMADS50和长日照开花素基因

提高分子机理研究中取得

RFT1的表达，进而调控水稻长日照开花途径。这一

重要进展，首次发现UGE

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水稻在长日照下开花的

也存在于叶绿体中。进一

调控机制，也为北方水稻生育期适应性改良奠定了良

步功能鉴定表明，PHD1

好的基础。

参与了糖脂的生物合成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解决温饱问题

及光合膜的生物发生过

的基础上，如何提升稻米品质是当前水稻育种迫切需

程。因此，这项研究不仅

要解决的任务。然而，高产水稻一般品质较差，而品

发现了一种新型质体定位

质好的水稻品种往往产量较低，选育既高产又优质的

的UDP-葡萄糖差向异构

品种是当前常规育种技术面临的大难题。傅向东研

酶，而且阐明了高等植物光合膜上糖脂糖基组分的来

究组与合作者从巴基斯坦优质水稻Basmati品种中成

源和发生机制，并暗示了该机制在绿色植物中是保守

功克隆了一个可帮助稻米品质提升和增产的关键基

的，为进一步研究光合膜糖脂在植物光合作用以及生

因GW8。在Basmati水稻中，GW8基因启动子产生变

长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异，导致基因表达下降，可使籽粒变得更为细长，还

植物开花直接影响着植物能否正常的繁衍后代，

会影响淀粉粒排列结构和垩白度等方面，提高稻米在

并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产量。储成才研究组与曹晓

外观、口感等多方面的品质。而我国大面积种植的高

风研究组通过对北方长日照条件下的适应性水稻品

产水稻中也含有这个基因，所不同的是这些高产水稻

种突变体进行大规模筛选，获得水稻晚花突变体

中含有的是GW8基因的另一个变异类型，它能促进细

lvp1。该突变体在长日照条件下使水稻开花期大为推

胞分裂和增加稻米粒重，使得水稻更为高产。研究还

迟，而在短日条件下变化不大。利用图位克隆法克

发现，来自伊朗水稻品种中的一个新的GW8基因突变

隆该基因后发现，LVP1编码一个含有SET结构域的

类型可以把GW8基因的优质和高产这两个优异性状结

非常独特的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DG724。生化分析表

合起来，它可以同时提高水稻的品质和产量：这个新

明，LVP1/SDG724具有体内和体外组蛋白H3K36甲

等位变异位点导入Basmati水稻品种后，在保证优质

基转移酶活性。遗传学证据表明，LVP1/SDG724通

的基础上可使其产量增加14%；将它导入我国高产水

过MADS50/MADS51-Ehd1-Hd3a/RFT1途径，促进水

稻品种后，在保证产量不减的基础上可极显著提升稻

稻的开花。染色质免疫沉淀分析表明，相对于野生

米品质。水稻GW8基因的克隆为杂交稻高产优质分子

型，突变体lvp1中调控开花的关键基因之一MADS50

育种直接提供了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也为揭示

和开花素基因RFT1位

水稻品质和产量协同提升的分子奥秘提供了新线索。

点的H3K36me2/3甲
基化水平明显降低，
这一结果表明，同源
基因RFT1和Hd3a、
MADS50和MADS51
之所以具有不同的功
能，与H3K36me2/3甲
基化水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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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稻品种选育和改良

分子育种联合研究中心”为依托，开展了“稻花香2号
的分子改良”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生产上农户

通过在水稻品种分
子设计领域的不懈努
力，研究成果向应用转
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
进展。李家洋院士研究
组和中科院北方粳稻分
子育种联合研究中心联
合选育的香型粳稻“哈
香06-216”通过黑龙江
省种子管理局审定，并
正式命名为“中龙香粳1号”。该品种以“香糯稻”
为母本，以优质粳稻“五优稻1号”为父本，通过现
代分子辅助选择技术结合传统常规育种，聚合抗病、
优质和抗倒伏等优良基因。该品种2009、2010年区
域试验产量分别为7177.2 kg/hm2和8691.5 kg /hm2。

使用的“稻花香2号”异源品种混杂率达到10-12%，
是导致该品种香味、粒形等性状退化的主要原因，针
对上述种性退化问题，姚善国研究组开发了24个品种
特异性分子标记对该品种进行了提纯复壮，并指导建
立了“同心圆”结构的良种繁育体系。在对“稻花香2
号”稻瘟病、倒伏、品质等相关性状的等位基因型分
析基础上，利用全基因组分子标记选择技术培育了该
品种抗稻瘟、抗倒伏等性状的单基因品系，为“稻花
香2号”的持续平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为
了降低单一品种大面积推广时可能存在的风险，姚善
国课题组以第一积温带栽培品种松粳9号、吉特639为
亲本，在稻瘟病、品质等性状上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
良，所培育的中龙09-01、中龙09-02和中龙09-03等3个
品系的品质和抗稻瘟病能力明显提高，有望在实现第
一积温带“优质品种多元化”上发挥重要作用。

2011年生产试验产量为8691.5 kg/hm2。该品种不仅株
型好、活秆成熟，而且米饭晶莹剔透、口感好，可与
“稻花香2号”媲美，非常适合黑龙江省优质米产业
化的需求。
“稻花香2号”是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主栽品
种，也是目前我国最优质的粳稻品种。作为优质特种
香稻，“稻花香2号”自2000年开始在第一积温带推
广种植。由于单一品种的长期大面积栽培，导致该品
种原有的特征特性严重丧失，香味、粒形严重退化，
异源品种严重混杂，抗倒伏能力严重削弱，稻瘟病潜
在发生趋势明显。姚善国研究组以“中科院北方粳稻

代表性论文：
[1] Jiao, Y., Wang, Y., Xue, D., Wang, J., Yan, M., Liu, G., Dong, G.,
Zeng, D., Lu, Z., Zhu, X., Qian, Q., and Li, J. (2010) Regulation
of OsSPL14 by OsmiR156 defines ideal plant architecture in rice.
Nature Genetics 42: 541-544.
[2] Xu, C., Wang, Y., Yu, Y., Duan, J., Liao, Z., Xiong, G., Meng, X.,
Liu, G., Qian, Q. and Li, J. (2012) Degradation of MONOCULM
1 ( M O C 1 ) b y A P C / C TA D 1 re g u l a t e s r i c e t i l l e r i n g . N a t u r e
Communications 3: 750.
[3] Zhang, B., Liu, X., Qian, Q., Liu, L., Dong, G., Xiong, G., Zeng, D.
and Zhou, Y.
(2011). A Golgi nucleotide sugar transporter
modulates cell wall biosynthesis and plant growth in ric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8: 5110-5115.
[4] Ning, J., Zhang, B., Wang, N., Zhou, Y. and Xiong, 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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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merase is involved in galactolipid biosynthesis and imp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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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 SDG724 mediates H3K36me2/3
deposition at MADS50 and RFT1, and promotes flowering in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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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ang, S., Wu, K., Yuan, Q., Liu, X., Liu, Z., Lin, X., Zeng, R., Zhu,
H., Dong, G., Qian, Q., Zhang, G., and Fu, X. (2012) Control of
grain size, shape and quality by OsSPL16 in rice. Nature Ge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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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泡运输的分子机制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细胞生命活动依赖于胞内运输系统。细胞内的运

和dynein之间的结合调控另一种囊泡货物transferrin

输系统将大量需要运输的物质分拣、包装到膜状的囊

及其受体从胞内体到内吞循环体(endocytic recycling

泡结构中，利用动力蛋白（又称为分子马达molecular

compartment)的逆向运输，提示靶膜中的磷脂对动力

motor）水解ATP产生的能量驱动囊泡在微管或微丝细

蛋白-货物相互作用的调控可能是货物卸载的普遍机制。

胞骨架充当的轨道上移动，高效精确地将各种货物定

该项研究成果于2013年3月24日在线发表于Nature

向运输到相应的亚细胞结构发挥生理功能。囊泡运输

Cell Biology（DOI: 10.1038/ncb2710）。刘佳佳研究组

分为几个环节：货物识别、沿着微管轨道运输以及货

博士研究生牛洋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了

物卸载。对于货物识别机制的研究发现，以微管细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资助。

骨架为轨道驱动逆向运输的dynein/dynactin动力蛋白

（2013-3-24）

复合体中某些亚基可通过囊泡表面的介导分子（cargo
adaptor）特异性识别相应的货物。而胞内运输领域另
一个重大问题，即当货物到达靶细胞器时，动力蛋白
识别靶膜并将货物精确卸载的分子机制尚不明晰。
SNX6是dynein/dynactin的货物介导分子，它通过
与dynein/dynactin亚基p150Glued和retromer亚基SNX1
分别直接作用，将动力蛋白复合体与retromer介导的
囊泡货物连接，介导从胞内体(endosome)到反式高尔
基体（trans-Golgi network）的逆向运输。中国科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刘佳佳研究组通过与中国科技大学田长麟以及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龚为民课题组的合作，揭示
了SNX6介导的货物卸载机制，从而解答了细胞生物
学领域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
他们发现SNX6的PX结构域不仅能与p150Glued
结合，而且与高尔基体膜富含的磷脂PtdIns4P有弱亲
合力。当高尔基体膜中的PtdIns4P被去除后，retromer
介导的囊泡货物CI-MPR在高尔基体附近区域大量积
累，说明PtdIns4P在dynein/dynactin驱动的囊泡运输
最后环节-货物卸载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进一步
研究发现，PtdIns4P对SNX6和p150Glued的结合具有
负调控作用，而且能够促进retromer和dynein/dynactin
这两个蛋白质复合体的解离。这些结果表明高尔基体
膜中的磷脂能够通过抑制动力蛋白-货物相互作用而
促进动力蛋白在靶细胞器膜精确释放囊泡货物。不仅
如此，他们还发现PtdIns4P通过抑制货物介导分子SN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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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体膜中的磷脂PI(4)P能够通过抑制动力蛋白-货物相
互作用而促进动力蛋白在高尔基体精确释放囊泡货物
(a)通过PI4-Kinase激酶抑制剂PAO处理细胞降低胞内PI(4)
P浓度可以阻断CI-MPR (green) 回收至高尔基体（red）。
(b)转运外源PI(4)P至PAO处理的细胞内使CI-MPR正常回
收至高尔基体。图中展示了转运不同的外源磷脂至PAO
处理的细胞内，CI-MPR与高尔基体标记蛋白p230共定位
的统计结果。(c) Rapamycin通过介导磷脂酶Sac1定位至
高尔基膜，从而特异性降低高尔基膜中的磷脂PI(4)P。
高尔基膜中PI(4)P的降低引起了CI-MPR（red）在高尔基
体（green）周围的积累。(d)c中白框内区域的放大，显
示CI-MPR在高尔基体周围的荧光强度分布。图中显示
大量的CI-MPR信号堆积在高尔基体周围。(e)免疫共沉
淀试验显示PAO引起的PI(4)P水平的降低导致了retromer
亚基SNX6 和motor亚基p150Glued相互作用的增强。(f)
相反地，外源PI(4)P 的添加减弱了 SNX6-p150Glued的相
互作用。(g)f的统计结果。统计数据表示为 mean±SEM
(**p<0.01, ***p<0.001)。标尺：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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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遗传发育所领衔完成小麦A基因组测序
2013年3月24日18时，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自

