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次 

i 

目 次 

年度工作概览 ........................................................................................................................... 1 

一、科研管理与科技开发 ....................................................................................................... 8 

（一）项目与管理 ................................................................................................................ 8 

（二）科研产出 .................................................................................................................. 10 

二、主要科研进展 ................................................................................................................. 11 

（一）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 .......................................................................... 11 

（二）药用植物研究中心 .................................................................................................. 14 

（三）经济植物研究中心 .................................................................................................. 17 

（四）观赏植物研究中心 .................................................................................................. 21 

（五）植物生态研究中心 .................................................................................................. 24 

（六）天然产物化学研究中心 .......................................................................................... 27 

三、园艺与科普 ..................................................................................................................... 30 

四、信息与标本 ..................................................................................................................... 34 

五、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 37 

六、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 ..................................................................................................... 39 

附 录 ....................................................................................................................................... 42 

（一）组织机构 .................................................................................................................. 42 

（二）新增科研项目 .......................................................................................................... 45 

（三）结题科研项目 .......................................................................................................... 47 

（四）论文及专著 .............................................................................................................. 48 

（五）授权专利、审（鉴）定品种、制定标准 .............................................................. 57 

（六）大事记 ...................................................................................................................... 60 



年度工作概览 

1 

年度工作概览 

2014年，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在中共江苏省委、省

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所（园）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成果，以“科研上台阶、科普上水平、党建上路数、管理上规矩、园景园容新变化”

为导向，认真实施了“十二五”发展规划年度任务目标，科研业绩稳中有升，对外交

流合作活跃，机构调整与换届工作顺利完成，基本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党

建和群团工作有声有色，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圆满落实“三件大事” 

成功举办国际会议。“第五届国际植物园协会亚洲分会暨东亚植物园网络会议” 

于 2014年 10月 18—22日在我所（园）举行。会

议由国际植物园协会亚洲分会暨东亚植物园网络

主办，我所（园）和华南植物园共同承办，中国

植物园联盟、中国环境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

业委员会、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等联合协办。

会议主题为“植物园在构建生物资源服务能力方

面所发挥的作用”。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党组成员徐南平，中国科学院科技促

进发展局副局长段子渊，国际植物园协会主席 Vernon Heywood 教授，中国科学院洪

德元院士、陈晓亚院士等出席了大会。来自亚洲以及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 11 个

国家及国内 20 多个省市的植物园、科研机构、大学、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 150

余位专家和官员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上，徐南平、

段子渊、Vernon Heywood和洪德元分别发表了讲

话，庄娱乐致辞。会议举行了 7 个大会报告，设

置了 5个分会场开展了 32个分项报告，会议分享

了珍稀濒危植物资源保护、植物资源发掘创新与

开发利用、外来入侵植物及其应对策略、植物园

建设管理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交流了植物园在构建生物资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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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增强植物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期间，还召开了国际植

物园协会亚洲分会工作会议、东亚植物园网络会议和国际植物园协会理事会，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国际植物园协会亚洲分会理事会，讨论了东亚植物园网络和国际植物园协

会未来工作重点与主要任务。庄娱乐当选为 IABG 亚洲分会新一届理事会理事。在宁

主流媒体对会议进行了集中采访，中国科学报、中国花卉报、江苏省政府网等作了专

题报道。 

 

创新开展思想文化建设。所（园）2014年深入开展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与所（园）精神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以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

统一，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文明所（园）创建及党员干部开展“三严三

实”学习教育活动等方面加以落实，目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所（园）精神融入

全体干部职工的学习生活和精神世界。活动举行了动员大会，开展了学习交流和总结

活动。在全体职工大会上，10个党支部代表交流了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畅谈了

学习认识与体会，阐述了所（园）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联系，列举了一

大批所（园）人立足岗位、辛勤工作、默默奉献和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所

（园）精神的典型事例。几代所（园）人“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和“科学、创新、

博爱、奉献”及大量鲜活的人和事例充满了

正能量，弘扬了主旋律，进一步提振了全体

干部职工“科研立所、建园兴所、人才强所”

的信心。 

为巩固活动成果，所（园）研究制定了“科学创新奖”和“博爱奉献奖”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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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设立了“科学创新团体奖”、“科学创新个人奖”和“博爱奉献奖”等奖项，

并且与年终考核同步部署和开展评比。通过自下而上的推选活动，涌现出一批先进团

体和个人。此举引导和鼓励了大兴科学之风和创新精神，发掘了新时期职工队伍中

“博爱奉献”的典型人物和事迹。相信在不断完善和提高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文化建

设将不断激发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和科学创新的工作热情，引导全所（园）范围广泛形

成“人人皆博爱、个个比奉献”的浓厚氛围。 

顺利完成“两级”领导班子换届。2014年 1 月，省委组织部对所领导班子实施换届

考核。考核认为，植物所领导班子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决策与

部署，坚持发展导向，紧紧围绕“努力成为国内一流的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

研究中心、重要的科普教育机构，以及植物科学人才培养基地和植物科学技术推广示

范机构”的发展目标，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科研建园和科普等

各项事业实现了均衡发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职工收入明显增长。换届中，交流了

一名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换届后，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7 名，包括所长 1 名，

副所长 4 名；党委书记 1 名，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 名。各成员主持和分管了科

研管理、科技开发、植物园建设、党群工作、纪检监察、人事教育、财务及后勤保障

等。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 53岁，全部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精神面貌较好，

整体团结协调，干群众关系融洽，工作作风踏实，事业心强，廉洁自律。 

按照年度工作要点，所（园）于 11 月实行了新一轮机构调整，将部分机构职能

进行调整、整合与划转，原有 14个部门调整为 12个部门，并新设立 2个机构。通过

中层干部换届，产生新一届中层干部 29名，其中，交流 11名，岗位交流占干部总数

的 37.9%；新提任干部 4名，占干部总数的 13.7%；因年龄等原因退出 6 名，占 20.1%。

通过调整，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学历结构等得到了改善，平均年龄 45

岁，比换届前降低 3岁。新一届中层干部从总体上是一支政治合格、专业过硬、作风

扎实、结构合理的干部队伍。 

常态化工作扎实推进。 

科研业绩稳中有升。2014年在研的国家和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进展顺利，科研论

文、论著、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等科研业绩较上年度稳中有升。全年新立项目 83

项，合同经费为 1712.5 万元，年度累计到帐纵向科研经费 2192.05万元。《我国南方

http://www.51edu.com/da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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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两种重要地产药用植物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脉

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制体系中关键技术（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获得南京市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苏南水

库大坝低养护草坪选育及建

植养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获得省水利科技优秀成果二

等奖。全年发表论文 193 篇，

专（编）著 12 部，获得国家

级和省级新品种 8项，申请发

明专利 64 项，授权发明专利

34项，发布部颁及地方标准 5项。科技平台建设完成了省级重点实验室年度考核，参

与“江苏省盐土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沿海开发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省滩涂生物农业协同创新中心”及“江苏省海洋生物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建设；参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东台滩涂研究院”建设，完成了理事会改选。黑莓、

草坪研发等工程中心运行良好；“特色观赏植物（彩叶、常绿和观花木本等）资源收

集和利用研究”、“江苏省抗糖尿病天然药物筛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华

东）道地药用植物资源圃”及“板栗、薄壳山核桃种质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平台”等

任务计划顺利实施。“产学研”合作与江苏大丰盐土大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

“江苏盐土植物研究院”；与中植公司设立“中植农业科技创新基金”并资助油用牡

丹、高含量多糖的山药新品种及优质无刺早熟黑莓新品系的示范种植。完成了太湖基

地的股权转让。 

植物园标准化建设得到加强。进一步细化了植物园标准化建设方案，排定了建设

项目，按照轻重缓急逐一落实。全年举办了

春季郁金香与秋季菊花等大型“花展”，实

现了社会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组织实施了北

园中心区、蔷薇园、球宿根花卉园和南园温

室的景观改造工作，完成“红枫岗”南扩改

造面积 12500 平方米，引种槭树 33 种。完

灰毡毛忍冬（南方金银花） 

常用清热解毒药材 

石蒜 
欧美抗老年痴呆新药

植物原料 

福建贫困山区 

明溪县 

 湖南湘西贫困山区 

隆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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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信息楼、科研楼与游客服务中心（职工食堂）的景观恢复工作，改造了温室展览

区部分游步道及观赏景点。加强了全园植物保护，及时观测和控制了病虫害发生及草

坪杂草的蔓延。收到国内外植物种子 432种，引种苗圃播种 430种，出圃栽植 300余

株植物。落实了“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编

目及信息标准化建设项目”及中国植物园

联盟“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科普

全年举办各种展览及活动 39 项，更新和新

置了北园指路牌、专类园介绍牌、重要景

点介绍牌、重点植物科普说明牌、自然小

径介绍牌等，新增“二维码”植物铭牌 500 余种近 1000 块。出版了《南京中山植物

园科普导游册》，编制印刷了《南京中山植物园画册》，新编《南京中

山植物园导游图》中英文版。注重科普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开展了有

关科普项目与探索工作。继续保持了科普宣传报道的传统优势，广泛

开展了有关志愿者服务活动，获得江苏省科普场馆协会先进集体称号。

科普旅游年度总收入 719.89万元，入园总人次 25.74万人次。 

标本和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标本馆鉴定标本 1850 份，装订和消毒江苏已定

名标本 7550份，清点整理零散标本 8530份，编号和盖章 15100个。植物标本数字化

信息录入 15000 份，上传数据 45000 份。《江苏植物志（修订版）》第二卷获第 27 届

华东地区科技图书一等奖及“2014 年中国最美图书”。《植物资

源与环境学报》继续被中文科技期刊 4个核心库收录，综合影响

因子稳步上升，获江苏省科协“江苏精品科技期刊”称号。落实

了年度图书采编及管理、读者服务和文献检索工作。开展覆盖全

所（园）范围的光缆铺设及通网工作；完成“一卡通”工程建设

并投入运行；开展 OA 办公系统前期建设。升级带宽、核心交换

机和 USP电源，保障所（园）门户网站正常运行。 

国内外交流与合作活跃。全省植物资源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布局进一步推进，继徐

州和盐城之后，上年与扬中市、淮安市又签署了有关共建植物园合作协议。成功举办

“第五届长江三角洲地区植物学学术研讨会”，并协办“中国植物园 2014 年学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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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第七届中国民族植物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亚太民族植物学论坛”。中科院

党组副书记方新、省人大副主任张艳、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胡金波、江西科技厅与庐山植物园、淮安市

代表团、澳大利亚西澳州政府代表团等先后前往所

（园）考察交流。接待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前往所

（园）的现场指导和交流活动，参加“科技助推苏

北产业发展对接活动”与“中科院专家走进海安”等科技交流活动，组织了“山栀子

种植培训会”。在对外交流方面，举办了“朝鲜国

家科学院草坪研究分院代表团研习班”；与澳大利

亚西澳州政府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开展植物多

样性保护联合项目等方面合作；与英国亚伯大学签

署合作协议，将开展芒属能源植物研究等方面合作。 

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新引进18名专业技术人员，完成3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3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的推荐评审，及 20名专业技术和工勤人员的聘任工作。选派科

技镇长团团长并赴太仓市挂职副市长；完成 1 名科技镇长团副团长期满考核。选派 1

名年轻科技人员赴德国留学访问。推荐 4名年轻专业人才申报并获批省政府留学基金。

推荐国务院特贴人选 1 名和省突贡专家人选 1 名。新招收 16 名硕士研究生，继续做

好研究生培养管理和毕业就业工作。 

管理服务保障得力。全年文电、机要、档案、保密、外事等工作稳步落实，积极

推进和协调各项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加强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开展效能监察督办，

建立和完善内部审计制度，及时开展科研实验楼等工程项目审计，保障所（园）资金

的合理使用。修订和实施绩效工资方案，全部兑现在职人员 2010—2013 年绩效工资。

开展人员聘用制工作，制订和实施专业技术人员分级，完成专业技术人员二级至十一

级分级评审工作。科技管理与学会工作保障了科研活动和学术交流。保持了财政支持

的稳步增长。如期搬迁职工食堂，改善职工就餐环境条件。开展全所（园）固定资产

盘点与上报，保证了水、电和通信正常运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各项安全管理，保持

良好的安全态势。 

（三）党群工作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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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制度落实。全年各级党组织坚持党建与行政工作同步研究、同步部署、同步

考核的机制；坚持落实好“两个责任”，抓好党风廉政与作风建设；坚持民主生活会

制度和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党组织生活和做好组织发展（年度内新发展 3名党员，预

备党员转正 5人，培训积极分子 5人）；坚持职代会制度。党委中心组成员结合时政、

热点和发展实际坚持开展经常性学习，坚持“7.1”建党纪念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开

展主题学习教育活动。为配合机构调整和干部换届，首次举行新一轮干部任职集体承

诺宣誓活动。各级党组织坚持利用所（园）网站“党群园地”及《简讯》等功能作用，

及时反映党建动态。 

坚持“党建带群建”。“党建带群建”是所（园）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传统。

党组织关心老干部和老科协工作，支持工会组织开展

“职工之家”创建活动，高度重视和研究落实职工关

心的如食堂就餐和活动场地等的意见和建议。全年

“党工共建”举办了迎新春联欢会、“三八妇女节”

纪念活动、职工书画展、秋季系列运动会和迎新年登

山活动等；组织参加上级工委举办的纪念建党 93 周年演讲比赛、广播体操表演和心

理咨询师培训等活动。各项活动活跃了氛围，加强了交流，凝聚了人心，丰富了文化

建设内容。 

支持民主党派协调发展。党委部门保持与九三、民盟、民革及农工等的省委组织

联系和交流，引导各民主党派开展相关活动，推荐有关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各级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以及所（园）职代会代表，各民主党派各尽所能发挥了优势和作用。 

2014年，所（园）各项工作落实及科研建园事业协调发展，主要是广大干部职工

团结一致，扎实进取，坚持不懈努力所取得的。但是，所（园）在科研水平、人才队

伍建设、园区管理、科普旅游、考核评比和工作效率等方面还存有不足，这些都需要

今后不断努力完善和加强提高。今后，我们将继续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

的领导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秉承“科学、创新、博爱、奉献”的精神，以所

（园）“十二五”发展规划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资源整合、团队培育和有

效组织，集成实施重大科研、建园和科普项目，实现所（园）跨越发展，为江苏、华

东地区乃至全国战略性生物资源储备及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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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管理与科技开发 

（一）项目与管理 

1. 新增纵向项目：本年度新立项目 58 项，其中国家和省市级纵向项目 48 项；所

级项目 10项。 

 

近三年纵向项目概况 

2. 新增横向项目：本年度新增横向到帐经费 27项，科技开发 16项。 

3. 纵向项目验收结题：验收项目 14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部省级项目 8 项、

市厅级项目 5项。 

4. 平台管理 

（1）重点实验室：完成依托我单位的 2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年度考核，参与“江苏

省盐土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建设，并准备验收。 

（2）协同创新中心：参与“江苏省沿海开发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滩涂

生物农业协同创新中心”以及“江苏省海洋生物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3个协同创新

中心。 

（3）创新载体：参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东台滩涂研究院”建设，完成理事会

改选，准备验收。 

（4）工程中心： 

黑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科技厅支持下，通过江苏省和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院士工作站建设，建成我省黑莓研发平台。该平台共收集保存了黑莓、树莓品种以及

优良悬钩子 50 余个，并在南京溧水县建立了黑莓试验基地和科技示范园、中试车间和

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在研究所内建成了黑莓加工、组织培养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中心

建立了黑莓品种及栽培加工技术信息数据库，实现全省黑莓产业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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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植物研发平台。共收集 8 属 20 种 1300 份草坪草种质资源（品种），拥有设施

完备的试验地 0.67 hm2，试验温室 350 m2，设施完善的实验室 200 m2，在南京近郊拥

有 3.3 hm2 的中试基地，获得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南京）第一批挂牌，为草坪草新

品种选育、种质繁育、栽培管理技术研发及示范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研发平台与资源库圃 

江苏省抗糖尿病筛选服务中心平台。抗糖尿病天然产物提取分离实验室、抗糖尿病

药物药理药效筛选实验室、抗糖尿病天然产物数据库已基本建成，抗糖尿病植物种质资

源圃正在建设之中。 

特色观赏植物（彩叶、常绿和观花木本等）资源收集和利用研究特色业务平台。建

立了落羽杉属、楸树、紫薇、槭树等植物种质资源库资源圃 20亩，育种基地 30 亩，产

业化基地 100亩；金薇、金边胡颓子、中山杉 405和中山杉 406等 4个林木新品种被江

苏省林业局认定为省级林木良种；利用扦插、嫁接等方法繁育新品种 5.5万株；完成中

山杉胶合板、纤维板和造纸加工技术和工艺研制，开发出木材加工样品；完成槭树园二

期扩建工程，完成蔷薇园改造。 

江苏（华东）道地药用植物资源圃。完成江苏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平台种质

资源圃绩效考核申报材料，并通过考核。 

板栗薄壳山核桃种质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平台。共收集和保存板栗种质资源226份，

建立了网络平台（www.jsnut.org），与 “常州果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研究生工

作站。 

5. 基地管理：与江苏大丰盐土大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江苏盐土植物研究院”；

与中植公司成立“中植农业科技创新基金”并资助油用牡丹、高含量多糖的山药新品种

及优质无刺早熟黑莓新品系的示范种植；完成太湖基地（原苏州市吴中区南京中山植物

园太湖观赏植物基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6. 成果宣传与科技推广：接待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等

政府部门领导及英国亚伯大学等合作单位人员 20 余人次，参加“科技助推苏北产业发

展对接活动”等成果宣传与推广活动 5次，组织“山栀子种植培训会”等技术培训 2次，

培训农民 100余户，组织所（园）专家参加“中科院专家走进海安”等科技交流活动。 

7. 学会管理 

（1）会议，先后主办或承办了“第五届长江三角洲地区植物学学术研讨会”、“第

五届国际植物园协会亚洲分会暨东亚植物园网络会议”、“2014 年全国植物园学术年会”

http://www.jsnu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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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苏省级学会秘书长工作漫谈会（第二期）”等会议。 

（2）活动，先后组织和参与了“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苏省第二十六届科普宣传周

主场活动”、“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等活动，与科普旅游部联合举

办科技夏令营活动。 

（3）网站，建立了江苏省植物学会网站，负责信息更新，报道学会动态，加强会

员间的联系。 

8. 科技档案管理 

整理、装订并入档科技档案 35件、硕士研究生科技档案 15宗，接待查阅科技档案

23卷次，完成新职工科技档案培训。 

9. 仪器管理与测试 

先后完成 HPLC 检测约 600 余个样品，UV 检测约 240 个样品，原子吸收检测约 280

个样品等。 

（二）科研产出 

1. 奖项：《我国南方山区两种重要地产药用植物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获得江苏省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脉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制体系中关键技术（药效物质基础）的

研究》获得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苏

南水库大坝低养护草坪选育及建植养护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获得省水利科技优秀成果二等

奖。 

2. 论文论著：全年发表论文 193篇，其中

SCI论文 54 篇（第一单位 22篇），ISTP 论文 1

篇，英文期刊论文 5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06

篇，专（编）著 12部； 

3. 新品种：获得新品种 8项； 

4. 专利：申请发明专利 64项，授权发明专利 34项； 

5. 标准：发布标准 5项，其中部颁标准 1 项，地方标准（省）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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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科研进展 

（一）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应用植物分类学、生态学、细胞学、现代分子生物学、引种驯化学等理论、

技术和方法，开展重要植物类群的系统演化及发育重建、生物多样性的遗传学基础、物种形

成的机制和分布式样、珍稀濒危植物的逆境抵御机制及保护生物学、重要植物类群及功能基

因的适应性进化等研究。并利用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等技术手段，开展重要植物的种质及基

因创新。 

中心现有植物系统演化及功能基因进化研究项目组、伞形科植物分类及资源利用研究项

目组等研究团队，2014 年在岗科研人员 9 人，其中高级职称 3 人、中级职称 6 人。在读博

士生研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5 人。 

科研成果：2014 年在研科研项目共 1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

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及所基金 3 项，横向项目 4 项。新增项目 4 项。 

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毕业硕士研究生 2 名，新增硕士研究生 1 名；14 人次参加

国内外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18 人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 

重要进展： 

1. 植物抗病基因的特殊演化规律研究。通过比较基因组学方法，首先对 NBS-LRR 基

因在豆科植物共同祖先中的存在状态及动态演化模式分析发现，物种间差异化的 NBS-LRR

基因丢失和复制频繁发生，其中局部串联重复是其基因扩张的主要方式，而异位复制也占到

一定的比例；另外，相当数量的豆科 NBS-LRR 基因可能是 microRNA 的靶点，这反映了植

物在维持抗病能力的同时可能通过调控抗病基因表达水平来降低适应性代价的演化策略

（Zhuqing Shao et al., 2014）。此外，通过分析大头菜三倍化后 NBS 的保留与丢失情况，发

现不同保留情况的抗病基因位点的演化模式不同，ClassⅡ和 ClassⅢ（保留两个和三个位点，

multi-loci）扩张更快、演化速率更快，更倾向于获得新的功能，而 ClassⅠ（只保留一个位

点，single loci）则呈现更加保守的演化倾向；进一步分析发现 ClassⅡ和 ClassⅢ中存在的重

组和转座事件可能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因素(Wu et al., 2014)。同时，通过对已完成全基因

组测序的全部植物的 TIR 编码基分析，发现该类基因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相当规模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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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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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其中一小类 T 基因具有自裸子植物开始的保守演化模式，并对单、双子叶植物中 TIR

编码基因不均衡分布现象提出全新的合理解释（Xiaoqin Sun et al., 2014）。 

 

 

4 个豆科基因组中呈共线性的 NBS-LRR 基因位点的整合图谱 

 

 

大头菜中三类 NBS 编码基因的 Ka/Ks 值分布 

2. 伞形科几个属间系统发育关系研究。在国家自然基金的支持下，课题组广泛搜集

伞形科岩风属、西风芹属、前胡属、防风属等植物材料。并通过对岩风属和西风芹属的形态

学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利用根茎是否木质化和可逐年增粗可对两属进行重新划分；岩风

属和前胡属中均有部分种在其分布区被当做防风使用，通过对前胡属和岩风属的形态学特征

和分子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属存在交叉现象，部分种同时具备两个属的特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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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防风属与该二属具有较多的相似特征，尤其是与前胡属，建议将防风属从胶脂芹

族移至前胡族。而前胡族和西风芹族尤其是西风芹亚族的关系正进一步研究当中。 

 

基于 ITS 的伞形科属间系统发育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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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用植物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学

科涉及植物遗传、植物生理、植物分类、药用植物栽培等领域。 

中心现有抗糖尿病药用植物和香料植物资源研究与开发项目组、药用植物资源项目

组、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组等研究团队。 

中心现有科研人员 18名，其中研究员 2名，副研究员 3名，助理研究员 11名。 

项目与成果：在研项目 36 项，新增项目 18 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

项目3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农业三新工程项目、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项目），

市级项目 1项，所内基金和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3项，横向项目 10项。今年新增合同

经费 477.25 万元，到帐经费 244.95 万元。发表研究论文 26 篇，其中 SCI 论文 4篇；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8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项；获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 1项，

盐城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东台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主要研究进展： 

1. 江苏省抗糖尿病药物筛选技术服务中心。

在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内建成了江苏省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抗糖尿病药物筛选

技术服务中心。建成抗糖尿病植物种质资源圃（库），

引种保存抗糖尿病植物 80余种，可以向社会提供

植物物种鉴定、科普教育服务及实验材料；建成的抗糖尿病药物筛选平台可向社会提供

酶、细胞以及整体动物水平的糖尿病药理模型的药

效评价及药物筛选服务；建成的抗糖尿病有效成分

提取分离平台，拥有常、中、高压液相色谱设备，

配套了 DAD、ELSD、MS等多种检测系统，可向社会

提供化学成分分离纯化服务；建成的降血糖化学成

分数据库收集了近 20 年来国内外的文献资料，包

括抗糖尿病植物、有效部位、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相关信息，可以向社会提供抗糖尿病天

然产物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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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银花绿原酸生物合成相关转录因子的鉴定和分析。对 NCBI 上所提交的金银花

转录组测序数据进行分析，包括 Illumina GAII platform 和 Roche/454 GS FLX titanium 

platform两种测序平台得到的 SRA 数据，对数

据进行处理和过滤，将过滤后的每组数据进行

组装和整合，最终得到包含 14535条序列的转

录组数据。通过编码基因预测，最终得到 23708

个预测编码基因，其中含有完整编码框的有

18208 个，平均 CDS 长度为 921bp。从 GenBank

中下载已报道的调控绿原酸或苯丙素类代谢

的转录因子的氨基酸序列，利用 BLAST软件在整合的金银花转录组数据中进行比对，筛

选候选基因。目前已鉴定得到三个候选基因，依次命名为 LjMYB12、LjbHLH和 LjWD40。

结构域预测表明它们都具有行使其功能所必需的保守结构域，亚细胞定位预测表明它们

都定位在细胞核内，这与转录因子在核内行使其调控功能相一致。 

   

3. 枇杷叶萜类成分的生物转化及其降血糖功能研究。从枇杷叶中分离得到 8 个倍

半萜苷类化合物（其中 3个为新化合物，1个为新天然产物），并分离鉴定三萜酸类成分

11个；通过建立人肠道菌群生物转化模型，对枇杷叶萜类成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生物转

化研究，催化生成了新的萜类化合物群，揭示此类化合物在人肠道中的代谢过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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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降糖活性评价，探索了枇杷叶萜类化合物构效关系；已得到抗糖尿病先导化合物 4

个，阐述了枇杷叶降血糖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 

4. 部分天然香豆素成分的杀虫活性及构效关系研究。从九里香、白芷、紫花前胡、

白花前胡、独活、青海当归中分离得到 39种化合物。利用浸叶法和点滴法测定了 39种

化合物对昆虫（粘虫）的生物活性，初步探讨了香豆素类化合物的构效关系，结果显示

这些化合物对昆虫的活性主要以拒食活性为主，线型呋喃香豆素化合物和角型呋喃香豆

素化合物拒食活性普遍较高，筛选出胃毒活性较好的化合物为角型呋喃香豆素化合物

Columbianadin、Columbianetin；测试了这些化合物对油菜菌核的抑菌活性，发现了几

种活性化合物，研究结果对进一步开发研制新型植物源农药提供了依据。 

5. 多靶点抗血栓毛冬青甲素类五环三萜的构效关系研究。利用多种色谱分离技术

和分析仪器有针对性的分离毛冬青中的五环三萜类化合物，分离得到 25 个化合物。通

过化学和波谱解析方法，鉴定出 21 个化合物，其中目标五环三萜 18 个。同时采用

HPLC-ELSD 法对毛冬青含量最大的 3个五环三萜类化合物 ilexsaponin B1、ilexsaponin 

B2和 ilexgenin A 进行了含量测定，并初步研究了这 3个化合物在同属 7种植物茎中的

分布情况。此外，首次对毛冬青中的化合物进行抗植物病原菌活性的筛选，结果显示 MG-8

和 MG-20 对立枯丝核菌 Rhizoctonia solani Kühn 有抑制作用；MG-20 对串珠镰孢菌

Fusarium moniliforme Sheld 有抑制作用。 

6. 栀子品种更新及丰产栽培技术示范推广。作为

江苏省“挂县强农”工程项目，今年落实了联系村、

合作社、公司种植基地的对接工作，在总结历年实施

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性的确定年度工作目标。逐步推

进老化品种的更新工作，示范推广绿枝繁育技术，进

行水栀子的引进和适应性栽培和推广。大力推广山栀

整枝修剪技术，深入进行山栀种植过程中关键技术的培训、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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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植物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应用植物引种驯化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植物园在引种驯化方面的自身优势，

不断地引进新的农业资源植物和新品种；同时针对新引进的物种和品种，开展繁殖技术、栽

培技术和应用推广等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丰富我国和本省经济植物的种类和品种，为江苏