乌拉尔图小麦是小麦A基因组的原始二倍体供体种，

然》（Nature, http://www.nature.com/nature）在线

也是小麦进化的基础性基因组（世界上所有小麦包括

发表了题为“Draft genome of the wheat A-genome

二、四、六倍体小麦、Timopheevii和 Zhukoviskyi小麦

progenitor Triticum urartu”的研究论文。该项研究首

等都含有A基因组），在小麦进化过程中起着核心作

次完成了小麦A基因组的测序和草图绘制，比较全面

用。

地揭示了A基因组的结构和表达特征，对未来深入和

研究团队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对二倍体乌拉尔

系统地研究麦类植物结构与功能基因组学以及进一步

图小麦G1812系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组装、注释及

推动栽培小麦的遗传改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用价

相关分析。鉴定出了34,879个编码蛋白基因，其基因

值。该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数量与已知禾本科植物基因组的基因数相似。基因组

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小麦研究团队

比较研究发现，在进化过程中由于大量反转座子重复

发起，通过与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和美国加州大学戴

序列在基因间的插入，导致了小麦A基因组的剧烈扩

维斯分校合作顺利完成。

增。与已知禾本科作物基因组比较分析，鉴定出了

小麦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养活了世界上

3,425个A基因组特异基因和24个新小RNA，并发现

40%的人口，提供全球20%的人类营养所需热能和蛋

含NB-ARC功能域的抗病基因在小麦A基因组明显增

白质。生产上广泛种植的普通小麦是一个异源六倍

多。这些基因和小RNA的扩张可能是赋予小麦抵御

体，含有A、B和D三个基因组。追本溯源，普通小麦

恶劣生存环境和广适性的主要原因。通过同源基因的

是由祖先野生的一粒小麦（乌拉尔图小麦，含AA基

比对和关联分析，还鉴定出了一批控制重要农艺性状

因组）与拟斯卑尔托山羊草（Aegilops speltoides，含

的基因，如控制籽粒长度和千粒重的TuGASR7基因。

BB基因组）杂交形成四倍体小麦

此外，该研究还筛选出大量的遗

（Triticum turgidum，含有AABB

传分子标记，将有助于重要数量

基因组）。大约在8000年前，四

农艺性状基因的克隆及基因组选

倍体小麦与粗山羊草（Aegilops

择，促进小麦的分子育种。

tauschii, 含DD基因组）再一次

小麦A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组图

自然杂交，经自然和人类的选择

谱绘制的完成，将为科研工作者

形成如今广泛栽培的普通小麦

研究小麦驯化史提供一个全新的

（Triticum aestivum, 含AABBDD

视角，并为多倍体小麦基因组的

基因组）。由于普通小麦基因组

测序分析提供了二倍体基因组参

大（17000 Mb，是水稻基因组的

照序列。注释出的基因信息和分

40倍）而复杂，85%以上序列为

子标记有助于加速小麦的遗传改

重复序列，致使基因组测序研究

良，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

困难重重，进展缓慢，成为了限

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制小麦基础和应用研究进一步发
展的一个瓶颈。含有A基因组的

二倍体乌拉尔图小麦是普通小麦
A基因组的原始供体

（201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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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G蛋白介导油菜素内酯信号转导的
新机制被揭示

目前，水稻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世界上
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而中国则高达60%以
上。持续提高稻米产量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油菜素内酯作为一类重要的植物激素参与了植
物生长发育的多个方面，但是它们在水稻中发挥作用
的分子机制有待深入研究。异三聚体鸟嘌呤核苷结合
蛋白（简称G蛋白）复合体是真核细胞中保守的一类
重要信号转导分子。前期研究结果表明水稻G蛋白α
亚基RGA1（D1）参与了油菜素内酯（BR）介导的信
号响应途径，但是究竟D1如何介导BR信号转导的分
子机制并不清楚。
薛勇彪研究组、谢旗研究组和中国水稻所钱前
研究组合作发现了一个新的水稻BR不敏感矮秆突变
体—taihu dwarf1(tud1)。该突变体是由于一个编码
U-box E3泛素连接酶的基因突变所造成。详细的分析
表明tud1突变会导致水稻第二节间细胞纵向细胞层排
列紊乱和外颖中薄壁细胞体积变小，并且D1可以通过
与TUD1直接相互作用来介导BR信号响应通路。该研
究结果揭示了D1和TUD1共同作用介导了一条新的BR
信号响应通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TUD1在植物中具
有保守性，为进一步提高水稻等作物产量提供了新的
途径。
该研究结果已于2013年3月15日在线发表于
国际主流刊物PLoS Genetics (DOI:10.1371/journal.
pgen.1003391)，薛勇彪研究组的胡兴明博士为论文的
第一作者，该项研究得到了科技部863计划和自然科
学基金委项目的资助。
（20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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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1 对d1 具有遗传上位性。为了显示茎节的生长发育，图
中所示植物已经去掉了叶片，只保留了主茎和根。WT，
野生型；tud1 ，TUD1 的单突变体；d1 ，D1 的单突变体；
tud1/d1 ，TUD1 和D1 的双突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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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耗水模型与华北平原地下水消耗定量估算
华北平原是我国及世界重要粮食产区，上世纪

消耗量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定量估算，并且其方法简

七十年代以来，灌溉的发展使农业产量得以大幅度提

便易行，仅需利用某一地区的粮食产量和气象数据就

升，也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地下水位下降、河道

能估算出该地区的农田灌溉耗水量，从而为世界上许

断流、湿地萎缩、地面沉降等。地下水资源危机日益

多缺少数据资料地区的农业耗水量估算提供可能。

严峻，未来农业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受严重威

该研究估算了河北省1984-2008年期间用于粮食

胁。正确评估地下水消耗及其灌溉获得的农业产量增

生产的地下水净消耗量。研究认为在25年期间，河北

益之间的交换关系（trade-off）对于制定更合理的水

省用于粮食生产的净地下水消耗达到1390亿方，获得

资源管理政策意义重大。

的粮食增产效益为1.9亿吨，主要集中消耗在河北中

目前国内外农田耗水研究大多基于实验站点，由

南部平原，用于粮食生产消耗的地下水资源累计1130

间接法计算得到（农田耗水量=作物潜在蒸散量×土壤

亿方，这些水量可引起中南部平原地区的地下水位平

水分修正系数×作物系数），但在区域尺度，土壤水分

均下降7.4 m，引发地下水位下降的贡献达80%以上。

修正系数与作物系数很难获取，并且区域地下水监测结

这一研究结果首次对河北平原抽取地下水灌溉以

果包含了所有用水结果，考虑到土壤水分修正系数与降

换取粮食产量进行了定量的评估，对于综合评价地下

雨、灌溉密切相关，而作物系数与粮食产量密切相关。

水消耗在粮食增产效应和引发的地下水位下降、河

本研究首先建立了计算土壤水分修正系数的经验关系

道断流、地面沉降等环境负效应之间的平衡（trade-

式，并用产量系数（当年产量/多年平均产量）来代替

off）具有参考价值，有助于华北平原农业发展和地下

作物系数，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各县（市）农田年耗

水资源保护制定合理的农业水管理政策，为实现地下

水量，然后基于水量平衡方程计算出各县逐年净灌溉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重要依据。

量，结合土壤孔隙度估算出因为净灌溉耗水引起的地
下水位下沉深度。该成果使得华北平原地下水的灌溉

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
知识创新重要方向项目的支持。

（2013-3-14）

1984-2008年河北省地下水
灌溉消耗量分布图（左），
冀中南平原粮食生产消耗地
下水显著；河北省粮食产量
和降水量与净灌溉量经年变
化（右上）；栾城县粮食增
益的累积曲线与累积地下水
消耗量和地下水位变化关系
（右下）。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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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花药野生稻基因组的测序和比较
基因组学分析完成
稻属是从事植物比较、进化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因移动和异染色质进化等方面新的分子机制。

的理想系统。野生稻蕴含着宝贵的基因资源。为了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3月12日在线发表于Nature

更好地利用稻属的野生资源，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

Communications。陈明生研究组的博士研究生陈金锋

Rod Wing教授在2009年发起了国际稻属基因组计划

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参与该研究的合作者包括深圳

（I-OMAP），旨在构建稻属所有物种的全基因组序

华大基因、亚利桑那大学基因组研究所（Rod Wing教

列图谱，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比较、进化和功能基因组

授等）、乔治亚大学（Scott Jackson教授和Dongying

学研究。

Gao博士）、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Jiming

在I-OMAP计划的框架下，陈明生研究组通过与

Jiang教授和Wenli Zhang博士）、南开大学（宋文芹教

深圳华大基因、亚利桑那大学等合作，利用第二代

授和陈成彬博士）和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基因组分析平

测序技术完成了261Mb高质量的短花药野生稻（O.

台（梁承志研究员）等。该研究得到了基金委重大国

brachyantha）全基因组序列，并开展了稻属比较基因

际合作研究项目和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

组学和基因组进化的研究。

研究课题的资助。

该研究揭示了稻属基因组在基因组大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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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老年性痴呆病理发生的
潜在药物靶标被发现
阿尔兹海默病（Alzhermer’s disease,

该研究结果2013年3月4日在线发表于PNAS(doi:10.1073/

AD），又叫老年性痴呆。其主要病理变化之

pnas.1207586110)。张永清研究组博士研究生熊英为第一作

一是病人大脑神经元中微管结合蛋白Tau的

者，该研究得到了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过度磷酸化而形成神经纤维缠结。除了AD，

（2013-3-4）

其它多个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病理发生
过程中也有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和神经纤
维缠结的形成，这类疾病统称为Tau蛋白病
（tauopathy）。正常生理情况下，Tau起着稳
定微管的作用，但在Tau蛋白病的病人大脑
中，Tau蛋白功能异常，从而导致微管结构破
坏。前人的研究表明，在Tau蛋白病的转基因
小鼠模型中，稳定微管的药物可以有效地挽
救神经元功能异常和认知功能缺陷等表型，
但上述药物具有一定的副作用。
为了寻找和鉴定抑制Tau蛋白病病理发
生的互作基因和药物靶标，张永清研究组
将人类Tau蛋白异源表达于方便观察微管骨
架的果蝇肌肉细胞中。异源表达的Tau被高
度磷酸化，并且造成了微管密度的降低和网
络的破坏，与AD病人和小鼠Tau蛋白病模型
中的细胞病理特征相一致。通过遗传突变
体筛选他们发现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家族成员HDAC6突变后可以有
效地抑制Tau异源表达所致的微管破坏。点突
变遗传互作分析和特异性抑制HDAC6微管去
乙酰化酶活性的药物处理实验显示，HDAC6
突变很可能是通过提高微管乙酰化水平来挽

Ectopic expression of human tau V337M or tau WT in Drosophila

救Tau诱导的微管破坏。

muscles results in MT defects(A), which are rescued by a HDAC6
null mutation(B).

该项研究揭示了HDAC6可以作为治疗
AD和其他相关Tau蛋白病的潜在药物靶标。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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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氧化亚氮负排放研究取得新进展
氧化亚氮（N2O）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并在

负相关关系。利用智能培养系统，在室内培养条件下

全球变化、臭氧层空洞等全球环境问题中起着越来

进一步发现，风干土壤也能够吸收N2O，并将其还原

越重要的作用。大多数研究表明土壤是N 2O的源，尤

为N2；土壤N2O的还原和N2的产生速率能够很好的解

其是耕作、施肥和灌溉等造成农田土壤N2O的大量排

释野外观测到的N2O负排放通量。

放。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土壤能够持续吸收N2O，从
而形成N2O的汇，但其机理尚不清楚。

该研究为土壤N2O负排放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减轻农田土壤N2O排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该研

胡春胜研究组在太行山旱作低氮土壤上开展的田

究结果于2013年3月1日在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间观测试验，发现太行山区不施肥农田土壤N2O在整

杂志上在线发表(DOI:10.1016/j.soilbio.2013.01.028)。

个玉米生长季为负排放，且负排放通量在旱季为最大

胡春胜研究组的博士生吴电明为本论文的第一作者。

值（土壤空隙含水量为5-20%）。随着雨季的到来，

该项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院知识创新工

土壤含水量增加，N2O负排放通量也逐渐降低。相关

程项目资助。

分析表明，土壤N2O负排放通量与土壤空隙含水量有

（2013-3-1）

左图：太行山区不施肥农田土壤 a）N2O 排放通量，b）降雨和土壤0-5 厘米孔隙含水量，c）空气
温度和土壤0-5 厘米温度；右上图：土壤N2O 排放通量与0-5 厘米土壤空隙含水量相关关系；右下
图：室内培养实验中，N2 最大产生速率与土壤含水量和初始氧气浓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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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裂素信号转导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细胞分裂素参与调控植物生长
发育中几乎所有重要过程。细胞分
裂素信号转导是通过一个连续磷酸
传递（phosphorelay）而介导的。
在拟南芥中，被细胞分裂素激活的
受体自磷酸化后，将磷酸基团传
递至磷酸转移蛋白（AHP），并
进一步传递至下游的反应调节子
（ARR）。对细胞分裂素信号转导
中调节机制，特别是对磷酸传递的
调节机制了解很少。
左建儒研究组与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李晓明博士的合作研究发
现一氧化氮负调控细胞分裂素信号
转导。一氧化氮的一个主要生化功
能是对蛋白质特异半胱氨酸残基的
巯基进行S-亚硝基化修饰。S-亚硝
基化修饰是一种基于氧化还原的蛋
白质翻译后修饰机制。与磷酸化等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机制类似，S-亚
硝基化修饰参与调控其靶蛋白的生
物学活性。左建儒研究组发现S-亚
硝基化修饰细胞分裂素信号通路的

一氧化氮调控细胞分裂素信号通路的模型

重要组分AHP1后，抑制AHP1及其
下游组分ARR1的磷酸化，从而负调

植物生长发育的机制提供了新线索。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2月26日在线

控细胞分裂素信号转导以及植物对

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www.nature.com/ncomms/journal/v4/n2/

细胞分裂素的响应。

full/ncomms2541.html)。左建儒研究组的冯健博士为论文的第一作者。

该项研究为解析细胞分裂素信
号通路感受氧化还原信号进而调控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2013-2-26）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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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microRNA生物生成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MicroRNA（miRNA）是一类真核生
物中广泛存在的内源非编码小分子RNA。
它主要通过碱基互补配对的形式在转录后
水平上负调控靶mRNA，从而广泛地参与
动植物各种生物学过程的调控。在植物
miRNA生成通路中一些主要因子的功能
已经被鉴定，其中Dicer-Like1(DCL1)是
主要负责切割加工前体pri-miRNA和前体
pre-miRNA从而产生miRNA的RNA酶，
但是关于DCL1是如何识别并招募到primiRNA的过程尚不清楚。
曹晓风研究组以模式植物水稻和拟南
芥为材料，通过酵母双杂交的手段筛选
DCL1互作蛋白，鉴定出一个进化上保守
的蛋白质NOT2参与miRNA的生物生成途
径，NOT2功能在单双子叶植物发育中是
必需的。拟南芥NOT2功能的部分缺失突
变体表现出与典型miRNA生成途径突变
体的表型。研究还发现NOT2作为支架蛋
白还与PolII及mRNA 5’加帽复合体成员
相互作用，已有研究表明miRNA主要通
过转录后机制调控靶位点，该项研究将
miRNA通路与mRNA转录和加工通路联系
在一起，揭示了转录及转录后共同调控基
A. NOT2功能部分缺失突变体表型。

因表达的规律。

B. NOT2功能部分缺失突变体体内成熟microRNA表达下降。

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2月19日在The
Plant Cell杂志上在线发表(DOI:10.1105/
tpc.112.105882)。曹晓风研究组的博士后
王璐璐为本论文的第一作者。该项研究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和转基因专项等
资助。
（201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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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OT2功能部分缺失突变体体内前体pri-miRNA表达下降。
D. NOT2功能部分缺失突变体体内DCL1 body数量增加。
E. NOT2参与microRNA生物生成途径的机制。

科研进展

细胞分裂素调控水稻生殖分生组织活性和
产量形成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细胞分裂素对于植物顶端分生组织的功能和活

结合并促进其表达。其显性突变形式DSTreg1没有影

性维持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Gn1a/OsCKX2 (Grain

响该蛋白的DNA结合域，却导致了转录激活结构域

number 1a/Cytokinin oxidase 2)是控制水稻穗粒数多少

的缺失。因而DSTreg1同样可以结合Gn1a/OsCKX2启

的一个主要QTL（quantitative trait locus），编码一个

动子区，却丧失了对其转录激活的作用，使得reg1突

在花序分生组织中特异表达的细胞分裂素氧化酶，从

变体中Gn1a/OsCKX2基因表达量下降，进而导致幼

而控制水稻花序分生组织中细胞分裂素的含量和穗粒

穗中细胞分裂素含量增加，穗分枝能力增强，穗粒数

数多少。Gn1a/OsCKX2在水稻高产育种中发挥了重要

增多。将DSTreg1突变通过回交引入到多个水稻高产品

作用，许多大面积栽培的高产水稻品种中都含有其等

种，可以明显提高穗粒数。通过转基因手段将DSTreg1

位突变，但其表达调控机理并不明确。

引入小麦中，也有明显的提高穗粒数的作用。

李传友研究组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该研究揭示了生殖分生组织活性的一个独特的调

袁隆平院士及中国水稻研究所钱前研究员合作，在

控子，提供一个可对水稻穗粒数产生巨大影响的等位

Gn1a/OsCKX2表达调控机理和水稻高产新基因挖掘研

基因DSTreg1，为在水稻育种中聚合Gn1a的增产效应

究中取得重要进展。他们对一个水稻高产突变体reg1

和非Gn1a的增产效应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该研究

（regulator of Gn1a）的研究发现，锌指类转录因子

成果于2013年2月4日在PNAS杂志上在线发表（www.

DST（DROUGHT AND SALT TOLERANCE）直接调

pnas.org/cgi/doi/10.1073/pnas.1300359110）。李传友

控Gn1a/OsCKX2基因的表达，进而控制花序分生组织

研究组的李淑钰博士为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该研

的活性和穗粒数形成。生化分析表明DST作为转录激

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的资助。

活因子，可以在体内与Gn1a/OsCKX2的启动子区直接

（2013-2-4）

DST通过激活OsCKX2的表达来控制水稻产量形成。
A. 野生型与reg1突变体穗型比较；B. 野生型与reg1突变体主穗粒数的比较
统计；C. ChIP实验证明DST与OsCKX2启动子区的直接结合；D. 体内DST
可以直接激活OsCKX2的表达；E. DST调节水稻产量形成的工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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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研进展

一个新的人类白化病基因被鉴定
眼皮肤白化病（OCA）是一种具有遗传异质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上（doi: 10.1038/

性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在全世界的流行率约为

jid.2013.49）。该项研究是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1/17000，人群携带率约1/65，为我国北方地区相对常

同仁医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完成的，李巍研

见的单基因遗传病。该病表现为皮肤、毛发和眼的黑

究组的臧东杰和张喆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该项研究

色素减少或完全缺失，通常伴有畏光、斜视、眼球震

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973项目以及分子发

颤等，可导致视力低下或丧失，是导致先天性眼残疾

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的资助。

的常见原因之一。目前，已明确的人类OCA的致病
基因有非综合征性OCA基因4个和综合
征性OCA基因13个。研究表明仍有一
些OCA患者可能由其它未知致病基因
引起。
李巍研究组长期致力于OCA致病
基因的克隆和相关发病机制的研究，
特别是其中一类综合征性HPS白化病的
发生机制。通过对相关HPS基因功能
的研究，发现有多个HPS相关蛋白复
合体（HPAC），其复合体组成和功能
在最近发表于Pigment Cell & Melanoma
Research的一篇综述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Wei and Li, 2013,26:176-192）。在
对大量中国白化病遗传资源的收集和分
子流行病学分析、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
的基础上，发现约5%的白化病患者的
致病基因未明。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方
法，在一个非综合征性白化病家系（附
图）中鉴定出一个色素合成相关基因
SLC24A5，是导致OCA的新致病基因，
命名为OCA6。
该发现对于白化病的基因诊断
和产前诊断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
更深入了解色素产生的机制和人类
肤色、毛色多样性的遗传基础。该
研究结果于2013年1月30日发表在