乃至华东地区经济建设服务。  

中心现有蓝浆果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组、黑莓研究中心项目组、干果研究项目组、

果树与观赏植物研究项目组等研究团队。在职人员 23 人，其中研究员 4 人、副研究员 3 人、

高级实验师 2 人、助理研究员 14 人、技师 5 人；在读研究生 8 人、返聘人员 2 人。 

项目与成果：2014 年新增科研项目 11 项，新增科研经费 301.5 万元；结题验收 6 项；

发表各类论文、专著 43 篇（部），审（鉴）定品种 3 个，授权专利 10 项，申请专利 13 项。

发布江苏省技术标准 1 项。 

研究进展： 

1. 黑莓项目组 

1）白马基地建设。重点对 50 亩试验基地开展了

基础建设工作，包括避雨大棚（30 亩）、联动大棚

（1000m2）和玻璃温室（300m2）以及道路、U 型渠

等基础设施。按照相关项目要求，开展各项栽培试验，

包括肥料试验、水分试验、避雨栽培、黑莓蓝莓品种

（系）田间比较等试验。课题组成员先后前往基地

100 余次（近 400 人次）。基地有专人负责管理，保

证了黑莓、蓝莓和滨梅等苗木按照要求进行栽培管理，目前基地运行良好。 

2）黑莓育种研究 

（1）黑莓杂交育种：本项工作主要在植物所溧水白马科学基地开展，共完成了 31 个杂

交组合、授粉套袋 1870 个，共收获杂交果实 27 个组合，杂交果实 9047.29g，1457 个，杂

交结实率为 49.22%，获得杂交种子 247.999g，57915 粒；并完成了种子处理和沙藏工作，

待明春播种育苗。 

（2）倍性育种研究：对 493 株粗叶悬钩子和高粱泡幼苗，

开展了不同浓度与时间秋水仙碱处理，分别获得 94 株和 27

株表型变异株，有待进一步鉴定；对野生悬钩子茎段再生组

培条件进行探索，对组培苗的叶片和茎段进行了处理，对野

生悬钩子种子萌芽前、萌芽进程开展了秋水仙素处理试验，

处理效果待明年初出苗鉴定。 

（3）优良株系的调查和杂交优株筛选、扩繁：对 2006 年杂交组合获得的 5 个优良株系

开展不同试验地点的物候期、产量及品质特性调查比较；对该 5 个株系及其亲本利用 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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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标记进行鉴别正在开展中；对 2010 年配制的杂交组合苗木进行继续抚育，从中初步优

选出 8 个优株，并进行扩繁（平均每株繁殖 30 株以上），有望 2015 年选出优良株系。 

3）滨梅研究 

（1）优良单株的扩繁：开展了 21 个滨梅优良单株的扩繁工作，包括组培和嫩枝扦插，

已培育出 592 株扦插苗；通过在种子、扦插和组培繁育国外引进的 9 个滨梅种源，总计 3086

株苗。 

（2）耐盐盆栽试验：继续开展滨梅耐盐盆栽试验，包

括以滨梅为砧木嫁接的桃、李、樱桃等耐盐试验。 

（3）耐盐基因的挖掘：提取最耐盐的种源叶片 RNA，

进行了特异性扩增，通过 BLAST 比对和通过 RT-PCR，确定

AQP 基因为盐胁迫的上调基因。 

4）栽培试验 

在白马基地选用 2 个黑莓品种开展了不同氮素水平的肥料试验；在白马基地选用 2 个黑

莓品种和 2 个蓝莓品种开展了不同肥料种类的大田肥料试验；在所里选用了 2 个黑莓品种和

2 个蓝莓品种开展了盆栽水分胁迫试验。 

5）果品加工 

继续开展了黑莓蓝莓果酒加工与饮料加工，共加工黑莓蓝莓果实约 230kg，加工出果酒

120kg，饮料 40 余箱。还开展了薄壳山核桃饼粕咀嚼片的研制工作。 

6）转基因研究 

完成了转基因黑莓组培苗抗性芽的 PCR 筛选，获得 6 个 PCR 阳性芽，存活 5 个.，最终

分别获得 RuCAD 正义载体 PCR 阳性转化株 4 棵；对 RuCAD 转化株表型进行了表型性状和

酶活性鉴定与分析；对 RuTK 转化 Kiowa 株表型进行了表型性状鉴定与分析。通过芽增殖、

生根、移栽后目前共有 PCR 阳性转化株 20 株苗。 

2. 果树与观赏组 

1）对薄壳山核桃果实发育过程进行了研究；通过拍

照方法记录果实成熟过程。通过转录组方法研究果实品质

形成过程中调节因子的变化；采用生物学性状观察和常规

营养成份测定对薄壳山核桃果实形成过程进行了研究；克

隆了薄壳山核桃 MADS-box

家族基因，并进行功能验证。 

2）完成了李子的整形修剪；克隆了三个檇李的果实软化

过程中的一些基因并对其表达进行了 RT-PCR 分析；完成了檇

李果实软化过程中酶活测定；完成了李品种圃的开花结果情况

调查；完成了李生草栽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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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猕猴桃方面完成了猕猴桃的搭架；研究了猕猴桃涝害处理条件下的转录组分析，克

隆了猕猴桃耐涝相关基因 5 个，分别为 ADH1、ADH2、ADH3、PDC1、PDC2，分别构建

了植物表达载体，将这些基因分别转化模式植物拟南芥，获得了阳性株系； 建立了猕猴桃

优良品种资源圃（20 个） 

3、蓝浆果项目组 

1）围绕―蓝莓对缺铁胁迫的响应机制‖开展 3 个实验： 

（1）测定了田间 3 个蓝莓品种的正常叶片和黄化

叶片的大量元素和矿质元素含量，分析其与叶片黄化的

关系； 

（2）研究了土培条件下不同 pH 处理（间接缺铁）

对蓝莓生长、叶绿素含量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3）水培条件下耐缺铁蓝莓品种的筛选。 

2）初步检测了缺铁胁迫下蓝浆果根系有机酸的分泌情况。 

3）完成水分胁迫及恢复后兔眼蓝浆果生长及光合特性的变化试验。 

4）继续开展更新修剪对兔眼蓝莓光合能力及果实品质的影响试验。 

5）完成不同基质对种子萌发影响

试验。 

6）完成不同施氮量对蓝莓扦插苗

生长影响试验。 

7）完成兔眼蓝莓叶内大量养分元

素调查研究。 

8）组培室种质保存和扩繁工作：

保存的组培苗品种或优良单株达到 35

个；对田间部分优良单株北 6、A6、A10、A21、A39、A51、A56、A58、A60、A62、A81、

A87、A94、A97、A111、A115 和国外引进品种 us6 进行了初代培养，其中北 6、us6 等 12

品种（系）得到增殖；使用苔藓作为扦插基质，水分严格管理，在光照培养箱中 A119 的生

根率达到 99%。 

4、干果组 

1）金坛基地建设。重点对 20 亩试验基地开展了基础建设工作，包括扦插池（5 亩）、

避雨大棚（5 亩）以及 10 亩的苗木移植区，具体项目包括地平基础、遮阴棚、排水、灌溉

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按照相关项目要求，开展各项栽培试验，包括扦插、嫁接、花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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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调控等。基地有专人负责管理，保证了薄壳山核桃、板栗等苗木按照要求进行栽培管理，

目前基地运行良好。 

2）板栗资源圃建设 

（1）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采集山东、河北、湖北、安徽等省份板栗种质资源共计

32 份，其中包含近几年各地区审定和认定的板栗优良品种，如‗六月暴‘、‗玫瑰红‘、‗红栗 2

号‘、‗乌壳栗‘等，大大补充了原板栗园种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2）老树高接换种的处理：板栗园原

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长期以来由于板栗实

生栽培、品种不良、管理粗放等原因，逐

渐呈现树势衰弱，病虫害较多等现象，导

致产量低、品质差，本课题组于春天开展

了为期间 2 个月的高接换种处理，将板栗

园内 1200 棵树木开展定株挂牌、截干、插

皮接等处理，以及设防风柱、摘心、除萌

等接后管理，嫁接成活率达 85%以上，对老树较好的开展了复壮更新。 

3. 薄壳山核桃基础研究 

（1） 针对薄壳山核桃不同品种果实外观特

征和内部品质进行系统分析，重点分析果形指数、

出仁率、含油率、脂肪酸、氨基酸等，为下一步

继续申报良种做准备； 

（2）开展薄壳山核桃花期调控及花发育关键

基因克隆的准备工作。 

4. 板栗基础研究 

（1）制定《板栗现代栽培技术》培训材料，精美

印刷 50 册；开展板栗高接换种培训 1 次，培训人员 200

人次； 

（2）利用最新公布的板栗基因组序列进行微卫星

序列特征和组成分析，以期开展板栗园中 75 个品种的

种质资源 SSR 指纹图谱的构建和品种鉴别做准备； 

（3）板栗抗栗瘿蜂品种的转录组分析，分别对抗

虫和感虫品种受栗瘿蜂侵染前后进行转录组测序，以期解析抗虫品种的代谢途径和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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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观赏植物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围绕江苏省、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园林绿化与环境建设的需求，重点开开展

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发掘、创新改良以及繁育栽培等等研发工作，同时开展甜菊、能源草等经

济植物种质资源及育种工作。中心现有六个课题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园林树木（紫薇、红

豆杉、胡颓子、冬青）、花卉（鸢尾、石蒜、铁线莲）、草坪草（狗牙根属、结缕草属、假俭

草、雀稗属等）、甜菊、能源草等等。 

中心在职人员 30 人，其中研究员 5 人，副研 7 人，高级实验师 1 人，助研 13 人，实验

师 2 人，初级 2 人。同时，在读博士研究生 3 人，硕士研究生 18 人。  

项目与成果：本年度中心在研项目 48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4 项，省部级项目 11 项，

市厅级项目 14 项，所级项目 9 项。申报项目 42 项，其中，其中国家级项目 9 项，省部级项

目 11 项，市厅级项目 16 项，所级项目 6 项。新立项项目 20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

省部级项目 5 项，市厅级项目 10 项，所级项目 5 项。本年度中心到账经费共计 539.1 万元，

新增合同经费 550万元，其中新增纵向合同经费共计 443万元，横向项目合同经费 107万元。 

本年度《苏南水库大坝低养护草坪选育及建植养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 2014 年省

水利厅优秀成果二等奖。出版专著 1 部，发表研究论文 48 篇，其中，SCI 收录论文 17 篇，

ISTP 论文  1 篇，其他论文 30 篇。通过省级鉴定（认定）品种 4 个，国际登录新品种 1 个，

获得国家新品种保护权 2 个。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7 项。颁布

地方标准 1 项，已公示地方标准 1 项，撰写地方标准 5 项。 

重要进展：   

1. 种质资源发掘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收集保存铁线莲 21种 160份 88品种 261

份种质，建立了荷花的种质资源圃，保存荷

花种质资源 200 余份。 

初步完成铁线莲种质资源圃内 100 份铁

线莲种质资源的萌芽期、展叶期、花期、果

期、落叶期等性状的观察和记录。 

建立了适合荷花品种鉴别的 SSR 核心引物，

并在此基础上对测试的 77 个栽培品种进行了遗传

多样性分析。 

通过采用 900 余份表型数据与分子标记数据，

建立了中国狗牙根核心种质。该核心种质库不仅在

表型多样性水平和 DNA 遗传多样性水平上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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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代表性，在种源的来源上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为更有效地利用中国狗牙根资源，深

入挖掘优异基因奠定了坚实基础。 

利用 RNA-Seq 测序技术完成了重金属 Pb、Cd 胁迫下、盐胁迫下鸢尾属植物马蔺和路

易斯安娜鸢尾的转录组测序工作，初步筛选获得了参与重金属离子螯合、转运以及逆境转录

因子等相关基因，为后续基因的功能验证及种质资源改良奠定了基础。 

  

路易斯安娜鸢尾拼接 Unigene 的长度分布及铅处理转录组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从紫薇叶片转录组中鉴定了 39 个 MADS-box 基因和 10 个 CO 基因，为国际上首次报

道紫薇属 MADS-box 基因家族和 CO 基因家族的研究，为进一步开展紫薇分子育种奠定了

基础。 

以中国莲全基因组序列和注释信息为参考，构建了首个莲高温胁迫下的表达谱，并分离

获得了荷花耐热相关功能基因。 

成功构建了沟叶结缕草酵母表达文库，通过抗盐筛选初步获得了 16 个抗盐候选克隆，

再次转化进一步验证了其抗盐真实性。发现了 2 个未知功能基因。以结缕草 F1 耐盐分离群

体为作图群体，构建了结缕草分子遗传图谱，检测到了 3 个与耐盐性紧密关联的 QTL，贡

献率分别为 13.1%,29.7%和 65.6%。相关成果发表 SCI 论文 1 篇（Plos one，2014，IF：3.534），

获得授权专利 2 项。 

2. 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进展迅速，配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完成了甜菊 DUS 测试指南的编制，为甜菊列入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和保

护我国国内甜菊品种资源和知识产权奠定了基础，同时，‗中

山 5 号‘甜菊通过省级审定。 

紫薇品种 JINWEI 在美国国家树木园（紫薇品种国际登

录指定机构）正式登录，紫薇品种‗金幌‘、‗中山杉 9 号‘获得

国家林业局新品种保护权，‗金边‘胡颓子、‗金心‘胡颓子、‗金

锡杉‘红豆杉、 ‗苏紫‗红豆杉等获得省级林木良种认定。 

出版了草坪育种专著《中国主要暖季型草坪草遗传改良和新品种选育》，为国内首部全

面介绍我国主要暖季型草坪草遗传品种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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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选育的优质抗逆杂交结缕草新品种 Z413-1 进入国家区域试验；全球转让狗牙根品

种 C291 已在美国俄罗冈州生产原种 3000 磅，并申报了国际植物品种权保护。 

申报石蒜新品种 2 个，申报荷花新品种 5 个。 

建立了德国鸢尾新品种

花期调控技术，实现了德国鸢

尾元旦、春节、国庆期间的开

放，且花期也大大延长。建立

了德国鸢尾新品种快繁体系。 

建立了荷花的离体快繁

技术体系，开发一种适宜莲属

植物组培的双相培养基。 

明确了 3 种铁线莲的扦插技术，省地方标准《中山杉 302 扦插育苗技术规程》对外颁布

实施；公示地方标准《速生紫薇容器苗造林技术规程》1 项。 

3. 平台建设不断完善 

作为技术依托单位与江苏足球训练基地等单位共建“江苏省运动草坪研发中心”，该

中心为国内第一个运动草坪研发中心，中心建设

已经为我所运动草坪研发与示范推广搭建了良好

的平台，通过该平台，我所的草坪草新品种已经

在长三角地区、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得以快速

推广应用。完成我所湖熟草坪中试基地，该基地

位于江宁湖熟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总面积为

62.5 亩，设施完善，租期 30 年。将开展国家与省

级草品种区域试验、繁育与建植养护技术研发以及原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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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物生态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主要运用植物学、生态学、遗传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植物资源与环境

的生态关系、植物资源的培育技术、植物生态资源的规划与管理、景观植物多样性在园林设

计中的应用等研究。以植物资源的多样性为优势技术手段，研究并解决江苏乃至华东地区城

乡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不断满足社会发展对环境质量、景观美学、生态和谐等

方面的需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心现有植物景观生态研究组、汤诗杰项目组团队。在职人员 10 人，其中高级职称 5