42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201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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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特异性体外泛素化分析系统成功建立
泛素/26S蛋白酶体系统（Ubiquitin/26S proteasome

表于The Plant Journal杂志上的先进技术栏(http://

system, UPS）是真核生物中最精细的调控体系之一，

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1365-

很多重要途径的关键调节蛋白都受到泛素化修饰的调

313X/accepted)。谢旗研究组的博士生赵庆臻为该论

节。底物蛋白的泛素化修饰需要泛素激活酶（E1）、

文的第一作者。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泛素结合酶（E2）和泛素连接酶（E3）的协同作用。

和国家蛋白研究计划项目的资助。

模式植物拟南芥中有2个E1、37个E2和超过1400个E3

（2013-1-27）

蛋白。对于这些蛋白的生化特性的分析是研究其基因
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表明植物体内存在
着大量E2-E3特异的相互作用，通过体外实验分析某
待测蛋白的E3活性需要使用某个/些特定E2蛋白才能
实现。而目前广泛使用的E3活性体外分析体系中E1、
E2种类单一且大多非植物基因编码，因此对E3活性的
检测很可能出现假阳性尤其是假阴性的结果。
谢旗研究组建立了一套植物特异的体外泛素化
分析系统。该系统主要成分均为大肠杆菌中表达的
蛋白，包括了拟南芥中绝大部分种类的E2，经检测
利用这些E2可以检测出某个/些特定的RING（Really
Interesting New Gene）ﬁnger蛋白的活性。对于个别原
核表达不成功的E2则可通过在烟草中瞬时表达来得到
蛋白。因此该系统使得研究者可以利用拟南芥中大部
分E2亚家族成员对特定蛋白进行E3活性分析，同时
也可研究某E3与不同E2特异性组合的情况。该系统
的组分均来自于植物，绝大部分为拟南芥基因编码，
因此非常适用于植物蛋白的泛素化分析。该系统同
时提供了两种点突变的拟南芥泛素蛋白：UbK48R及
UbK63R，可用于多聚泛素链类型的分析。
该项研究建立的体外泛素化分析系统和该组
已建立的活体泛素化分析系统是植物泛素化研究
的有效平台。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1月27日在线发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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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机制调控水稻转座子活性的新进展
转座元件是指在基因组中能够移动或复制并重新

类转座元件的调控可能存在类似的机制。

整合到基因组新位点的DNA片段，它们对动植物基因

该项工作揭示了主动去除表观遗传激活修饰与反

组的组成、进化和基因表达具有重要影响。而在宿主

转座子沉默之间的内在联系，水稻中的研究对于人类

基因组中，如果失去对转座元件的有效抑制，这些元

肿瘤发生的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该研究结果于

件将对基因表达和基因组的稳定性构成影响。水稻是

2013年1月14日在PNAS杂志上在线发表（www.pnas.

主要的粮食作物同时也是重要的单子叶模式植物，其

org/cgi/doi/10.1073/pnas.1217020110）。曹晓风研究组

中存在着大量的转座元件，迄今为止，对于水稻宿主

的博士研究生崔勰奎为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该研

基因组如何调节这些转座元件还知之甚少。

究得到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

曹晓风研究组及其合作者以水稻为材料，结合生

目的资助。

化分析、全基因组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分析及转录组学

（2013-1-14）

和分子生物学等研究手段，揭示了JMJ703这一表
观遗传调控因子在调控反转座子活性中的重要作
用。利用细胞与生化分析，研究者发现JMJ703
蛋白是水稻特异的组蛋白H3K4me3/2/1去甲基化
酶，它能调节non-LTR类型反转座子Karma及其
N端缺失形式LINE1的转座活性。在jmj703突变
体中，H3K4me3激活修饰的升高、DNA甲基化
抑制降低，造成了Karma转录升高和转座激活。
前期该课题组研究发现组蛋白H3K9甲基转移酶
SDG714参与LTR类型反转座子Tos17的转座，但
在jmj703突变体中，Tos17并未发生转座，Tos17
位点的表观遗传修饰也未发生改变，说明Tos17
不是JMJ703的靶标。为何水稻中不同的组蛋白
修饰分别调控Karma和Tos17这两类反转座子？研
究者进一步分析发现，Karma和LINE1分别处于
不同染色体上H3K4me3较低的异染色质区，而
Tos17位于常染色质区域。研究者提出水稻基因
组对待不同染色质微环境的转座元件采用不同的
表观遗传修饰，从而持续维持其沉默状态，最终
达到稳定基因组的目的。水稻H3K4去甲基化酶

组蛋白H3K4me3去甲基化调控水稻转座子活性。

对于转座子的调控有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A. JMJ703在体内具有H3K4me3, 2, 1位点的组蛋白去甲基化酶活性；
B. jmj703突变体表现出矮化、直立、晚花等多效发育缺陷表型；

人类多种疾病的发生与一类LINE元件的转座相
关。而人类染色体核型与水稻存在着相似性，即
异染色质在整个染色体上的散在分布，暗示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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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Karma位点H3K4me3修饰及其转录在突变体中升高；
D. Karma在突变体中发生转座；
E. 基因组不同位置的转座子受不同表观遗传机制调控。

科研进展

Polycomb复合物影响肿瘤生长的新机制被发现
表观遗传调控因子Polycomb复合物蛋白（PcG）

能抑制凋亡发生。此外，下调Rnf2表达能显著抑制体

被认为与多种癌症的发生有着极大的相关性。Rnf2作

外或体内肿瘤细胞的生长。对卵巢癌组织芯片中Rnf2

为polycomb复合物1（PRC1）中主要的E3连接酶，

的表达水平进行分析更显示了Rnf2的高表达与p53的

在多种肿瘤组织中表达水平明显上升。Rnf2与肿瘤发

下调具有相关性。

生及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至今一直是个没有解决的
问题。

该项研究表明Rnf2作为一个新的p53泛素化连接
酶，通过在特定细胞中调控p53的蛋白稳定性影响其

张建研究组以肿瘤细胞系及肿瘤组织为模型，发

功能。这一发现也提示了Rnf2作为一个癌症特异性治

现Rnf2能够通过催化肿瘤抑制因子p53的泛素化促进

疗靶点的可能性。该研究结果于2013年1月14日在线

其降解。在多种细胞中对Rnf2的调控活性进行检测发

发表于PNAS(doi:10.1073/pnas.1211604110)。张建研

现，Rnf2仅在某些细胞中调控p53的稳定性，如生殖

究组博士研究生苏文静为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了中

细胞癌等。体外培养的生殖细胞肿瘤中对Rnf2进行敲

科院、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降后检测到明显的凋亡细胞，而同时对p53进行敲降

（2013-1-14）

Rnf2 regulates ovarian cancer cell growth through
p53. (A) Rnf2 depletion up-regulates p53 protein
evels in human ovarian carcinoma cell lines
(A2780 and HO-8901 bearing wild-type p53). (B)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Rnf2 in normal
ovarian tissues and ovarian carcinoma suggests a
significant upregulation of Rnf2 in tumor tissues.
(C–F) Rnf2 is required for ovarian tumor cell
survival in vivo. A2780 cells stably expressing
the indicated shRNAs (GFP-labeled) were
injected into nude mice. After 4 wk of injection,
the animals were euthanized and analyzed for
tumor growth. (C) Protein expression in A2780
cells stably expressing the indicated shRNAs. (D,
Upper) Representative photographs captured with
visible light of the animals corresponding to each
treatment group at day 20 after tumor cell injection.
(Lower) Noninvasive visualization of GFP-tagged
tumor cells by whole-body fluorescence imaging
showing a signiﬁcant reduction in tumor size when
Rnf2 is depleted. (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ocalized tumor growth; bars, SE. **P < 0.01; ***P
< 0.001,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shRNA group. (F) Estimated tumor weight
for the indicated groups at day 20 after injection.
**P < 0.01,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or rescu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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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DAR2可调控根尖分生组织大小
在植物中，根的生长发育是受到根尖分生组织

裂素和SHY2的下游，调控了长素运输载体PIN蛋白的

控制的，根尖分生组织的大小影响了主根的长短。

表达和生长素极性运输，从而维持了根尖生长素的浓

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拮抗调控了根分生组织大小，

度梯度。DAR2通过影响根尖中生长素的局部分布，

从而调控根的生长。PLETHORA（PLT）)和SHORT

调控了PLT1/2蛋白的水平，影响了根尖干细胞微环境

HYPOCOTYL 2 (SHY2)是分别介导生长素和细胞分裂

的活性，从而调控根分生组织大小。

素信号途径进而调控根尖分生组织大小的重要蛋白。

该研究发现了DAR2是根分生组织大小的重要

PLT1/2蛋白是一类在根尖中呈梯度分布的转录因子，

调节因子，建立了细胞分裂素、生长素，SHY2和

并受生长素浓度影响，其蛋白表达水平会影响根尖干

P LT 调 控 途 径 间 的 新 联 系 。 该 研 究 结 果 于 2 0 1 3 年

细胞的活性，进而影响根尖组织大小。然而，目前并

1月3日在线发表于Plant Physiology (DOI:10.1104/

不清楚PLT蛋白是否介导细胞分裂素和SHY2对根尖分

pp.112.210237)。李云海研究组的博士研究生彭元成

生组织大小的控制,连接细胞分裂素、SHY2与PLTs的

和童依平研究组的马文英博士为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

因子还未发现。

者。该研究得到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

李云海和童依平研究组发现DA1-related protein 2

基金委项目的资助。

（DAR2）调控了根尖分生组织大小。遗传学、细胞

（2013-1-3）

生物学和生化的研究结果表明，DAR2作用在细胞分

A，萌发9天的主根；B和C，萌发9天的主根根
尖分生组织；D和E，萌发6天的Col-0和dar2-1中
CyclinB1；GFP的表达变化；F和G，萌发4天的
Col-0和dar2-1的根尖经GUS染色和KI染色后的结
果；H和I，萌发4天的Col-0和dar2-1中小柱干细胞
层特异GFP标记J2341的表达；J和K，萌发4天的
Col-0和dar2-1中PLT1pro: PLT1: YFP的表达；L和
M，萌发4的Col-0和dar2-1中PLT2pro: PLT2: YFP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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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优质粳稻品种“稻花香2号”
分子改良取得重要进展
“稻花香2号”是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主栽品

源品种混杂率达到10-12%，是导致该品种香味、粒

种，也是目前我国最优质的粳稻品种。该品种的常年

形等性状退化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种性退化问题，

种植面积在120万亩左右，占第一积温带水稻栽培总

姚善国研究组开发了24个品种特异性分子标记对该品

面积的80%。受市场对优质米的消费需求影响，由该

种进行了提纯复壮，并指导建立了“同心圆”结构的

品种引导的大米加工销售企业最多时达到450家，目

良种繁育体系。在对“稻花香2号”稻瘟病、倒伏、

前仍然有240多家企业以该品种为经营主体，成为黑

品质等相关性状的等位基因型分析基础上，利用全基

龙江省五常市农业经济中最具特色的引领产业。作为

因组分子标记选择技术培育了该品种抗稻瘟、抗倒伏

优质特种香稻，“稻花香2号”自2000年开始在第一

等性状的单基因品系，为“稻花香2号”的持续平稳

积温带推广种植。由于单一品种的长期大面积栽培，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体系建立后的经济效益明

导致该品种原有的特征特性严重丧失，香味、粒形严

显，短短2年时间就为企业带来了约200万元的销售收

重退化，异源品种严重混杂，抗倒伏能力严重削弱，

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良种繁育体系有效地保证

稻瘟病潜在发生趋势明显。“泰国香米出福水，中国

了生产用种的质量，由此确保了五常市作为“优质稻

香米出五常”，作为全国知名品牌，如何保持五常水

米之乡”在市场上的信誉和地位。

稻的长期稳定发展，是困扰五常市政府和相关米业的
最大问题。

同时，为了降低单一品种大面积推广时可能存在
的风险，姚善国研究组以第一积温带栽培品种松粳9

为了解决“稻花香2号”面临的现实问题，姚善
为了解决“稻花香
号”面临的现实问题，姚善

号、吉特639为亲本，在稻瘟病、品质等性状上进行
号、吉特
为亲本，在稻瘟病、品质等性状上进行

国研究组以“中科院北方粳稻分子育种联合研究中

了有针对性的改良，所培育的中龙09-01、中龙09-02

心”为依托，与五常市最大民营企业金福粮油有限公

和中龙09-03等3个品系的品质和抗稻瘟病能力明显提

司合作开展了“稻花香2号的分子改良”研究。研究

高，有望在实现第一积温带“优质品种多元化”上发

结果显示，目前生产上农户使用的“稻花香2号”异

挥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47

合作交流

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领导来遗传发育所调研
接着薛所长介绍了研究所的基本情况、科研和合作进
展以及今后科技合作规划，并希望院地合作局继续保
持对研究所科技合作工作的指导和支持。随后陈化榜
研究员和刘贵富副研究员分别就渤海粮仓项目、玉米
产业集群和东北粳稻分子选择育种研究工作进行了介
绍，汇报了在环渤海地区开展耐盐碱小麦、玉米新品
种的选育工作，东北地区新型玉米品种选育工作和东
北粳稻育种工作。这些工作进展十分良好，并获得了
初步成效，选育出了水稻新品种——中龙香粳1号和
2013年2月6日正值春节前夕，中国科学院院地合

中龙粳1号。双方的领导和专家还对科技合作与科技

作局孙殿义局长、陈文开副局长、张长城高级主管、

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机遇进行了热烈而卓有

唐炜副主任、周俊旭副处长、田永生副处长、陈伟主

成效的讨论，尤其是共同推进建设和完善海南繁育基

管和王兵主管一行八人来到遗传发育所调研，研讨推

地和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方面达成共识。最后孙殿义局

进研究所科技合作工作重要部署。参加此次会议的遗

长对研究所在科技合作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表

传发育所代表有薛勇彪所长、宋秋生书记、胥伟华副

示了肯定和赞扬，并同时指出还要学习和借鉴国际优

书记、陈化榜研究员、朱保葛研究员、刘贵富副研究

秀成果转化经验，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成功经验，立足

员、方军副研究员、科技合作处姚庆筱处长以及有关

国民经济建设，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支撑新时期农业

工作人员。此次研讨会由胥伟华副书记主持。

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孙局长还提出：1. 研究所要梳理

院地合作局的领导在薛所长和宋书记等领导的陪

国家和科学院战略规划，合理布局、深化合作；2. 要

同下，饶有兴致的参观了研究所实验室和植物温室，

以北京为核心，集成有关科研单元拓展大作物研究推

并进行了深入交流，对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有了更加直

广，提升粮食价值，同时紧密联系地方实际，布局特

观的了解。

色小作物；3. 由院地局推动，遗传发育所为主导，联

在研讨会上，胥书记首先介绍了双方在座嘉宾并
对院地合作局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紧

合科学院其他院所共同推进建立海南繁育基地，支持
建设中科院东北现代农业科学院。

新疆农垦科学院-遗传发育所
“分子农业技术育种中心”研讨会圆满结束
2012年12月20日上午，新疆农垦科学院-遗传发

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新疆农垦科学院的王新华院

育所“分子农业技术育种中心”研讨会在遗传发育所

长、杨耀武副院长、科研处尹君亮处长、中心主任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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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铭博士、畜牧兽医研究
所薄新文所长、新疆建设
兵团绵羊繁育生物技术重
点实验室郭松长副主任、
畜牧兽医研究所周平副所
长，以及来自遗传发育所
的杨维才副所长、胥伟华
副书记、马七军副所长、
发育生物学中心主任李巍
研究员、植物基因组中心
唐三元、科技合作处姚庆
筱处长，会议由胥伟华副
书记主持。

的抗盐力显著提高；此外，利用农杆菌介导法获得

胥伟华副书记首先对新疆农垦科学院的各位领

GhSINAH1a、GhBADH转基因棉花23株。谢主任最

导、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对本次研讨

后提出，在今后的合作中要更加注重双方优势互补，

会的召开表示衷心地祝贺。胥书记指出双方的合作

共同申请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加强兵团重点实验室建

与当前国家的科技、农业政策的要求紧密关联，同时

设，联合培养科研骨干和研究生。

也是贯彻落实协同创新，特别是为国家创新体系各

最后，双方的领导和专家就联合中心今后的发

单元进行深度合作积极探索有益的经验。中科院与

展、双方合作的模式进行了热烈而有效的讨论。马七

新疆建设兵团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我们所与新

军副所长在讨论中指出，研究所要紧跟国家需求，立

疆农垦科学院共建“分子农业技术育种中心”，就是

足自身优势，因时因地而异的建立研发中心、基地、

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随后王新华院长对新疆农垦

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中心等，同时还应注重国际合作，

科学院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从人才引进、培养到基

最大程度的实现成果和利益的优化。马所长还提出在

础设施建设，再到科技项目申报和立项，全面系统地

合作争取各类项目，引进新成果和拓展新领域以及人

呈现出新疆农垦科学院建设的步伐和美好愿景。同时

才和平台建设等方面应加大合作力度，促进中心科学

王院长殷切地希望双方的合作更加坚实和长久，热烈

有序发展。双方还在以下重点方面进行了具体讨论，

欢迎研究所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到新疆农垦科学院参观

包括：深化合作力度，积极争取国家、中科院和地方

拜访。紧接着，杨维才副所长向嘉宾们介绍了遗传发

的各类项目，推动联合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学习和探

育所的基本情况，重点推介了甜高粱在提高奶牛产奶

索适合联合中心发展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充分结

量、奶质以及提高牛、羊肉质方面的显著作用，希望

合兵团优势，以点带面，将影响扩大至整个自治区；

能在联合中心开展相关研发项目。接下来，谢宗铭主

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加强人才交流，完

任对联合中心的工作进展进行了汇报，自联合中心建

善配套设施和福利，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推

立以来，已经申请3项国家和中科院项目，并取得了

动联合中心更快发展。期间还对具体项目的引入、实

良好成果，现已分离并克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抗逆性

施，基地需求等详细问题进行了探讨。双方都认为这

相关全长新基因13个，启动子序列2个，其中3个基

是一次关键的、务实的、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为今

因申报国家发明专利；GhGT23超表达转基因拟南芥

后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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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嘉兴农作物高新技术育种中心
2012年年会圆满结束
2012年12月11日，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嘉兴农作物

在2011-2012年推广面积达350多万亩。高产示范田亩

高新技术育种中心（下简称“中心”）2012年年会在

产达到680多公斤，推广种植面积占嘉兴市今年晚稻

浙江省嘉兴市农科院召开。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宋秋生

面积的67%，单一品种覆盖率创历史新高。“秀水

书记、马七军副所长、科技合作处姚庆筱处长、“中

114”及“秀水134”进入农业部水稻丰产高效技术集

心”副主任储成才研究员、程旺大院长、 “中心”

成与水稻翻耕直播示范片。在海南基地，嘉兴市政府

理事单位嘉兴市科技局和市农经局领导以及嘉兴市农

投资385万元，建设起1600平方米综合楼、工作楼、

科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层以上干部和部分科技人员共

库房，950平方米晒场等。截止到今年底，“中心”