人、中级职称 4 人，在读研究生 4 人。  

项目与成果：年度内完成 5 项，新增项目 7 项，合同经费 185 万元。获得省级林木

良种 4 个，申请专利 8 项，授权专利 3 项，获发布地方标准 1 项，发表论文 13 篇，出

版专著 1 部。 

研究进展： 

1.相关课题研究进展 

在尊重沿海滩涂生态系统自身的自然演替规律，在植物多样性调查与室内植物筛选试验

的基础上，选用海滨木槿、海桐、匍地柏、中山杉、法青、田菁、柽柳、厚叶石斑木、海滨

锦葵等植物，完成江苏东台条子泥围垦区海堤内人工湿地生态示范工程的建设工作。 

 

完成国家水专项子课题“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理工程中植物优选及应用”的相关工作。

通过砌水槽的方式，夏季设置慈姑、空心菜、红凤菜，以及茭白、

芋头、薄荷等 2种植物配置模式，研究表明不同配置的植物对富营

养化水体具有明显的去除效果。冬季设置水芹、莴苣、黑菜，芹菜、

小白菜、豆瓣菜等 2种植物配置模式，目前试验正在进行中。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AM 真菌与食真菌线虫对烟草砷吸收的调控及协同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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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AM 真菌与食真菌线虫在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中的协同作用研究）、

江苏省盐土生物资源重点室开放课题（江苏沿海滩涂围垦区土壤线虫群落结构特征及驱动

机制研究）的相关工作，并进入验收程序。 

  

通过 RNA-seq 手段对短时期根部淹水的中山杉 406 进行了转录组测序，结果表明 ROS

解毒作用以及有效的能量维持方式是中山杉在缺氧条件下存活的最初应对机制。该项成果

已发表在 BMC Plant Biology (IF=3.942)。 

 

2.中山杉新品种新技术培训 

2014 年 5 月 30 日，由宁波市风景园林协会、宁海县园林管理局主办，浙江省中山杉

良种基地——宁波永丰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在宁海县长街镇青珠农场(中山杉良种繁育

基地)承办了中山杉良种推介会。我所殷云龙研究员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从什么是中山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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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培育、有哪些优点、生态和经济价值以及如何应用推广等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

来自宁波市园林绿化设计单位、一级施工企业负责人及绍兴市风景园林学会、园林施工企

业 50余人参加了推介会。 

2014 年 8 月 15 日，山东省林业厅在日照大沙洼林场（日照海滨森林公园）专场举办

全省规模的中山杉新品种新技术培训班。由我所殷云龙研究员就中山杉选育、品种介绍及

推广应用情况等方面对与会人员进行了培训。山东各市种苗站站长、“全省十佳国有苗圃”

负责人等 80余人参加了培训。省林业厅副厅长吴庆刚出席培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2014年 9月 24日，湖北省荆州市

林业局邀请了我所殷云龙研究员做了

“中山杉选育及品种介绍”的专题讲座。

殷云龙研究员围绕什么是中山杉，为何

培育中山杉，如何培育中山杉，以及中

山杉的优点、品种、生态价值、经济价

值和应用价值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荆州市林业局及所有二级单位全体工作人员、

各县市区林业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造林科长以及荆州开发区、华中农高区、纪南生态

文化旅游区、江北农场等相关人员 80余人参加了培训。 

2014年 11月 5日，由山东省济宁市林业局组织在邹城举办全市林木良种和乡土树种

繁育技术培训班。会议邀请了我所

殷云龙研究员进行专题讲座。市林

业局副局长徐建国、副调研员高守

节出席会议并讲话。各县市区林业

局种苗站（林业站）长、国有苗圃、

李营苗木协会、美丽乡村建设基地、

社会育苗基地技术人员 100 余人参

加培训。 

3.国际合作与交流 

2014年 2月，课题组殷云龙、张垂胜应美国奥斯汀州立大学 Dave Creech 教授的邀请，

对美国的落羽杉属植物及园林植物的应用进行了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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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然产物化学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以我国丰富的药用植物、耐盐植物及微生物的天然产物化学成分为研究对

象，开展活性天然产物的分离纯化、结构测定、生物活性、结构改造，和有效成分在植物与

微生物中的分布规律、转化、积累、代谢合成及调控的研究。研究开发安全、有效、质量可

控、成分清楚和作用机制明确的新药、功能性食品、和生物农药等产品。为我国天然产物资

源的合理开发与持续利用，以及创新天然药物（农药）和中药现代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心现有天然产物化学成分研究与利用项目组、植物次生代谢生物工程研究项目组研究

团队。2014 年在岗科研人员 18 人，其中高级职称 8 人、中级职称 10 人、新引进博士 2 人。

在读博士生研究生 2 人、硕士研究生 10 人。 

项目与成果：2014 年在研科研项目共 23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4 项，省级项目 5 项，

横向合作项目 5 项，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12 项。年度到账经费约 172 万元。 

发表论文 22 篇，其中 SCI 论文 10 篇，中文核心期刊 12 篇；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3 项，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7 项；“我国南方山区两种重要地产药用植物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成果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脉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制体系中关键技术（药效

物质基础）的研究”成果获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引进博士 2 名。博士生在读 2 人、硕士生在读 10 人。毕

业硕士生 3 名。 

重要进展：  

1. 灰毡毛忍冬深度开发。继续开展治疗重大疾病的天然创新药物临床前研究以及先导

化合物研究。本年度又分离得到化合物十余个，其中新化合物 3

个，通过药理活性筛选得抗肿瘤、抗炎、抗菌活性先导化合物 5

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 项。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研究论

文 2 篇，其中 SCI 收录 1 篇。 

通过灰毡毛忍冬物质基础研

究为创立灰毡毛忍冬标准生产技术规程、选育灰毡毛忍冬良

种，建立灰毡毛忍冬药材的评价体系、开创灰毡毛忍冬药材

利用的新途径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撑，并帮助湖南隆回县和重

庆秀山县建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提高了农民收入，

其成功经验为山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示范作用。研究

成果获得本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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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脉络宁注射液再评价工作。以南京市著名国家中药保护大品种脉络宁注射液为示

范品种，围绕―中药注射剂药效物质基础‖这一核心科学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成果。运用

多种现代分离手段和波谱解析技术，从脉络宁注射液中分离鉴定了 39 个化合物。其中新化

合物 2 个，新天然产物 2 个，首次从脉络宁注射液中分离得到化合物 20 个。通过 UV-HPLC、

ELSD-HPLC 和 UPLC-DAD-ESI-QTOF MS 等检测手段，明确脉络宁注射液中含有 13 各大

类 137 种化合物。创建脉络宁注射液复杂成分分离核心技术，解决注射剂化学成分极易氧化、

难以分离纯化的难题，

使其结构明确成分占

固含物比例达 75.2%，

可测成分达 90.1%，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综合应用植

物学、中药化学、分

析化学等多学科的技

术和方法，建立―药效物质基础-化学分析检测-质量控制‖中药复杂体系活性成分的系统分析

方法学体系，并成功应用于脉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制中。通过该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近

3 年脉络宁注射液新增产值 14.75 亿元，新增利润 2.35 亿元。研究成果获得本年度南京市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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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蒜转基因技术体系的建立。石蒜科植物种类繁多，有较高的应用价值。然而迄

今为止，未有该科植物建立遗传转化体系的报道，这为该科植物的功能基因及代谢途径的验

证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植物次生代

谢生物工程研究项目组经多年研

究，于本年度初步建立了石蒜愈伤

的转基因体系，已经获得转 pBI121

空载体的转基因植株，并通过 DNA

检测验证，确定其为转基因植株。

对适用于石蒜转化体系的抗性标

记选择、抗性浓度设计进行探索，确定了最佳的抗生素选择体系，同时还对再生条件进行了

进一步的优化。该项研究结果已经申报国家发明专利。石蒜加兰他敏合成相关功能基因的转

化研究也在开展中。 

4. 石蒜加兰他敏体内积累调控的分子机制研究。前期的研究表明，石蒜体内加兰他

敏的积累受信号分子诱导，并且茉莉酸甲酯（MJ）的诱导效果最好，然而其诱导的分子机

制仍不清楚，基于此本年度对 MJ 处理下忽地笑体内小 RNA（microRNA）进行测序，从中

鉴定到受 MJ 诱导表达的 miRNA 283 个；分析后发现，参与调控加兰他敏生物合成途径关

键酶基因的 miRNA 10 个，初步明确 miRNA 可能参与调控石蒜属植物体内加兰他敏积累的

分子机理，目前准备对部分miRNA 进行功能验证。同时还对诱导前后的转录本进行了测序，

分析了诱导处理后基因表达的差异情况，这位都为研究石蒜加兰他敏体内积累调控的分子机

制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左：石蒜中已知 miRNA（a）和新 miRNA（b）的表达情况；右：显著受 MeJA 处理响应的石蒜

样品中已知 miRNA（a）和新 miRN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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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园艺与科普 

引种保育 收到国外引种的植物种子 432 种，国内 102 种，移交

项目组 110 种，引种苗圃共播种 430 种。引种植物出圃到树木园、系

统园、蔷薇园和红枫岗约 100 株。信息数据录入引种信 10000 余条。

继续开展迁地保护植物编目，保存植物名录已经基本整理完毕并录入

到其数据库中，拍摄植物图片 3000 余张。完成苗圃 300 余株植物的

园区定植工作。定期的对选定的 35 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植

株进行物候观测，在植物萌动及开花等阶段，不定期的

随时对植物进行观测。植物病虫害防治 20 次以上；对灾

害性杂草化学防治 10 次；开展防虫防冻和行道树的萌生

枝条进行修剪。 参加植物园联盟“本土植物全覆盖计划

项目”。 

专类园建设与标准化管理。红枫岗南扩建改造

面积 12500 平方米，完成林分调整清杂、地形平

整与改造、游步道规划与施工等工作，结合科研

楼建设拖运土方 200 余方，修建挡土墙 20 余米，

游步道近 900 平方米，引种槭树 33 种，移（栽）

植红枫、鸡爪槭 70 余株。 

对药物园花果药物区开辟三角型区域，以平铺圆弧式种植，并设有游客观赏的步道，选择药用

与观赏相结合植物，从植株高度、花期的各方面进行考虑布置，在

该区种植 38 种植物，其中 12

种新引进植物。    

实施了蔷薇园的改造调

整工作以及宿球根花卉园也

对部分景观组织进行调整。 

加强温室管理。对配备温室调整保存和繁殖区域，现在

热带植物区和多浆多肉区各有 2000 平方米。扦插繁殖、地被

观赏植物 5000 余条，清理配备温室余留垃圾、搬迁花卉植物数千盆。同时，加强温室展览区景观

改造，热带经济植物区改造游

步道，沿步道布置温室花卉，

改造食虫植物景点，获得了比

较良好的效果，多浆多肉区用

火山石堆砌假山，更好立体展

示多肉植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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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事活动 

1. 欧洲花卉展。2014 年南京中山植物园“春之梦”欧洲花卉展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4 月 27

日盛大举行。花展共展示郁金香、洋水仙、风信子等球根花

卉 60 多个品种、20 余万种球，其中不乏新品，仅郁金香名

品新品就多达 10 余个。布置成花海如梦、童年忆梦、异国

追梦、浪漫寻梦、田原情梦、庄园旧梦等景点，搭配风车、

奶牛、木屐、雕塑、水车等园林小品，营造浓郁的异国风情

和如梦的迷人花海。本届花展品种繁多，五彩缤纷，既有高

雅美艳的“夜皇后”，风姿绰约的“紫旗”、“鹦鹉”，重瓣的

“天使”、复色的“幸福一代”、也有“神殿美人”、“纯

金”等新品。展览采用大色块几何形图案布置，将营造

比以往更加壮观夺目的展出效果。 

今年的花展在往年的基础上又展现出五大特色：一

是展览布置运用大色块，图案化布局，比往年展示面积

更大，视野更开阔、景观效果更突出；二是规划时即为

每个景点都留有专门的游步道以方便游客步入花丛，赏

花留影；三是新增品种展示区，荟萃了 38 个郁金香品种，每个品种约有 6 平方米的面积，以便摄

影者和参观者集中赏花拍照，同时也营造了五光十色、万象纷呈的不凡景观；四是花展期间在展区

内举办“果蔬插花艺术展”，约 20 件作品全部出自于江苏 6 位知名插花师之手。市民也将有机会到

现场进行蔬果插花表演展示，并参与评比；五是景点数量有所增加，比往年新增一个景点——浪漫

寻梦，以奶牛、水车等小品来烘托花展气氛。 

 

2.‘菊灿秋韵’菊花展。与南京农业大学、友邦菊花合作开展了‘菊灿秋韵’菊花展，取得较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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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普及与科普旅游 

1. 继续发挥品牌优势，科普形式多样化。全年开展各项展览和科普活动近 39 项；举办

了马植物展、欧洲花卉展、第五届野菜展、菊花展、

食虫植物展、蔬菜水果插花展、生态“疯”情漫画展、

“我眼中的南

京中山植物园”

摄影作品展。

开展科普主题

活动，举办了多次植树活动、市民蔬菜水果插花比赛

主题活动、福利院儿童春游植物园活动、陪盲童户外

共读科普活动、“关爱聋童一日游” 公益科普活动、

“植物王国之旅科技夏令营”、“迎青奥，越野越青春”

主题活动、小记者走进植物园探秘植物世界、科普进

社区活动、科普进校园活动、“全国科技活动周及江苏

省科普周”主场活动、中科院公众科学日

活动、“植物王国之旅”植物知识竞赛、第

三届“我眼中的南京中山植物园”摄影比

赛等。与多家社区、学校实现互动，把科

普宣传工作延展为“走出去，请进来”；全

年开展送科普上门活动，其中为南京市第

54 中的同学开展了一场题为“植物与环境，

植物的故事”科普讲座，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受到了师生们的赞赏；另外还举办了如何制作植物标本、植物克隆、植物与人类的关系、

我们身边的药用植物、植物世界、摄影艺术等一系列科普讲座，受众总计超过 3000 人次。 

2. 完善科普设施建设，开展有创新性的科普教育活动。结合标准化建设，规范科普设

施建设；全年共更新北园指路牌 13 组、80 余块，更新专类园介绍牌 7 块，新增重要景点介

绍牌 6 块，重点植物科普说明牌 10 块，自然小

径介绍牌 6 块；制作科普展板 150 余块。出版

了《南京中山植物园科普导游手册》；编印了《南

京中山植物园画册》，新编《南京中山植物园导

游图》中英文版。 

与学校合作开展科普项目——“研究性教

学模式”探索。我园结合南京市第 54 中的生物

课程教学，共同开展“研究性教学模式”主题活动，将生物课课堂搬进了植物园。开展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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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植物识别、标本制作、植物栽培技术要领、组织培养原理和方法等专题，将枯燥的课堂教