25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沈卫峰书记主持。

共主持和参加了12个各类项目，目前进展十分顺利。

沈卫峰书记首先介绍了到场嘉宾，并对遗传发育

程院长最后表示，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加

所的各位领导专家表示了热烈欢迎。对双方的合作给

大投入力度，拓宽合作领域，明确合作方向，加强队

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今后的合作充满信心。程旺大

伍建设，建立成果转化中心，从而增强自我发展能

院长紧接着对“中心” 第二轮合作以来（2011-2012

力。随后马七军副所长介绍了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的整

年）的整体工作情况、目前遇到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

体情况，重点针对遗传发育所近几年的工作，尤其是

设想进行了总结和汇报。“中心”科研工作成果卓

在科技合作成绩和提供各类支持方面做了详细介绍。

著，选育出抗条纹叶枯病、矮缩病的晚粳稻高产新品

并指出研究所会继续加大对中心的支持力度，同时会

种“秀水114”，增产达12.57%， 2009年通过浙江省

积极努力的争取各类资源，加快中心发展。

和上海市品种审定，已在浙江省、上海市推广250多

各合作课题组简要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以及未

万亩。“秀水134”已通过浙江省和上海市的审定，

来研究计划。“中心”副主任储成才研究员和嘉兴
方有关与会代表就中心的合作
和下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
建议。
最后，遗传发育所宋秋生
书记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
指出：“中心”的工作成绩有
目共睹，值得肯定。今后双方
要增加交流，特别是加强一线
科研人员的沟通，把合作做到
实处。同时，要完善“中心”
的组织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
管理制度，保障“中心”健康
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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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嘉兴农作物高新技术育种中心
成绩卓著
2005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与嘉兴市政府签订了共建“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嘉兴
农作物高新技术育种中心”（“育种中心”）协议，
并举行了揭牌仪式，标志着“育种中心”正式诞生，
这既是双方新时期新合作的开始，也是对双方过去合
作成果的肯定，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遗传发育所在农作物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成
果和人才优势，而嘉兴农科院是一支有着丰富育种经验
的成熟的育种队伍。自“育种中心”成立以来，双方本
着“真诚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

高抗条纹叶枯病和矮缩病，2009-2012年该品种推广面

则，深化双方合作，共建合作平台，促进成果转化。

积已达250多万亩；“秀水134”2010年和2011年分别通

在“育种中心”建设方面，嘉兴市政府给予了大

过浙江省和上海市品种审定，推广面积达350多万亩，

力的支持，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新建了7200平米的科

其高产示范田亩产达680多公斤。由于“秀水114”和

研创新基地；投资261万元建设了250亩高标准试验田

“秀水134”具有抗逆性强、优质高产等特点，大面积

并投入使用。此外，嘉兴市政府还投资385万元，在

亩产660公斤，高产田达700公斤以上，于2010年，双双

海南省陵水县建成工作、生活设施齐全的南繁育种基

进入农业部水稻丰产高效技术集成与水稻翻耕直播示

地。 2013年还将投资200多万元对海南基地进行扩建，

范片。2012年，“秀水134”单一品种种植面积占嘉兴

以满足“育种中心”对南繁工作不断增长的需求。

市晚稻面积的67%，单一品种覆盖率创历史新高。截至

在人才交流、项目开展、品种选育等方面，“育

2012年，“秀水114”和“秀水134”累计推广面积已超

种中心”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已有李家洋院士、

过600万亩，以平均每亩增产25公斤计，已增产粮食1.5

储成才研究员、朱祯研究员、李传友研究员、翟文学

亿公斤，新增社会经济效益2.3亿元。

研究员、胡赞民研究员、傅向东研究员等多个课题组

在今后的发展中，“育种中心”要全面总结过往

在“育种中心”开展合作研究，涉及水稻、油菜等多

建设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以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建

个作物的分子改良育种研究，如在利用qSTV11基因进

设的新要求，要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和合作内容，完善

行分子标记辅助选育、利用IPA1基因对水稻进行株型改

发展规划，理清发展思路，抓好工作重点。在建设基

良、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优良粳稻光温敏核

础设施，改善科研、办公和生活条件，引进与培养人

不育系的选育与利用、榨菜胞质甘蓝型油菜育性相关

才，争取国家、科学院、省市等科研立项，推进科技

基因分子标记等研究课题均获得突破性进展。“育种

成果产业化等方面集中力量，真抓实干，在科研水平

中心”姚海根研究员和储成才研究员通过分子标记培

提高、高质量成果产出、品种推广及产业化、人员科

育的优质晚粳稻新品种“秀水114”和“秀水134”已

研素质提升等方面显著增强。在未来几年，通过全员共

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秀水114”2009年通过浙

同努力将“育种中心”发展成省级乃至国家级农业高新

江省和上海市的品种审定，产量比对照增长12.57%，

技术创新载体，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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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召开党支部工作会议
委员的带领下，在广大党员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各支部
在理论学习、遗传发育所精神凝练、创新文化建设、组
织发展、国情考察等方面取得了进步。同时，他就如何
进一步提升党支部的工作水平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要
围绕科研这个中心，增强理论学习的广度和宽度，了解
国情、民情和社会需求，力争使理论学习有成效、服务
本职工作；二是结合支部自身情况，打造符合各个支部
特点的品牌活动，并努力使这些活动系统化、常态化、
2013年3月11日，遗传发育所召开党支部委员扩

有实效，进而增强支部活力；三是要求党务工作者要统

大会议，全面总结2012年度党支部工作并对2013年度

筹兼顾，学会优化工作时间，更好地发挥工作水平；

的工作做出安排。会议由党委书记宋秋生同志主持。

四是要扩大对优秀党员的宣传，弘扬先进性，并着眼长

会议认真听取了各党支部2012年度的工作总结和

远，吸收更多优秀人才入党，保证党员队伍不断壮大。

党委办公室关于研究所2012年党委工作九个方面的全

宋秋生书记强调，2013年度的党建工作要紧紧围

面汇报，汇报从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

绕以下重点工作展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作用、营造和谐奋进氛

神、进一步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顺利完成党支部换

围、助力科技创新和创新文化建设、提升党组织的

届、推进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凝聚力和感召力等方面对一年来的党建工作进行了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支部的各项工作要以重点工

认真的分析和总结，交流了工作开展过程中本支部

作为抓手，深入推进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的持续开

的特点、难点等情况及好的经验与成效；同时，会议

展；本着务实创新的原则，进一步提升研究所的党建

就2013年度的工作思路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讨论，特别

工作力度，积极推动党支部工作和群团工作，充分发

是围绕深入开展“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系列活动以

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调

及岗位建功、国情考察等工作进行了重点的研讨，为

动广大党员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研究所重

2013年更好地开展党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科研任务和“一三五”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营造和

在点评时，胥伟华副书记谈到，在各位支部书记、

谐奋进氛围，从而推动研究所的创新发展！

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系列活动
回顾光荣历史，强化党性修养
为积极学习十八大精神，2012年12月18日分子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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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博物馆，参观大型主题展览《复兴之路》。

《复兴之路》用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复兴之路》陈列展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求救亡图存的道

本次活动对于强化党性修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

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十分重

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要的意义。

我们是这样组织党员学习十八大报告的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遗传发育所离退休第一党支

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部（2012年12月19日）和离退休第二党支部（2013

科学内涵以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布

年1月17日）召开党员大会，研究如何组织党员学习

局、总目标。

十八大精神。讨论中大家一致建议，为使全体党员能

通过学习交流，大家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够深刻领会十八大报告精神，结合老同志的特点，采

来之不易，虽然我们已退下来了，但思想不退休，作

取问卷方式，要求每位党员在认真通读十八大报告基

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关心国家大事，在政治上、思想

础上，边学习边答卷。

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会上大家谈到习近平总书

在自学答卷基础上，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交

记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做出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

流学习体会。交流会上，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代表分

深得民心，并赋之于行动，我们深受鼓舞；在中国共

别谈了学习体会。他们的发言，使党员更深刻理解

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

了我们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将举什么样的旗，走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广大党员反映这样学

什么样的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

习形式很好，并受益匪浅。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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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召开十八大精神座谈会
近日，民盟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了遗传发育所民盟支部在推动遗传发育所创新发展

支部召开学习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中科院遗传与发育

上所做出的贡献。他表示党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民

所党委书记宋秋生、副书记胥伟华、党办主任刘春光

盟工作，并会积极听取民盟的意见和建议。他希望

出席了座谈会。支部前主委83岁的欧阳俊闻教授及申

大家共同学习好十八大文件，使大会精神转化为创

请入盟的3位青年同志和盟员18人参加。

新动力。胥伟华副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民盟在建言献

支委安锡培主持会议并谈了学习十八大的感想

策和持续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他希望民盟利用遗传

和体会。主委胡赞民介绍了民盟十一大的会议情

所的学科优势在农业及人口健康等领域认真做好深

况。储成才教授结合十八大报告畅谈了在科研工作

入、系统的调研工作并及时与民盟院委会和民盟市

中需要借鉴的问题，诸如科 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

委沟通，邀请有关领导和盟员到所内参观指导。他

系，并交流了针对遗传发育所的优势和实际情况如

还建议在所网可以考虑适时开辟统战工作和民主党

何实现科研和产业的对接等。宋秋生书记充分肯定

派信息栏，团结凝聚各位盟员。

农业资源中心研究生党支部召开
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
2012年12月11日上午，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生

活经历谈了青年学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扮演的角

党支部在五楼报告厅召开了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

色，以及如何在科研生活中真正践行十八大精神。整

会，全体研究生党员、研究生入党积极分子和研究生

个会场气氛活跃，思想交流深入。此次座谈会使同学

会全体成员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会议由研究生党支部

们对党的十八大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更加坚定

书记毛学森老师主持。

了信念、更加明确了方向。同时，增加了同学们的责

交流座谈上支部的五个党小组代表分别发言，大
家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对党的

任感和使命感，对提升同学们的科研干劲和学习动力
起到了促进作用。

十八大报告的理解。从国家决策到专业背景；从“空

最后对研究生党支部2013年工作计划和如何进一

谈误国，实干兴邦”，到努力学习，创新科研；从

步丰富同学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征询了到会同学的意见

“美丽中国”到平常生活，同学们以自己的理解和生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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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发育所组织职工学生参观中国科学院院史展览
为了让全所职工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科学院的发

国科技事业的火车头、从十年动乱到科学的春天、改

展历史以及院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所于2013年3月5

革探索、创新跨越和中国科学院重要历史人物纪念堂

日和6日两天下午分两批组织职工学生近50人参观了

等部分。大家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回顾了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院史展览。

走过的60余年风雨历程、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的重大

中国科学院院史展览包括序厅、奠基和创业、中

贡献以及院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等。
在两天的参观活动中，大家反映强烈。参观结束
后的随机采访中，有的老师说：“以前只知道本所各
个领域的发展，通过参观进一步了解中科院的发展历
史，深感在中科院工作的骄傲，更要加倍努力把现在
的工作做的更好。”很多学生也都表示，自己要以优
秀的科学家为榜样，加倍努力，潜心科研，争取做到
自己的最好。相信此次参观，对于践行科学发展观、
弘扬遗传发育所精神、落实“一三五”战略规划必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遗传发育所各研究中心召开
新年联欢会喜迎蛇年
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暨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召开2013年新年联欢会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发育生物学