学模式移入大自然中，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效

率，更激发了他们探寻植物世界奥秘的热情。 

3. 发挥志愿者效力，利用大众传媒扩大科普

活动效果。科普志愿者是科普宣传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资源，全年针对志愿者开展培训 2

次，科普讲解志愿者 30 余人参加了培训。开展志

愿服务 20 余次，为近百个团队、千余名参观者提供了免

费科普讲解、咨询以及导引服务。

重视新媒体及网络传播，我园科普

网站年点击率超过 10 万次，我园

官方微博粉丝达到 8000 多人。充

分利用媒体优势，广泛开展科普教育和宣传。截至 2014 年 12 月 25

日，在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体等省市各大主流新闻媒体的

上刊登新闻报道（含部分转载）、照片 300 余幅（篇、条）。 

4. 加强交流学习，提升园区的科普影响力和价值。

参加了中科院组织的科普工作研讨会交流会、全国林业

科普工作经验交流会、江苏省科普场馆协会开展的科普

场馆馆长及信息员培训班，应邀参加中国科普作协主办

的“科普与中国梦”高层主题论坛并作分论坛报告，在

上海辰山植物园召开的 2014 年全国植物园学术年会上

作了“南京中山植物园科普旅游发展的优势及存在问题”的主题报告。在由我所（园）承办

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园协会大会暨东亚植物园网络会议的植物园教育分会场，作了题为

‘Journey of Plant Kingdom’-- an Interesting Summer Camp的科普报告。通过各种形式的交

流，较好地宣传了所（园）。 

4. 获得的荣誉。被南京市科协纳入南京市首条“科普旅游线路”，获得江苏省科普场馆

协会先进集体、中科院科普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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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与标本 

信息中心 

1. 网络及网站建设。完成了新建实验楼、信息楼以及研究生宿舍、游客服务中心、

南北大门口的光缆铺设及通网工作，并将机房

由原办公楼迁移到新图书信息楼；完成了所（园）

一卡通工程的招投标以及基本建设，目前已进

入试运行阶段；完成

了所（园）OA 办公

系统的招投标工作，

现已进入开发后期；

带宽升级到 100M 专线，同时升级了核心交换机和 USP 电源，新

购了 OA 服务器和数据备份系统；完成了对全所范围内的办公用

计算机操作系统及办公系统软件的摸底调查和统计，继续为科研

人员提供全面的文献检索服务工作。  

2014 年度，所（园）网站（www.cnbg.net）总点击量约 12 万人次，发表及审核各类文

章 1800 余篇，客观全面地宣传报道所（园）；中

国药材 GAP 网（www.tcmgap.com）年发表、编辑

转载新闻报道约 950 余篇，及时反映中药界的产业

政策和发展走向。 

2. 图书馆。本所的图书馆保藏的书刊涵盖

了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植物生理学、

园艺学、药用植物学、植物育种学以及化学、农学、林学、环境保护等学科，有较完备的植

物志及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的成套期刊。目前有专职管理人员 2 名。 

本年度共计订购中文期刊 94 种、外文期刊 8 种报纸 7 份。全年共接待读者近 1100 人次，

外单位 18 人次，借还书籍 943 册；登记上架

28 批次期刊（共 527 册）新到图书 19 册；与

国内 57 单位和国外 42 家单位或个人建立交换

关系；对 2013 年装订的期刊 302 册（合订本）

进行登记、编目和制卡，并已全部上架。另整

理装订 2011-2013 年所内在各期刊上发表的论

文 490 篇，内部资料登记册（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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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8008 条信息全部录入电脑存档；制定了新馆搬迁工作方案并报所领导审批，并提前

对图书馆书库书籍捆扎，节约成本近万元。 

3.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由我所主办的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和 CSCD 核心期刊，在第二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被评

为―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在 2011—2012 年学

术期刊分学科排行榜——生物学的 81 种期刊中排名第 13 位，

为生物学类排名前 20 位中惟一的江苏省期刊。2014 年本刊

继续被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核心期刊”和“RCCSE 中国核

心学术期刊（A）”

等 4个核心库收录，

继续被国外的 CABI、BA（预评 BP）、CA 和 Scopus

以及乌里希期刊指南收录，其中 BA（预评 BP）仅

收录 132 种中国期刊，本刊是其中之一。全年顺利

完成了 1-4 期稿件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等工作；共

刊登论文 78 篇，其中研究论文 58 篇、研究简报 20 篇、综述 1 篇。其中本所为第一作者单

位的论文共 14 篇，包括研究论文有 7 篇，简报 7 篇。 

《2014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报告显

示本刊的影响因子为 0.775，《2014 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

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报告显示本刊的复合影响

因子为 1.051、期刊综合影响因子 0.790、基础研究影响因子

0.775。根据 CNKI 的统计结果，《学报》2013 年的下载量达

到 3.14 万次，较 2012 年增加约 8.6%；即年下载率为 24%，

较 2012 年提高近 5%。 

2014 年度，《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荣获江苏省科协“江

苏精品科技期刊”称号；编辑部张明霞同志荣获“江苏期刊‘明

珠奖’——优秀编辑奖”；陈艳荣获所（园）“博爱奉献”个人

三等奖；金久宁被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天然药物资源专业委员会授

予“学会工作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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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馆（NAS） 

本馆是国内四大植物标本馆之一，是华

东地区最大的植物标本馆。截至 2014 年底，

馆藏腊叶植物标本达 70 余万份。 

2014 年，标本馆结合“江苏本土植物

全覆盖清查与保护（试点）”等项目的开展，

加大了对江苏地区植物的调查力度，重点调

查全省的药用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继续丰富馆藏标本，同时，锻炼了科技人员野外工作能

力及植物识别能力。 

在“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的植物

标本数字化及共享项目（二期）的支持下，

2014 年，本馆完成标本编码及拍摄约

16000 份，信息录入 15000 份，并对原有

数据进行了更新和维护，同时向该课题平

台 ftp上传数据约45000份。结合项目开展，

装订和整理标本约 8500 份，鉴定标本 1800

份。至此，本馆植物标本数据库中有 42 万

余份标本图文信息。 

在江苏省财政厅的资助和所（园）支持下，2014

年，《江苏植物志》的修订工作顺利进行。目前，第二

卷、第三卷已完成出版。在与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

共同努力下，《江苏植物志》（卷 2）荣获 2014 年度“中

国最美的书”和“第 27 届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奖一

等奖”荣誉。  

2014 年，本馆加强了与同行的学习和交流，继续做好国内外科研人员前来查阅标本和

参观工作，全年接待四川大学、中科院植物所、澳大利

亚皇家植物园等 30 余家单位科研人员 66 人，接待朝鲜

国家科学院、西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沿海开发集团、

植物园科考兴趣班及科技夏令营等参观人员130余人次；

参加了第五届国际植物园协会亚洲分会暨东亚植物园网

络会议。同时，标本馆硬件设施及环境卫生得到了改善，

完成了一楼墙壁的出新、纱窗更换及玻璃清洗、阅览桌椅的更换以及宣传画的出新等。 



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37 

五、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人员总体情况 

1．基本情况：在职工作人员 311 人，其中事业编制 227 人、聘用制人员 84 人。在读研

究生 56 人，其中本所 44 人，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12 人。离休 12 人， 退休 209 人。 

2．在职人员岗位、职称和学历结构情况 

岗位结构： 

 

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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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建设 

1. 引进 18 名专业技术人员，17 人到岗（博士学位 14 人，硕士学位 3 人）。 

2. 完成 7 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3 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的推荐评审，20 名专业技术人

员、工勤人员聘任。 

    3. 选派 1 人参加省科技镇长团赴新沂市任职。 

    4. 选派 1 名年轻科技人员赴德国留学访问。推荐 4 名青年科技人才申报江苏省留学基

金，全部获得批准。  

    5. 推荐 1 人申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荐 1 人申报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研究生招生与培养 

1. 招生：招收 16 名硕士研究生，入学 15 人。招生管理工作获江苏省考试院优秀单位。 

2. 培养：注重入学教育、开题报告、中期考核、毕业考核等培养必修环节的管理；注

重评优荐优等激励制度，52 人次获所优秀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单项奖学金，1 人获“中科院

南京分院伍宜孙奖学金”；注重科学道德和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科学道德及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文体活动 14 次。 

  

  

3. 毕业就业：15 名毕业生通过答辩，16 人获硕士学位，毕业生当年就业率 93.3%（1

人因个人原因暂未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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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 

2014 年，所（园）党员 223 人，设党支部 10 个，其中离休支部 1 个，11 名；退休支部

1 个，63 名；研究生支部 1 个，24 人；在职职工支部 7 个，125 名。覆盖科研、建园、科普、

科技开发、管理、研究生会和离退休等各个群体。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围绕生态江苏建设、

现代高效农业建设和生物技术新医药发展领域，结合年度重点工作开展，团结一致，艰苦奋

斗，攻坚克难，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各项事业实现了均衡发展。 

深入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所（园）训主题活动。 

1.召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所（园）精神的主题动员大会。会议阐述了活动的重要意

义，部署了开展活动的总体要求和主要内容安排等，列举了所（园）不同时期在科学探索、

执着追求的典范，爱园如家、爱岗敬业的优秀代表，以及团结奋斗博爱奉献的精神，强调了

所（园）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号召广大职工要大力弘扬，积极践行。 

2.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交流会议。专题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人大二次

会议安徽代表团会议时的重要讲话及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了省委组

织部有关通知要求，开展了重点交流，深刻领会党员干部要践行“三严三实”和抓好作风建设

的重要性。 

3.举行交流活动。各党支部分别召开了党员及支部覆盖范围的职工代表参加的学习和座

谈活动，交流了学习体会，进一步发掘各自身边发生的践行所（园）精神的事例，弘扬了正

气，激发了正能量。 

4.开展践行所（园）文化的评选活动。研究制定了以弘扬“科学、创新、博爱、奉献”

为主题的所（园）精神的行为标准评选和表彰方案，结合年度考核同步部署开展评选，产生

出一批“科学创新”和“博爱奉献”的获奖者。

通过表彰，对所（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所（园）精神发挥了积极的导向

作用；同时，给团结协作、努力奋斗，诚实

做人、踏实做事，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等赋

以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事例，进一步丰富了所

（园）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涵。 

5.召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学习交流大会。对各支部在本次活

动中的学习体会、认识和践行所（园）精神的事例进行了交流，通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所（园）精神”的主题宣讲活动，宣传了所（园）不同时期在科学探索、执着追求的典范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2014 年报 

40 

和爱园如家、爱岗敬业的优秀代表，以及他们身上的那种团结奋斗和博爱奉献的精神，进一

步深化了广大干部职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及所（园）精神的认识，树立了标杆和榜样，

进一步诠释了所（园）精神。增强了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所（园）精神的自觉性与坚

定性，对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践行所（园）精神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完善机制，推进了党建基础工作。 

1.坚持并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按照《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结合时政、热点和

发展实际学习。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关于依

靠科学创新建设新江苏的具体部署。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

方面知识。利用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及党政联席会议、所办公会、中层干部会议和专门会

议等，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新要求。 

2.坚持和完善了民主生活会制度。按照要求，坚持和完善了所领导干部及中层领导干部

民主生活会制度。于 2015 年 1 月份召开了 2014 年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发挥作用，提升了党建工作水平。 

1.加强干部队伍建设。2014 年 11 月 17 日启动中层干部换届工作；新一届中层干部共

计 29 名。换届工作中调整干部 21 名，其中平级轮岗 11 名，新提拔 4 名，因年龄等原因退

出干部岗位 6 名；本届中层干部年富力强，平均年龄 45 岁，比上届降低了 3 岁，研究生学

历占 76%。 

2.进一步加强党员队伍素质建设。组

织党员参加党员大会、党课及主题党日教

育活动，引导和发挥党员在推动发展、服

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

用。 

3.做好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各党支

部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

慎重发展”的方针，发展党员 3 名，转正 5

人，派选 5 名积极分子参加培训。转入党员 23 人，转出党员 11 人。 

4.加强信息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所（园）网站“党群园地”及《简讯》等的作用，加强了

信息收集、整理与报送工作，及时反映党建工作动态，为党建工作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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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点，收效明显。  

1.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一是充分发挥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主阵地作用，通过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三严三实”教育等，加强了

处以上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二是落实了年度理论

学习安排，及“三会一课”。三是所党委领导班子

成员和党支部书记深入开展了调研活动，认真撰写

了调研报告。各级领导干部结合年度工作务虚会议

和工作会议交流了调研成果。 

2.推动党建工作责任制建设。建立了所各部门行政、党建工作同步研究、同步部署落实

的工作机制。  

3.落实“两个责任”，抓好党风廉政教育活动。建立制度，制定措施和办法，落实党委

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所党委、纪委对新一届中层干部及时开展了集体廉政谈话，进一

步完善党风廉政责任体系建设。 

4.做好“党建带群建”。引导群团组织加强

自身建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工会组织积极

开展“职工之家”创建活动，开展各项文化活动。举

办了迎新春联欢及“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职工书

画展、秋季运动会、迎新年登山活动等；组织工

会骨干参加上级工会举办工会主席培训班、广播

体操培训班、心理咨询师培训班等学习培训活动；

参加了省直工会片区纪念建党 93 周年演讲比赛、

广播体操比赛等，各项活动活跃了氛围，加强了

交流，凝聚了人心，为所（园）事业发展提供了

合力。 

5.支持民主党派协调发展。推荐有关党派成员担

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保持与各民主

党派的工作联系，安排有关工作互动，引导围绕科研、

建园发展献言献策，切实发挥了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

督和参政议政职能，促进了与所园事业发展同心同德、

同心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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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组织机构 

 

1．所领导集体 

所  长：庄娱乐 

党委书记：夏冰 

副所长：郭忠仁 

副所长：李维林 

副所长：冯煦 

副所长：姚东瑞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江南 

2．管理部门 

所长办公室 

主任：谈家东  副主任：佟海英 

党委办公室（纪检监察室、效能办、审计处） 

主任：谈家东  副主任：贾国顺 

科研管理处（科技开发处） 

处长：殷云龙  副处长：周义峰  顾春笋 

组织人事处（离退休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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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赵 敏   副处长：邓飞 