年联欢会于2012年12月28日召开。发育中心暨重点

研究中心暨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3年新

实验室全体职工学生和研究所各职能部门领导近300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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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齐聚一堂、共迎新年。发育中心主任李巍研究员和

颁奖。

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维才研究员分

本台联欢会节目全部由各个课题组的老师同学组

别致辞，对发育中心暨重点实验室各个课题组在过去

织、策划、表演。联欢会上，相声、小品、独唱、舞

一年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要

蹈等表演形式多样，气氛活泼热烈。课题组长拉票环

勇于面对挑战、克服困难，取得更大的突破。本次大

节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抽奖游戏环节更是把联欢会

会上表彰了发育中心暨重点实验室2012年度重要科研

气氛推向高潮。最终，联欢活动在聚会晚餐的举杯祝

进展奖获得者14人。李巍主任和杨维才主任为获奖者

福中圆满落幕。

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暨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2013新年联欢晚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基因组生物

曲》充分展现了激情与思想的碰撞，欢笑与情感的交

学研究中心暨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3年新

融；改编版的穿越音乐剧《黑素贞传奇》、传统曲艺

年联欢会于2012年12月28日成功召开。中心/重点实

节目三句半《大话2012》，诙谐风趣、耐人寻味；

验室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共享这一年一度的视听盛

相声《我来了，你在哪？》传达了研究生们别样的

宴。中心主任曹晓风研究员致开幕词，热烈欢迎新成

生活状态；一曲《实验室改编版爱情买卖》唱出科研

员加入中心/重点实验室的队伍。并回顾了即将过去

生活的苦辣酸甜。热闹的晚会现场还刮起了《最炫民

的2012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信2013会更上一层

族风》；更有中心好声音助阵，《有没有人告诉你》

楼。最后感谢全体师生的辛苦劳动，预祝晚会圆满成

《老男孩》《冰雨》《倔强》，以及精彩的诗歌朗诵

功。祝大家新年快乐！

《再别康桥》，令人回味无穷。独具特色的舞蹈《黑

晚会以一首神曲《江南style》拉开了帷幕，“骑

夜骑士》、黑光剧《午夜狂想曲》，在漆黑的现场带

马舞”High起全场。随后，各研究组自编自导自演的

给观众全新的视觉冲击。晚会现场新增了短信互动平

节目轮番上阵。节目中自然少不了2012最fashion的话

台，观众热情参与，各种祝福、征友等内容更增添了

题：小品《如此推销》以“地沟油”产品为主线生动

晚会祥和、欢乐、浪漫的气息。

地展开了一段不法商人的推销故事；昂贵的切糕、玛

精彩的节目，幽默的语言，激动人心的抽奖换来

雅人的预言，“你幸福吗”等成了《新闻快播》的主

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全体师生在喜庆的大联欢中，共

题。以爱情、亲情为题材的小品《相亲记》、《爱

同迎接充满期待的2013。

情发展观》、《城里的月光》，舞台剧《恋爱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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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农业生物学研究中心迎接2013新年联欢会
2012年12月25日，伴随圣诞钟声的敲响，分子农业

激起全场热情。歌曲、魔术、相声、双簧等其它节目

生物学研究中心2013新年联欢会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召

也轮番上演，展现出职工与研究生的多才多艺。演出

开了。中心职工和研究生220余人参加了本次联欢会。

中间还穿插着多种师生互动的游戏，将联欢会推向高

联欢会共表演16个节目，题材涉及爱国、爱家、

潮。最后一曲《想起老妈妈》，让联欢会在思念亲人

爱所和科研创新。小品《生物人也有春天》、《育种

和家乡的情怀中圆满落下帷幕。傅向东和王道文研究

记》和《白蛇后传之粮食危机》巧妙地将本中心的科

员代表本中心课题组长祝愿大家在2013年里身体健

研工作与国家粮食安全结合起来，同时又诙谐幽默、

康、心情愉快、科研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举行新年文艺汇演
2013年1月24日，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

碌的身影；“拜年”、“新年好”的精彩演出，欢笑声

中心召开了2012年度工作总结大会，总结大会结束后，

此起彼伏，再现了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春节文化的博大

中心全体师生汇演了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大家用欢快

精深和贴近百姓的淳朴浑厚；研究生表演的舞蹈“茉莉

的歌声洗礼过去一年的辛劳、疲惫和烦恼，用欢乐的舞

花”，优美靓丽，彰显出青年一代的激情和活力。大家

姿迎接新一年的喜悦、拼搏和进取。一曲“咱学农的

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在联欢中愉悦了身心，在歌唱中迎

人”，唱出了拼搏在农业科研领域，为国家粮食安全、

来了新的一年。

水资源安全默默奉献的创新团队的心声和心愿；随着
“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起，人们的脑海里不时闪过

玉龙辞旧岁，金蛇迎新春，祝大家春节愉快，阖家
幸福，事业有成！

团结奋战在科研一线、监测调查、秋种夏收科研人员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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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园地

喜
遗传发育所荣获北京分院京区党委2012年度党建
工作创新二等奖

讯
刘昌明院士长期致力于水文水资源研究，倡导和
开拓了我国地理水文学研究领域，丰富和完善了水分
循环、产流模式、农业水文及全球变化的环境水文效
应的理论与方法。20多年来，刘昌明院士领导的科研
团队在河北开展了全方位的农业节水研究，提出的界
面调控理论，完善了“五水转化”体系，在其指导下
集成优化的农业节水模式，在河北省得到了大面积的
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引
领了华北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及节水农业的发展。先
后获国家、省部级奖励12次，2011年荣获“河北省科
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
薛勇彪所长荣获中国科学院工会“职工之友”荣

刘昌明院士当选“2012年河北年度十大新闻人物”

誉称号
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分工会荣获中国科学院工
会“先进分工会”荣誉称号
刘冬成、双海英荣获中国科学院工会“工会积极
分子”荣誉称号
张银红获得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启明星”优秀
人才荣誉称号

2013年1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在河北会
堂举办了2012年河北十大新闻、年度十大新闻人物揭
晓暨颁奖晚会。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研究员、刘昌明院士荣获2012年度河北年度十大新闻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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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生研究员
陈明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明生博士于1988年获南开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中科院遗
传所硕士学位；1998年获Purdue University博士学位；1999-2000年
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2002年在
Clemson University Genomics Institute任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2002
年回国后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并获同年度 “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陈明生课题组主要从事禾本科植物的比较基因组学、生物信息
学以及农作物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克隆和功能研究。近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稻属的比较基因组学和基因组进化的研究。随着水稻基因组测
序的完成和水稻功能基因组的发展，稻属已成为一个开展植物的生理
生化、基因组进化、多倍体、人工驯化、适应性和基因功能等各个方
面研究的独特模式系统。稻属包含十种不同的基因组类型，其中既有
二倍体（AA、BB、CC、EE、FF、GG），也有四倍体（BBCC、CCDD、HHJJ、KKLL）。陈明生研究员领导他的
团队在近几年开展了稻属基因组Moc1、Adh1、Shattering 4和Hd1
和
和Hd1
等常染色质区域的比较分析，参与了国际稻属基因
组计划 (International Oryza Map Alignment Project, I-OMAP)。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稻属基因组的着丝粒和异染色质区域的
比较分析、短花药野生稻Oryza brachyantha（FF基因组）的全基因组测序和比较分析等，该团队近期在水稻基因组
的多倍体起源、重复基因进化以及探讨稻属基因组的结构、功能和进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初步研究成果，相
关论文以通讯作者/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于
/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于
/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于
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于Na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PNAS、Plant Cell和MBE、PLoS One等国际主流
学术刊物上。
陈明生研究员热心公益教育，多次在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
院等单位为研究生授课。在实验室倡导“以
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针对学生个体的不同
特质，充分给予他们能够发挥自己最大潜能
的自由空间。近年陈明生研究员获得了遗传
发育所益海嘉里优秀导师和中国科学院优秀
研究生指导教师等奖励。

联系方式：
电话：86-10-64806540
传真：86-10-64806595
E-mail: mschen@genetics.ac.cn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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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属植物基因组的进化
稻属是一个从事植物比较、功能和进化基因组学研究的理想系统。野生稻蕴含着大量的未被挖掘的优秀农
艺性状基因，是水稻品种改良的宝贵资源。课题组通过比较基因组学研究方法，对稻属14个基因组的Moc1、
Adh1、Hd1、Sh4、Ghd7等位点同源区域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稻属基因组的进化。相关论文已经相继发表在
PNAS、Plant Cell、Plant Journal、MBE和PLoS One等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课题组近期完成了短花药野生稻
基因组的测序和全基因组比较分析。短花药野生稻是稻属中与水稻亲缘关系较远的一类野生稻，具有对多种水
稻病原菌和一些非生物胁迫的抗性。同时，短花药野生稻具有稻属最小的基因组，结合其在进化树中的特殊位
置，可能保持着较为接近稻属祖先基因组的状态。通过与水稻等基因组比较，发现稻属在基因组大小、基因家
族、基因共线性以及染色质分布均存在很大的变异，这些变异很有可能就是导致稻属物种分化或者种间表型差
异的原因。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课题组目前还开展了稻属异染色质区域、着丝粒等
区域的比较分析，参与了国际稻属基因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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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霞研究员
李霞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霞博士于1985年在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获理
学学士学位，1991年于河北师范大学获植物生理学
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讲师。1995-1997年在美国
普渡大学生物系和园艺系做访问学者，2001年于美
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1-2004年在美国Vector
Tobacco公司任科学家和课题组长。2004年入选中国
科学院“百人计划”，被中科院遗传发育所聘为创新
研究组组长、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植物
抗逆生理和遗传机理研究。自归国后李霞研究员围绕
科研方向，坚持优胜劣汰、任人唯贤、传道授业解惑的原则，已培养和组建了一支年轻、有活力的科研队伍。
研究团队包括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1人、助理研究员2人、博士后1人、研究生9人。此外，李霞研究员还担任
研究生院、研究所内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曾获2009年度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2008年“河北省
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荣誉称号。李霞研究员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项、转基因生物重大专
项两项、973计划两项等。
李霞研究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以拟南芥、重要农作物小麦和大豆为材料，研究高等植物应答环境胁迫时
的可塑性发育模式及其调控机制。重点是植物根系发育对逆境适应和调控机理以及逆境条件下植物防御代谢
的转换机制研究。最终目标是揭示植物抗逆的分子机理，发现并鉴定调控植物抗逆反应的重要分子元件，为
通过生物技术综合手段改良作物抗逆性提供基础。李霞研究员的研究首次报道了植物主动通过调整根的生长
方向和分布来逃避盐害的适应机制；发现参与植物盐胁迫应答的重要基因SOS3可以正向调控盐胁迫下地上生
长素积累和向根部的极性运输及其在主根中的分布，在植物根系应答盐胁迫时的可塑性发育过程中起关键作
用。此外，李霞研究员在miRNA调控大豆根系可塑性发育、根瘤的发育和固氮能力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相关研究结果已在Plant Physiology、New Phytologist等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
植物适应逆境和固氮效率调控机制的认识，而
且为进一步揭示作物抗逆高产重要农艺性状形
成的遗传机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系方式：
电话：86-311-85871744
传真：86-311-85815093
E-mail: xli@genetics.ac.cn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61