财务处 （资产管理办公室） 

处长：缪启新   资产办副主任：张卫民 

后勤处（保卫处） 

处长：朱洪武  副处长：李和平 

3．技术支撑部门 

园艺与科普中心 

主任：李亚  副主任：任全进 李梅 顾永华 

信息中心（标本馆） 

主任：蒋汝平   副主任：贾春  徐增莱（兼副馆长）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主  编：庄娱乐   副主编：冯煦  惠红 

4．科研部门 

江苏省药用植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主  任：冯 煦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 

主  任：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盐土植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主  任：姚东瑞 

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 

副主任：孙小芹（主持工作） 

药用植物研究中心 

副主任：梁呈元（主持工作） 

经济植物研究中心 

主  任：於虹  副主任：耿国民 

观赏植物研究中心 

主  任：刘建秀  副主任：陆小清 

植物生态研究中心 

主  任：汤诗杰  副主任：华建峰  

天然产物化学研究中心 

副主任：汪仁（主持工作）   副主任：单宇 

5. 群团组织 

工会主席：谈家东   工会副主席：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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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书记：邓飞 

6．评议机构 

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夏冰 

副主任委员：庄娱乐  冯煦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刘启新 刘建秀 李亚 李维林 杭悦宇 於虹 姚东瑞 徐增莱 

殷云龙 郭忠仁 黄苏珍 惠红 

秘书：殷云龙（兼） 

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娱乐 

副主任委员：夏冰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冯煦 刘启新 刘建秀 李亚 李维林 杭悦宇  於虹 姚东瑞 

殷云龙 郭忠仁 

职称评定（推荐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娱乐 

副主任委员：夏冰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冯煦  刘启新  刘建秀  江南  李亚 李维林  杭悦宇 於虹 

姚东瑞 殷云龙 郭忠仁 黄苏珍 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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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植物非插入/缺失型抗病基因的适应性代价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孙小芹 

三种吴茱萸属植物中新型吲哚喹唑啉生物碱的发现及

其抗真菌活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冯   煦 

耐盐碱中药二色补血草中抗肿瘤有效成分的积累及其

资源品质评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马   丽 

莲 WRKYs 转录因子调节高温胁迫响应的分子机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刘晓静 

猕猴桃 NPR1 类似基因家族成员的克隆与抗病功能解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张计育 

石蒜属植物生物碱对花色苷呈色影响机制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印   敏 

两种盐角草属植物中新颖结构降三萜皂苷的发现及其

对 STAT3 凋亡通路的调控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管福琴 

薄壳山核桃优质新品种及早实丰产配套栽培技术集成

与示范 
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 郭忠仁 

中国植物园联盟建设 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 庄娱乐 

茄子响应黄萎病菌侵染过程中 microRNA-172 作用及调

控机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王   忠 

猕猴桃响应涝害胁迫的转录组分析及相关基因的功能

研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张计育 

枇杷叶活性倍半萜苷改善胰岛素抵抗与改变肠道菌群

结构相关性研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陈  剑 

薄壳山核桃复合栽培及丰产栽培技术创新示范 江苏省科技支撑（农业） 耿国民 

新兴糖料作物甜菊高 A 苷种质培育及优质种子创制 江苏省科技支撑（农业） 原海燕 

石蒜加兰他敏重要合成酶基因克隆及应用关键技术研

究 
江苏省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 汪   仁 

中山杉容器育苗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 江苏省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 李云龙 

金银花种质资源优选及栽培和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梁呈元 

金银花高效栽培及采收技术推广应用 江苏省农业三新工程 梁呈元 

水培碱蓬属植物改善海水养殖环境的模式研究与技术

集成 
江苏省水产三新 刘晓静 

早熟、无刺、小籽黑莓优良品种选育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李维林 

金叶紫薇的聚合育种研究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杨如同 

彩色马蹄莲阳光大棚越冬栽培技术的研发及示范推广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郑玉红 

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及其高效造林技术的应用 绿色江苏 李维林 

耐盐地被植物水土保持能力评价及其在海堤生态防护

工程构建中的应用 
江苏省水利科技项目 周义峰 

中山杉苏南种苗基地及产业化建设 财政支持农业发展 殷云龙 

薄壳山核桃产品质量等级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朱灿灿 

槜李避雨设施栽培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宣继萍 

速生紫薇容器苗造林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陆小清 

金叶连翘扦插育苗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于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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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蓝扦插育苗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任全进 

丛生福禄考扦插育苗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任全进 

金叶大花六道木扦插育苗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任全进 

干线公路绿化景观质量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 南通市公路管理处 殷云龙 

落羽杉属种质资源创新及示范推广 南京市外专局 於朝广 

南京中山植物园青少年科普活动 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汤诗杰 

滩涂围垦区土壤团聚体微生物群落演替及驱动机制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

室 
华建峰 

江苏地区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新型生物修复技术开发 江苏省地质矿产科研项目 汪仁 

江苏省足球草坪研发与推广暨足球场地标准化建设项

目 
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刘建秀 

城市园林绿化树种对空气 PM2.5 污染的治理评价研究 南京市园林局科技项目 于金萍 

江苏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句容、高淳） 南京中医药大学 刘启新 

江苏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连云、铜山） 南京中医药大学 李亚 

珍稀特色树种种质资源收集、繁育、应用示范推广 林业三新（合作） 彭峰 

中华大典-双子叶植物总部 80个科及古籍人物总部的编

纂及全书审稿 
（昆明所合作） 徐增莱 

典型县域树莓产业化示范（合作） 中科院 STS 计划 吴文龙 

横向项目 

降脂胶囊的研发及报批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吕晔 

新型药材鉴别技术研究 江阴技源药业有限公司 徐增莱 

白子菜等降糖植物资源种植与产品开发 江苏园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剑 

菊苣的软化栽培技术研究与降糖产品开发 南京中植园林有限公司 陈剑 

蚕蛹虫草活性及品质研究 南京庄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吕晔 

园林植物栽培技术优化 
昆山市城市生态森林公园有限公

司 
于金平 

调研课题合作协议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南京分校 汪仁 

蚕蛹虫草活性及品质研究 南京庄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吕晔 

狗牙根新品种授权推广协议书 浙江江川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刘建秀 

蚕蛹虫草活性及品质研究 江苏富柏传媒有限公司 吕晔 

薄壳山核桃产业开发的相关研究 

常州市金土地农牧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王传永 

石蒜种质资源推广应用 上海植物园 郑玉红 

康道研究基地建设项目 康道生物（南京）有限公司 吕晔 

康道研究基地建设项目 康道生物（南京）有限公司 吕晔 

绿化技术指导协议 常熟市古里镇人民政府 于金平 

保健食品大力颗粒（暂名）的研发及报批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吕晔 

江苏盐生植物筛选及配置模式研究 

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张光宁 

伟哥阳春牌升丐胶囊（暂定名）的研发与申报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宋萍萍 

药食植物南瓜花有效成分提取与降糖活性筛选 苏州神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剑 

焦性没食子酸生物工程法制备技术开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

业研究所 汪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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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植物科普宣传暨“绿色家居”展示 南京雨发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郭忠仁 

农产品品质指标测试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殷云龙 

园林植物品种选择及栽培技术优化 

苏州大阳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于金平 

苗木种植技术服务协议 江苏施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陆小清 

假俭草新品种 E039 技术服务合同 宜兴市绿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刘建秀 

化妆品原料废弃物利用技术研究 

上海斯拜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王鸣 

黄姜（盾叶薯蓣）多倍体新品种研究 陕西白河县科技局 徐增莱 

薄壳山核桃高效配套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 南京市老山林场 耿国民 

挂县强农富民工程项目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李亚 

2014 年挂县强农富民工程项目奖励金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李亚 

2014 年挂县强农富民工程项目奖励金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於虹 

2014 年挂县强农富民工程项目奖励金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吕晔 

中植农业科技创新基金 南京中植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特色经济植物油用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的示范与推

广 

南京中植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王忠 

高含量多糖的山药新品种示范及快繁技术开发 南京中植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孙小芹 

优质无刺早熟黑莓新品系筛选及展示 南京中植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张春红 

科技副总（企业创新岗） 生产力促进中心 殷云龙 

中山杉授权合作协议 靖江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殷云龙 

（三）结题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主管部门 

黑莓少刺芽变发生基因的鉴定及遗传转化研究 张春红 省基金 江苏省科技厅 

部分天然香豆素成分的杀虫活性及构效关系研

究 
宋萍萍 省基金 江苏省科技厅 

AM 真菌与食真菌线虫在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

中的协同作用研究 
华建峰 省基金 江苏省科技厅 

桑蚕养殖废弃物蚕沙再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吕  寒 省基金 江苏省科技厅 

耐盐果树滨梅的引种扩繁与种质优选 王小敏 省农业支撑 江苏省科技厅 

黑莓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中试 吴文龙 省产学研 江苏省科技厅 

冬青抗逆新品种选育及标准化快速繁殖的研究 李乃伟 省产学研 江苏省科技厅 

黑莓、蓝莓酚类成分提取关键技术研究和产品开

发 
马  丽 省产学研 江苏省科技厅 

转基因细胞悬浮培养增殖 α-生育酚的研究 方  亮 国家基金 国家基金委 

速生彩叶紫薇新品种资源创新与应用 陆小清 林业三新 江苏省林业局 

南方高丛蓝浆果早熟新优品系的选育 於  虹 自主创新 江苏省农科院 

猕猴桃生态高效栽培技术集成模式创新与示范 张计育 自主创新 江苏省农科院 

‗金叶紫薇‘新品系的繁殖推广及技术集成 李  亚 农业三新 江苏省农委 

滨梅新品种选育与高效栽培技术示范应用 吴文龙 农业三新 江苏省农委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2014 年报 

48 

（四）论文及专著 

1．SCI 论文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影响因子 负责人 

Caffeoylquinic acid derivatives isolated from the aerial 

parts of Gynura divaricata and their yeast α-glucosidase 

and PTP1B inhibitory activity 

Fitoterapia 2.216 陈剑 

Light intensity affects the growth and flavonol 

biosynthesis of Ginkgo (Ginkgo biloba L.) 

New Forests 1.783 耿国民 

Long-Term Evolution of Nucleotide-Binding 

Site-Leucine-Rich Repeat Genes: Understanding Gained 

from and beyond the Legume Family 

Plant Physiology 7.394 杭悦宇 

A genomic survey of thirty soybean-infecting bean 

common mosaicvirus (BCMV) isolates from China 

pointed BCMV as a potential threatto soybean production 

Virus Research 2.827 杭悦宇 

Loss/retention and evolution of NBS-encoding genes upon 

whole genome triplication of Brassica rapa 

Gene 2.196 杭悦宇 

A preliminary study on pollination biology of three 

species in Dioscorea (Dioscoreaceae) 

Life Sci J 0.165 杭悦宇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olymorphic 

microsatellite loci from aerial yam (Dioscorea bulbifera 

L.)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0.994 杭悦宇 

Tracing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lant TIR-encoding 

genes 

Gene 2.196 杭悦宇 

Discovery of 

N-(2-phenyl-1H-benzo[d]imidazol-5-yl)quinolin-4-amine 

derivatives as novel VEGFR-2 kinase inhibi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3.432 杭悦宇 

Discovery of quinazolin-4-amines bearing benzimidazole 

fragments as dual inhibitors of c-Met and VEGFR-2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2.951 杭悦宇 

DNA barcoding in Fallopia multiflora, an indigenous herb 

in China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0.994 杭悦宇 

Effects of exogenous glutathione and cysteine on growth, 

lead accumulation, and tolerance of Iris lactea var. 

chinensis 

Environ Sci Pollut 

Res 

2.757 黄苏珍 

Overexpression of Iris. lactea var. chinensis 

metallothionein llMT2a enhances cadmium tolerance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482 黄苏珍 

Base substitution mutations in 

ridinediphosphate-dependent glycosyltransferase 76G1 

gene of Stevia rebaudiana causes the low levels of 

rebaudioside A Mutations in UGT76G1, A key gene of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352 黄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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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iol glycosides synthesis 

Validation  of reference  genes  for  RT-qPCR  

normalization  in  Iris.  lacteal var. chinensis leaves 

under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Scientia 

Horticulturae 

1.504 黄苏珍 

The Heterologous Expression of the Iris lactea var. 

chinensis Type 2 Metallothionein IlMT2b Gene Enhances 

Copper Tolerance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Bull Environ 

Contam Toxicol 

1.216 黄苏珍 

Reference gene selection for quantitative real-time 

RT-PCR normalization in Iris. lactea var. chinensis roots 

under cadmium, lead, and salt stress conditions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1.219 黄苏珍 

Effects of salt stress on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nd 

ultrastructure of I. halophila and I. lactea var. chinensis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0.527 黄苏珍 

Effects of Pb on the growth and sub-cellular structure and 

Pb localization of Louisiana iris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0.527 黄苏珍 

Global Transcriptome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of the 

Flowering Regulatory Genes Expressed in Leaves of 

Lagerstroemia indica 

Dna and cell 

biology  

1.991 李亚 

Genetic Linkage Map Construction and QTL Mapping of 

Salt Tolerance Traits in Zoysiagrass (Zoysia japonica) 

PloS ONE 3.534 刘建秀 

Variation in the salt-tolerance of 13 genotypes of hybrid 

bermudagrass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 C. 

transvaalensis Burtt-Dav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hoot 

Na+, K+ and Cl- ion concentrations 

Journal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 

Biotechnology 

0.51 刘建秀 

Genetic variation of salinity tolerance in Chinese natural 

bermudagrass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germplasm 

resources 

Acta Agriculturae 

Scandinavica, 

Section B–Soil & 

Plant Science 

0.65 刘建秀 

Genetic mapping and QTL analysis for seed yield, 

vegetative characters and cole tolerance in 

centipedegrass(Eremochloa ophiuroides) 

Scientia 

Horticulturae 

1.504 刘建秀 

Ovarian Failure-Resistant Effects of Catalpol in Aged 

Female Rats 

Biol. Pharm. Bull. 1.778 吕晔 

A pentamethoxyflavanone regulated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ameliorated sepsis in mice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4.65 吕晔 

Molecular cloning and func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Stellarin 2 from Stellaria media and its expression in E. 

coli 

Bothalia 0.846 彭峰 

Analysis of Bioactive Amaryllidaceae Alkaloid Profiles in 

Lycoris Species by GC-MS 

Natural Product 

Communications 

0.924 彭峰 

Gold Nanoparticles: Synthesis, Stability Test, and 

Application for the Rice Growth 

Journal of 

Nanomaterials 

1.611 彭峰 

Thickness-Controllable Silica Coating of CdTe QDs by Journal of N/A 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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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 Microemulsion Method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Growth of Rice 

Spectroscopy 

Heme-heme oxygenase 1 system is involved in 

ammonium tolerance by regulating antioxidant defence in 

Oryza sativa 

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5.906 汪仁 

β-Cyclodextrin–hemin complex-induced lateral root 

formation in tomato: involvement of nitric oxide and heme 

oxygenase 1 

Plant Cell Report 2.936 汪仁 

Methane-rich water induces cucumber dventitious rooting 

through heme oxygenase1/carbon onoxide and Ca2+ 

pathways 

Plant Cell Report 2.936 汪仁 

Use of Biogas Slurry for Enhancing Control of 

Phytopathogens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0.6 汪仁 

A new lupane-type triterpenoid saponin from lonicera 

macranthoides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0.5 王鸣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Suaeda salsa and their cytotoxic 

activity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0.5 王鸣 

New cytotoxic diarylheptanoids from the rhizomes of 

Alpinia officinarum Hance 

Fitoterapia 2.216 王鸣 

A new dimeric diarylheptanoid from the rhizomes of 

Alpinia officinarum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s 

N/A 王鸣 

Cytotoxicity of the compounds isolated from Pulsatilla 

chinensis saponins and apoptosis induced by 

23-hydroxybetulinic acid 

Pharmaceutical 

biology 

1.337 王鸣 

Identification and bioinformatic analysis of signal 

responsive/calmodulin-bindingtranscription activators 

gene models in Vitisvinifera 

Mol Biol Rep 1.958 吴文龙 

Biochemical defense strategies in sterilized seedlings of 

Nymphoides peltatum adapted to lead stres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75 吴文龙 

Phot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thylakoid membrane in 

lead-treated Nymphoides peltatum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1.21 吴文龙 

Heterologous expression of an alligatorweed high-affinity 

potassium transporter gene enhances salinity tolerance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Am J Bot. 2.46 吴文龙 

Simple Whole-Cell Biodetection and Bioremediation of H

eavy Metals Based on an Engineered Lead-Specific Opero

Environmental sci

ence and Technol

5.48 吴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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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gy 

The metabolism of YiGan San and subsequent 

pharmacokinetic evaluation of four metabolites in rat 

based on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 

2.69 徐增莱 

Overexpression of the Malus hupehensis MhNPR1 gene 

increased tolerance to salt and osmotic stress in transgenic 

tobacco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er 

1.958 宣继萍 

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 kinase gene 

family in grapevine (Vitis vinifera) 

BMC Plant 

Biology 

3.942 宣继萍 

Co-inoculation with AM fungus Glomus caledonium and 

the photoheterotrophic purple nonsulfur bacterium 

Rhodopseudomonas palustris results in mutual inhibition 

and lower arsenic accumulation of Nicotiana tabacum L. 

in an arsenic contaminated soil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0.527 殷云龙 

Interactions between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nd 

fungivorous nematodes on the growth and arsenic uptake 

of tobacco in arsenic-contaminated soils 

Applied Soil 

Ecology 

2.206 殷云龙 

Interactive effects of elevated ozone and UV-B radiation 

on soil nematode diversity 

Ecotoxicology 2.5 殷云龙 

De novo sequencing, addembly, and analysis of the 

Taxodium ‗Zhongshansa‘ roots and shoots transcriptome 

in response to short-term waterlogging 

BMC Plant 

Biology 

3.942 殷云龙 

Effects of cold plasma treatment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soybean 

Scientific Reports 5.078 於虹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olymorphic 

microsatellite loci from Zelkova schneideriana 

Hand.-Mazz.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0.85 耿茂林 

2. ISTP、EI、英文论文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类别 负责人 

Application of SRAP molecular marker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zoysiagrass hybrids 

Acta Hort. 

(ISHS) 

ISTP 刘建秀 

Comparison of the Essential Oil Extracted from HERBA 

MENTHAE by Different Methods 

Medicinal Plant 英文 陈剑 

Effects of Mulberry Extract on Regulation of Sex Hormone 

and Hypothalamic Neurotransmitter in Naturally Aged Female 

Rats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英文 吕晔 

Inhibition of COX-2 and PGE2 in LPS-stimulated RAW264.7 

cells by Lonimacranthoide VI, a chlorogenic acid ester 

saponin 

Biomedical 

Reports 

英文 王鸣 

In Vitro High Frequency Direct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Leaflet of Blackberry cv. ‗Kiowa‘ 

The Third 

Conference on 

英文 吴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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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t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linity Tolerance and Mechanisms in Salvia miltiorrhiza The Third 

Conference on 

Hort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英文 宣继萍 

Evaluation on the fruit quality of Chinese-grown pecan The Third 

Conference on 

Hort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英文 宣继萍 

3. 核心期刊论文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负责人 

红凤菜地上部分的化学成分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陈剑 

HPLC-ELSD 测定枇杷叶总三萜酸固体分散体片中 6 种三

萜酸含量 

中国药学杂志 陈剑 

齐墩果酸衍生物的合成及其降血糖活性研究 中国药物化学杂志 陈剑 

枇杷叶总黄酮的纯化工艺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陈剑 

枇杷叶黄酮类化学成分研究 中成药 陈剑 

蚕沙中黄酮和生物碱提取工艺研究 江西农业学报 陈剑 

蚕沙中 1-脱氧野尻霉素提取工艺研究 医药导报 陈剑 

蒺藜提取物作为生物农药的效果 江苏农业科学 陈剑 

HPLC 测定红凤菜提取物的总黄酮含量及对提取方法的评

价 

食品科学 陈剑 

苏州西山岛产枇杷叶的药材品质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陈剑 

红凤菜新鲜茎叶中总黄酮提取物的 LC-MS 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陈剑 

红凤菜总黄酮的富集方法 江苏农业科学 陈剑 

枇杷叶三萜酸固体分散体的制备及体外溶出研究 中药材 陈剑 

补血草属植物资源的耐盐性研究进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陈剑 

薄荷 GPPS 基因原核表达及 RNA 干扰载体构建 生物技术通报 陈剑 

人肠道菌对天然产物代谢及转化的研究进展 微生物学通报 陈剑 

21 世纪栗属植物产业发展及贸易格局分析 经济林研究 耿国民 

薄壳山核桃品种肖肖尼的引种与选育 中国果树 耿国民 

薄壳山核桃品种威斯顿的引种与栽培技术 中国南方果树 耿国民 

喜盐鸢尾 Na+ /H+ 逆转运蛋白基因 IhNHX1 的克隆及

序列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黄苏珍 

红籽鸢尾高频离体再生体系的建立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黄苏珍 

铅（Pb）胁迫对路易斯安那鸢尾生长和生理生化特性的影

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黄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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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籽鸢尾（Iris foetidissima L.）的抗旱性 江苏农业科学 黄苏珍 

铅胁迫下德国鸢尾生长特征和分布的研究 北方园艺 黄苏珍 

南方红豆杉迁地保护小种群适应性进化机制研究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园艺 

蒲包花品种比较试验 北方园艺 园艺 

夏蜡梅与美国蜡梅属间杂交新品种‗红运‘ 园艺学报 园艺 

江苏省野生花卉草本观赏花卉资源及其在园林中的应用 江苏农业科学 园艺 

白蚁消化系统解刨构造及共生物研究进展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园艺 

南方红豆杉迁地保护小种群适应性进化机制研究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李亚 

楸树不同无性系枝条萌芽力及催芽条件初探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李亚 

取材时间和激素对―豫楸１号‖腋芽诱导的影响 北方园艺 李亚 

梓属植物嫩枝扦插生根能力的评价 北方园艺 李亚 

‗金薇‘叶片呈 色的结构和生理基础研究 北方园艺 李亚 

SRAP 标记对 8 份假俭草材料的鉴定分析 草地学报 刘建秀 

盐水灌溉对不同暖季型草坪草蒸散量的影响 草地学报 刘建秀 

中国主要地区结缕草属植物种质资源抗旱性变异分析 草地学报 刘建秀 

复水处理对结缕草草坪质量和生理恢复的影响 草业科学 刘建秀 

结缕草属植物两种耐盐评价方法的比较 草业科学 刘建秀 

高羊茅×狗牙根远缘杂交后代抗寒性评价 草地学报 刘建秀 

不同暖季型草坪草种耐淹性能评价 草地学报 刘建秀 

利用表型数据构建狗牙根初级核心种质 草业学报 刘建秀 

NaCl 胁迫对杂交狗牙根品种‗苏植 2 号‘和‗Tifgreen‘生长及

Na
+和 K

+积累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刘建秀 

干旱对结缕草光合特征及光合响应曲线的影响 北方园艺 刘建秀 

干旱胁迫对两种结缕草草坪质量和生理特征的影响研究 上海农业学报 刘建秀 

珊瑚菜居群遗传多样性的 SRAP 分析 广西植物 刘启新  

基于 trnH-psbA 探讨明党参和川明参的系统学研究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刘启新  

明党参和川明参繁殖器官形态特征比较 江苏农业科学 刘启新  

伞形科植物芫荽果实发育过程中的解剖结构变化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刘启新  

鸭儿芹及其近缘植物地被特性的栽培观察 江苏农业科学 刘启新  

伞形科鸭儿芹属植物营养成分及矿质元素含量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刘启新  

新型蔬菜资源鸭儿芹属植物的栽培技术研究 湖北农业科学 刘启新  

适应江苏栽培的白芷品种评价 江苏农业科学 刘启新  

盐胁迫对北沙参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江苏农业学报 刘晓静 

不同增殖方式来源的绿潮藻浒苔藻体生长及光合生理特

性差异 

水产学报 刘晓静 

在海洋酸化背景下温度变化对大型绿藻缘管浒苔光合生

理特性的影响 

生态学杂志 刘晓静 

屋久岛紫薇的引种栽培及繁育技术 浙江林业科技 陆小清 

青海当归根的化学成分研究 中药材 吕晔 

几种伞形科植物提取物对斜纹夜蛾的生物活性测定 江苏农业科学 吕晔 

毛冬青根提取液不同部位的血小板聚集抑制活性 江苏农业科学 吕晔 

HPLC-ELSD 法同时测定毛冬青中 3 种五环三萜的含量 中药材 吕晔 

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预防治疗骨质疏松的协同作用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吕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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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γ 射线对彩色马蹄莲 Parfait 的辐照效应及其在高温

高湿胁迫下的生理响应 

核农学报 彭峰 

彩色马蹄莲品种‗parfait‘多倍体诱导及其生物学特性变化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彭峰 

中国石蒜不同居群的花色变异 江苏农业科学 彭峰 

中国石蒜花粉活力测定研究 中国农学通报 彭峰 

4 种红豆杉属植物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关系的 RAPD 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彭峰 

唐宋时期的中药资源调查与官修本草 中国现代中药 彭峰 

酿酒酵母磷酸胆碱胞苷转移酶基因(cct)的克隆表达及活性

测定 

药物生物技术 汪仁 

一个新的忽地笑 D 一甲基转移酶基因的克隆与原核表达 植物生理学报 汪仁 

换锦花和中国石蒜对干旱胁迫的生理响应 西北植物学报 汪仁 

多效唑对双瓣茉莉新梢生长及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 北方园艺学报 汪仁 

石蒜 Mg2+ 转运体基因 LrMGT 的克隆与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汪仁 

血红素加氧酶-1 介导 Ca2+信号调控的黄瓜不定根发生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汪仁 

北美海蓬子提取物体外抗肿瘤作用及其初步的机制研究 食品科技 王鸣 

海蓬子不同部位氨基酸含量分析及营养评价 食品工业科技 王鸣 

海滨锦葵提取物体外抗氧化作用研究 食品科技 王鸣 

五种小麦麸皮烷基酚类化合物体外抗肿瘤作用及初步的

机制研究 

食品工业科技 王鸣 

微波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脉络宁注射液中

25 种矿物质元素 

中草药 王鸣 

滨梅初选优株生长与结果性状的比较分析 中国南方果树 吴文龙 

扦插基质和生根剂处理对滨梅嫩枝扦插生根的影响 西北林学院学报 吴文龙 

蓝莓色素大孔树脂纯化工艺研究 食品工业 吴文龙 

盆栽滨梅扦插苗对 NaCl 胁迫的响应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吴文龙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抗氧化系统变化规律研究 北方园艺 吴文龙 

不同加工工艺对薄壳山核桃饼粕理化性质的影响 江西农业学报 吴文龙 

一株高温蛋白酶高产菌株产酶培养基与产酶条件优化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吴文龙 

响应面模型分析高温蛋白酶菌株增殖和产酶关系 微生物学通报 吴文龙 

不同硬度类型黑莓果实生长发育动态分析 经济林研究 吴文龙 

NaCl 胁迫对美国白蜡幼苗部分生理指标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徐增莱 

五味子乙素对 介导的人骨肉瘤细胞所致多药耐药性的逆

转研究 

安徽医药 徐增莱 

21 世纪以来世界猕猴桃产业发展以及我国猕猴桃贸易与

国际竞争力分析 

中国农学通报 宣继萍 

园艺作物代谢组学研究进展 中国农学通报 宣继萍 

优质薄壳山核桃果实采收加工方法 北方园艺 宣继萍 

11 个槜李不同品系的品质分析与评价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宣继萍 

槜李和油柰果实品质比较分析 中国南方果树 宣继萍 

重庆万州三峡库区消落带中山杉造林试验 林业科技开发 殷云龙 

混合盐胁迫对‗中山杉 405‘及其亲本叶绿体结构的影响 林业科技开发 殷云龙 

浙江桂幼龄材的生长特性及主要材性 林业科技开发 殷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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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杉纸浆材制浆特性初探 林业科技开发 殷云龙 