科学家风采

高等植物逆境生理和分子遗传学研究
李霞研究组以模式植物拟南芥和重要农作物大豆为研究对象，对植物应答和适应环境胁迫的分子机制开展
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1、植物根系应答盐胁迫的新机制研究
发现了在变化的盐环境中，植物根系向地性生长发生改变。证
明了离子胁迫诱导根生长方向变化是由SOS盐信号途径介导，并通
过降低生长素外运蛋白编码基因PIN2的转录和蛋白水平，导致生长
素在根中不均一分布和根两侧细胞的差异生长所致；证明了这种根
生长方向及根系空间分布的变化可以保证根和植株在盐胁迫条件下
最大限度的生长，是植物的主动适应过程这个适应机制，是盐信号

盐胁迫导致拟南芥向地性改变

和向地性反应途径互作实现的。该研究成果发表于Plant Physiology上（Sun et al., 2008，Plant Physiology, 146:178188）。这是国际上首次关于植物主动通过调整根的生长方向和分布来逃避盐害适应机制的报道。

2、盐信号和生长素互作调控根发育和根系构型重塑的机制研究
李霞研究组首次报道了细胞离子积累减轻渗透效应对侧根发育的
抑制作用，并证明SOS信号途径对盐胁迫下侧根可塑性发育调控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证明了SOS3正向调控盐胁迫下地上生长素积累和向
根部的极性运输及其在主根中的分布，对盐胁迫下侧根发生很重要，
而对侧根根尖分生区形成和侧根伸长必不可少。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ew Phytologist上（Zhao et al., 2011）。本研究不仅建立了一个分离
侧根相关突变体和基因的新遗传筛选系统，还为逆境信号途径和生长
素互作影响侧根发育和根系构型可塑性发育提供了直接证据。

SOS3调控盐胁迫下生长素的积累和分布

3、盐胁迫下大豆根系/根瘤可塑性发育和固氮效率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
大豆共生固氮效率是决定大豆高产优质的关键步骤。根瘤是大豆根系中特殊器官，其发生发育和固氮功能受
多种生物和非生物逆境的影响很大。李霞研究组采用结瘤28天的功能根瘤为材料建库测序，发现并鉴定了大豆功
能根瘤中响应盐胁迫的保守和豆科特异的miRNA。并通过生物信息
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预测并验证了部分miRNA及其靶基因。相关研
究结果于2009年发表（Wang et al., 2009，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378: 799-803）。这是本领域首个有关大豆
功能根瘤中miRNA的报道，揭示了miRNA在固氮中的重要作用，也
大豆功能根瘤中响应盐胁迫的miRNAs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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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解析根瘤逆境响应和固氮效率调控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

科普之窗

植物用心“看”世界
相对于活泼好动、阅历无限的动物而言，植物则

织，所以不会像动物那样拥有意识。但是，需要注意

显得有些呆板—它们终其一生，从摇篮到坟墓，任凭

的是，虽然没有意识，但是植物拥有所有生命体共同

风吹雨打，始终忠贞不二地坚守在上帝分配给自己的

的生命特征，那就是趋利避害的特性。这种特性可以

那一小片土地上。植物的一生，会遇到各式各样、眼

让植物对外界环境的改变做出反应。但这种反应通常

花缭乱的挑战，其中包括生物逆境和非生物胁迫。面

是隐性的，不容易观察到而已。提到“意识行为”，

对那些可能连人类都“心惊胆战”的胁迫环境，植物

我们不免想到含羞草。它在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会把

没有因袭“敌进我退”的策略，而是淋漓尽致地诠释

叶片瞬间收拢，这种看似带有“意识性”的举动该如

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毛式气概。

何解释呢？

当然，如果你以为它们仅仅是简单的“忍受”这些逆

科学家研究发现，这是由于植物细胞中钾跟氯离

境、“以不变应万变”的话，那你就错了！植物的聪

子的平衡受刺激后被打破，导致叶片中的水分通过茎

明程度，尤其是对各种逆境的感知、抵抗和适应能

流入植物根部，叶子细胞组织的张力下降至叶下垂所

力，绝非动物所能比拟。因为它们有属于自己的一套

致。植物这些能瞬间完成的反应，和动物神经系统的

独特的语言体系，它们，是真正的在用“心”“看”

反射完全不同，你可以把植物这种瞬间做出的动作理

世界。

解为植物进化出来的一种“机械式”的机关。好比老

现代植物学研究揭示，植物也有嗅觉、听觉，甚

鼠夹子，你一动它就夹上了。这就是信号传导的过

至还拥有不同类型的记忆，当它们陷于困境时会果断

程。信号传导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受到外界环境刺

地作出防御，还能提醒周围的植物。植物科学家普遍

激，细胞的活动快速反应造成植物体内发生生理变

认为，植物作为复杂的生物体，它们也过着丰富而感

化；还有一种是通过基因的表达和蛋白的产生而做出

性的生活。

变化，这种反应需时较长。

植物“思维活跃”
已故植物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芭芭拉·麦克
林托克称植物细胞“具有思想性”，而达尔文也曾经
将植物的根尖比作“大脑”。看来，植物是否具有
“意识”这个问题早就被科学家们提出来了，但植物
真的存在“意识”吗？该怎样科学合理的解释呢？
严格来说，植物与动物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动物
主要是通过神经细胞传递意识，植物体内没有神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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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情迥异”
之前有科学家做过实验：从同一个母体植物上切
下来的两个切片或从同一个母体植物上克隆的两株小
植物，即使在相同条件下对它们进行培育，它们也会
表现各异。

为？难道它真有一个“记忆库”吗？现在，植物科
学家们已经知道，那是一种名叫茉莉酮酸的化学物
质在起作用。植物激素把植物体内的亚麻酸转化成
为茉莉酮酸，这是一种类似动物体内的前列腺素的
化学物质。其实，当植物感受到外界胁迫刺激时，
会产生一种或多种激素，因而激起植物的一些化学变

对于这种生长差异，必须要提到表观遗传学。
其中关键的一项，便是植物的生长可以随着环境的
变化来进行自我调控。比如我们将同一种植物一南

化，然后植物就会产生一些芳香味的化合物，而这些
化合物就会挥发在空气当中，作为一种植物间互相联
络的信号。

一北的种植，那么植物生长的大小便会存在差异。
外界的环境会调控植物基因表达，从而植物所产生

植物“社交广泛”

的蛋白不同、代谢不同，最后造成外观上的差异。简
单来说，植物就像一张白纸，不同的环境可能造就不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态学家发现，在一片柳树林
中，一旦某一棵树遭受虫害，其新叶中的石炭碱的分

同的表型。
植物的生长差异是因为植物的变化受到温度、光
照时间以及生长地土壤性质的影响。光是植物生长发
育所必需的条件之一，是作物产量的重要决定因子。
植物几乎能够感受各种层次的光，包括光照方向、光
照持续时间、光量度以及光的波长；而且植物的生长
和繁殖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进行。在此温度范围的
两端是最低和最高温度。低于最低温度或高于最高温
度都会引起植物体死亡，不同的温度环境也会导致植
物形态上的差异；此外，土壤性质的一些差异也会引
起植物的生长发育的变化。

泌量就会大量增加，这会让害虫吃了以后非常“不舒
服”—尽量远离这些高含量石炭碱的新叶，这就减少
了虫害，保护了这棵柳树。更为神奇的是，在这棵遭
受虫害的柳树周围约70米范围的其他柳树叶片中的石
炭碱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尽管此时它们并没
有受到害虫的侵袭。这说明，植物之间确实存在广泛
地交流。这些另类的交流方式，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刺
激导致植物激素或其它次生产物的产生、释放和邻里
植物的接收及响应。
植物的交流，主要还是依靠于激素或其它次生产
物的分泌，植物激素会散发在空中，使旁边的植物感

植物“记忆丰富”
美国测谎专家巴克斯特曾做过一个实验，在植物
叶子上接上了一个测谎器的电极。为了证明植物具有
记忆力，巴克斯特将两棵植物并排放入—间屋内。然
后让六个人穿着一样的服装。戴着面罩，从植物前面
走过。其中一个人将植物毁坏。之后，再让他们从植
物前面走过，当那个毁坏植物的人经过时，记录纸上
出现了强烈反应的记录。
植物何以有如此灵敏的神经系统和复杂的反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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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到这些植物激素。同一个植物受到一次干旱以后，
它就会产生一种适应于干旱的植物激素，做好下一次
干旱来临时的对应措施。简单说就是植物基因的相关
表达加快或降低，因此有了适应性。与相邻的植物的
交流传导，主要是因为它在面对干旱的时候会相应的
分泌一些植物激素。比如我们现在喷施促进果实成熟
的乙烯，也是根据“外界的刺激会让植物蛋白发生变
化这一原理”来进行的。
(谢旗研究员供稿)

遗传发育所2012年度工作总结
暨表彰大会文艺汇演精彩掠影

主持人亮相

舞蹈《茉莉花》（一等奖）

小品《城里的月光》（二等奖）

歌曲《因为爱情》（二等奖）

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二等奖）

歌舞《阳光路上》（三等奖）

舞蹈《美丽卓玛》（三等奖）

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三等奖）

小品《如此推销》（三等奖）

舞蹈《午夜》（三等奖）

全体演职人员合影

创意舞蹈《黑夜骑士》（三等奖）

获奖职工合影

爱国奉献
创新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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