IBA 对兔眼蓝浆果嫩枝扦插生根及内源激素变化的影响 中国农学通报 於虹 

5-氨基乙酰丙酸对兔眼蓝莓光合性能、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北方园艺 於虹 

蓝莓光合作用研究进展 中国果树 於虹 

EG03 菌剂对辣椒青枯病的防治效果及对根围土壤微生物

群落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於虹 

在不同 pH 值土壤中铵硝比对南方高丛蓝浆果生长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於虹 

科学事业单位收支科目调整构想 财会月刊 缪启新 

重庆万州三峡库区消落带中山杉造林试验 林业科技开发 殷云龙 

混合盐胁迫对‗中山杉 405‘及其亲本叶绿体结构的影响 林业科技开发 殷云龙 

浙江桂幼龄材的生长特性及主要材性 林业科技开发 殷云龙 

中山杉纸浆材制浆特性初探 林业科技开发 殷云龙 

IBA 对兔眼蓝浆果嫩枝扦插生根及内源激素变化的影响 中国农学通报 於虹 

5-氨基乙酰丙酸对兔眼蓝莓光合性能、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北方园艺 於虹 

蓝莓光合作用研究进展 中国果树 於虹 

EG03 菌剂对辣椒青枯病的防治效果及对根围土壤微生物

群落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於虹 

在不同 pH 值土壤中铵硝比对南方高丛蓝浆果生长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於虹 

科学事业单位收支科目调整构想 财会月刊 缪启新 

4. 非核心期刊论文 

杂志名称 论文名称 负责人 

南京市现代农业人才支撑体系发展现状分析及展望 安徽农业科学 汪仁 

果园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研究概况 中国园艺文摘 宣继萍 

美国和中国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天津农业科学 宣继萍 

薄壳山核桃实生苗侧根发生的育苗技术 林业实用技术 宣继萍 

枸杞的健康保健功用和合理开发利用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彭峰 

乌桕的植物文化与经济价值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彭峰 

细柱五加研究进展 安徽农业科学 刘启新  

令人忘忧的萱草 七彩语文画刊 园艺 

月季、蔷薇、玫瑰—我们是三姐妹 七彩语文低年级 园艺 

如鸢似蝶的鸢尾 七彩语文画刊 园艺 

属“马”植物俱乐部 科学大众小诺贝尔 园艺 

百岁兰栽培技术 安徽农业科学 园艺 

南京市朱唇“红衣女郎”自结实种子两季播种育苗技术初

报 

现代园艺 园艺 

花毛茛商品球根规模化生产技术 黑龙江农业科学 园艺 

龙舌兰属三种多肉植物的耐寒性试验 黑龙江农业科学 园艺 

观果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 风景园林 园艺 

榉树林下间套种经济植物的模式及技术 现代农业科技 园艺 

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水景种的应用 现代农业科技 园艺 

昆山市城市生态森林公园湿地资源现状及保护利用对策 现代农业科技 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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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盖麟毛蕨的孢子繁殖方法 中国植物园 园艺 

庭院绿化植物的选择配置 现代农业科技 园艺 

地被植物的类别及其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现代农业科技 园艺 

菜叶地被植物在南京园林绿地中的应用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园艺 

几种新优湿地植物在水景中的应用 江苏风景园林 园艺 

浅议庭院绿化景观布局 江苏风景园林 园艺 

薄壳山核桃新品种——肖肖尼 中国果业信息 耿国民 

板栗基因组微卫星特征分析 园艺学报（增刊） 耿国民 

藜科植物三萜皂苷类化学成分研究与利用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王鸣 

大别山冬青栽培技术 中国花卉园艺 陆小清 

新优极耐盐碱植物推介 农村百事通 李亚 

美国的绿色步道系统 江苏风景园林 李亚 

蛾蝶花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茶梅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紫花铁兰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大花天竺葵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月季无处不生“花”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羽扇豆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地涌金莲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祝贺《花木盆景》创刊三十周年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石竹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耧斗菜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假昙花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红文藤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五星花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露草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松果菊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夏堇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洋桔梗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红文藤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马缨丹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黄帝菊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月季在花展上的应用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堇花兰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鸟尾花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红毛苋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单药花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红毛苋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园林景观效果突出的八种草本花卉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集观花、观果、食用于一身的三种蔷薇属植物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植物专类园的建设与管理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几种花灌木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园林景观中的蓝色元素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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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有趣的并蒂花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断崖女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栽培技术 黑龙江农业科学 王意成 

探讨加强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对策 经济师 缪启新 

探讨科学事业单位基建帐与事业经费帐并帐 经济师 缪启新 

5．专（编）著 

书  名 出版社 著（编）者 

农业生产节约实用技术 中国农业出版社 虞方伯，王李宝，庄应强，张艳，

李晓丹，秦华，潘晓艺，郑玉红，

孙静亚，管莉菠，龙珍，刘畅，

黄文颖，顾逸仙，朱彬 

阆苑撷芳（南京中山植物园

导游手册）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梅，汤诗杰，田淞沪，王雁，

封雪，亢海云，王丽，褚瑞芝 

健康花草旺全家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意成 

净化空气花草养护图鉴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意成 

多肉肉多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意成 

新人养多肉零失败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意成 

观花识植物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意成 

观叶识植物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意成 

新手养花不败指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王意成 

清除室内污染的健康花草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意成 

（五）授权专利、审（鉴）定品种、制定标准 

1. 授权专利 

专利名称 授权专利号 发明人 

滇乌碱在农药方面的应用 ZL201210471272.0 马丽，李维林，汪开梅，顾玉诚 

一种白子菜总咖啡酰奎宁酸的制备

方法和在抗糖尿病药物或保健品中

的应用 

ZL201310152284.1 陈剑，李维林，任冰如，马丽，吕寒，

刘艳 

一种薄壳山核桃控温控湿嫁接繁殖

方法 

ZL201210349058.8 朱灿灿，史锋厚，耿国民，周久亚 

一种德国鸢尾促成栽培方法 ZL 201310134745.2  顾春笋，黄苏珍，原海燕，佟海英 

结缕草耐盐性主效基因位点 qLF-1的

分子标记方法 

ZL201310036273.7 郭海林，刘建秀，丁万文，陈静波，

陈宣 

结缕草耐盐性主效基因位点 qLF-2的

分子标记方法 

ZL201310036272.2 郭海林；刘建秀；丁万文；陈静波；

陈宣 

一种促使木本植物材料形成不定根

并育成自根苗的方法 

ZL201210585112.9 王传永，陆小清，李乃伟，李云龙 

一种利用马肝土简易扦插少女冬青

的方法 

ZL201010554266.2 李乃伟，陆小清，李云龙，王传永，

郭忠仁 

白当归素作为农业昆虫拒食剂和杀

虫剂的用途 

ZL201310030210.0 宋萍萍，吕晔，王年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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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氢欧山芹醇当归酸酯作为农业昆

虫拒食剂和杀虫剂的用途 

ZL201310030208.3 宋萍萍，吕晔，王年鹤 

二氢欧山芹素作为农业杀虫剂的用

途 

ZL201310030209.8 宋萍萍，吕晔，王年鹤 

金丝桃苷在制备抗卵巢衰老药物中

的应用 

ZL20131003243.2 吕晔，韦敏，马红 

木犀草素在制备抗卵巢衰老药物中

的应用 

ZL201310032741.3 吕晔，韦敏，马红 

氧化白藜芦醇在制备抗卵巢衰老药

物中的应用 

ZL201310032742.8 韦敏，吕晔 

一种天然化合物作为农业杀菌剂及

杀虫剂的用途 

ZL201310129846.0 宋萍萍，吕晔，王年鹤 

紫云英苷在制备抗卵巢衰老药物中

的应用 

ZL201310032744.7 韦敏，吕晔 

胞苷三磷酸的基因工程制备方法 ZL201110094643.3 汪仁，李晓丹，夏冰，江玉梅，王忠 

海滨锦葵木脂素提取物、其制备方法

及其应用 

ZL201210315017.7 陈雨、赵友谊、王鸣、冯煦、王奇志、

单宇、管福琴、印敏、孙浩 

一种聚炔苷的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1010169063.1 王鸣、冯煦、季蓥、陈雨、单宇、赵

兴增、孙浩 

一种忍冬硫酸酯皂苷及其制备方法

和用途 

ZL201110284783.7 陈雨，冯煦，王鸣，赵友谊，王奇志，

单宇，孙浩，管福琴 

一种忍冬绿原酸酯皂苷及其制备方

法和用途 

ZL200910213159.0 冯煦、陈雨、王鸣、印敏、管福琴、

赵兴增、赵友谊、孙浩、单宇、董云

发 

一种新石蒜异喹诺酮类生物碱及其

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1010154866.x 陈雨、冯煦、王鸣、赵友谊、管福琴、

单 

一种新盐角草皂苷及其制备方法和

用途 

ZL201110434057.9 赵友谊，王相云，王鸣，陈雨，冯煦 

一种黑莓果汁及其加工方法 ZL201210313166.X 赵慧芳，吴文龙，方亮，李维林，姚

蓓 

一种黑莓组培苗叶片高效循环再生

的方法 

ZL201210363956.9 王小敏，胡淑英，吴文龙，张春红，

李维林 

一种酿酒酵母菌株及用其制备蓝莓

果酒的方法 

ZL201210475008.0 吴文龙，方亮，李维林，赵慧芳，闾

连飞 

一种提高滨梅种子播种出苗率的方

法 

ZL201310053969.0 王小敏，张春红，吴文龙，李维林，

胡淑英，黄涛 

一种薄壳山核桃的插皮嫁接方法 ZL201310013615.3 翟敏，张计育，宣继萍，贾晓东，刘

永芝，李永荣，郭忠仁 

一种薄壳山核桃高接换头的嫁接方

法 

ZL201310166216.0 李永荣，张计育，翟敏，郭忠仁，刘

永芝 

一种薄壳山核桃硬枝扦插育苗方法 ZL201310247748.7 李永荣，张计育，翟敏，郭忠仁，刘

永芝 

一种薄壳山核桃育苗栽培方法 ZL201310013647.3 张计育，翟敏，宣继萍，贾晓东，刘

永芝，李永荣，郭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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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促进薄壳山核桃枝条不定根发

生的方法 

ZL201310174751.0 刘永芝，张计育，翟敏，李永荣，郭

忠仁 

衣架 ZL201330168176.6 吉旸 

一种新品种桃叶珊瑚杂交育种方法 ZL201210106023.1 刘兴剑 孙起梦 

2．登录、认定、审（鉴）定品种 

名 称 编号 审（鉴）定机构 选育人 

中山 5 号 苏鉴甜菊 201401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 

黄苏珍、原海燕、杨永恒、佟海英 

JINWEI   美国国家树木园（紫薇

品种国际登录指定机

构） 

李亚 汪庆 杨如同 王鹏 耿蕾 姚淦 

金幌 20140105 国家林业局 李亚 汪庆 杨如同 王鹏 耿蕾 姚淦 

中山杉 9 号 20140106 国家林业局 陆小清 ,陈永辉，李乃伟，李云龙，王传

永  

‘苏紫’曼地亚

红豆杉 

苏 R-SP-TM-014-2014 江苏省林业局 王忠、李乃伟、徐敏、郑玉红、彭峰、何

树兰、姚梅、宋向阳、王建良 

黑莓“阿洛巴荷” 苏

R-ETS-RS-012-2014 

江苏省林木审定委员

会 

李维林、吴文龙、闾连飞、张春红、王小

敏、赵慧芳、朱泓、胡淑英 

黑莓“宁植 4 号” 苏 R-SV-RS-013-2014 江苏省林木审定委员

会 

吴文龙、李维林、闾连飞、李明、张春红、

王小敏、赵慧芳、姚蓓 

中山杉 118 苏 S-SC-TD-001-2014 江苏省林业局 陈永辉、殷云龙、於朝广 

 

3．标准 

标准等级 标准名称 认定机构 编 号 制定人 

江苏省农业

标准 

薄壳山核桃早实丰

产栽培技术规程 

江苏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 

DB32/T 

2380-2013 

周久亚、朱灿灿、耿国民 

农业部行业

标准 

植物新品种特异

性、一致性和稳定

性测试指南 -何首

乌 

农业部 NY/T 2591-2014 张继红、杭悦宇、刘平、郭

建林、白明明、沈奇、丁奎

敏、张新明、王艳平、吴燕、

李华勇、王显生 

江苏省地方

标准 

中山杉 302 扦插育

苗技术规程 

江苏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 

DB32/T 

2379-2013 

陆小清，李乃伟，王传永，

李云龙，蔡小龙，王伟 

江苏省农业

标准 

茉莉扦插育苗技术

规程 

江苏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 

DB32/T2378-201

3 

汪仁，贺佳，夏冰，李晓丹，

江玉梅 

江苏省地方

标准 

中山杉苗木质量分

级 

江苏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 

(DB32/T 

2377-2013） 

於朝广、殷云龙、徐建华、

徐和宝 

江苏省农业

标准 

蓝莓育苗技术标准 江苏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 

DB 32/T 

2376-2013 

於虹、姜燕琴、贺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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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事记 

1 月 

6 日，华南植物园设计部技术人员就温室改造设计来访交流 

9—10 日，庄娱乐所长出席中国科学院 2014 年度工作会议。 

12 日，省政府发布 2013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我所主持完成的“落羽杉属树木杂

交新品种选育和推广”成果获二等奖。 

12 日，安徽省庐江县委书记王民生、县长刁吉润率该县有关方面负责人来我所（园）参观

考察。 

13 日，冯煦副所长出席全省科技工作会议。 

14 日，我所与江苏大丰盐土大地科技有限公司就组建―江

苏盐土植物研究院‖举行签约仪式。 

14 日，所（园）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15 日，所（园）举行 2013 年工作总结交流会。 

16 日，我所民盟支部被民盟江苏省委授予 2013 年活力基

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先进基层组织‖光荣称号。 

20 日，省委组织部干部五处来我所就所领导班子换届举行

考核会。 

21 日，植物园举办―马植物展‖。 

25—26 日，所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了 2014 年度工作务虚会

议。 

28 日，所（园）举行 2013 年度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彰大会暨迎新春联欢会。 

2 月 

11日，我所获全省帮扶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2日，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京隆重举行，我所“落

羽杉属树木杂交新品种选育和推广”获 2013 年江苏省科

学技术二等奖表彰。 

13—14日，所（园）召开 2014年工作会议。 

25—26日，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秘书长、东亚植物园

网络（EABGN）总协调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黄宏

文研究员一行来我所考察交流。 

26日，所（园）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3 月 

7日，我所赠送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的秤锤树亮相香港花卉展览。 

12日，所（园）举办“植树节”主题活动。 

18日，2014年南京中山植物园“春之梦”欧洲花卉展开幕。 

22日，所（园）举办“与聋童共同聆听春天的声音——关爱聋童一日游”公益活动。 

27日，举办蔬菜水果插花表演活动。 

27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技术专家司陈杨处长在江苏省外国专家局姚莉局长等陪同下，

来我所就引智工作进行调研，姚东瑞副所长等接待。 

28日，所（园）当选为江苏省科普场馆协会动物与植物馆（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29日，研究生党支部、研究生会赴雨花台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30日，所（园）联合南京林业大学共同举办的“自然与数学之美”主题户外沙龙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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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我所被评为 2013年全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挂县突出单位 

4 月 

2 日，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一行 50 余人来所参观考察，庄娱乐所长及在所工作着浙大校

友等接待。 

2日，所（园）与南京第五十四中学开展了“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合作，举行“认识珍稀濒

危植物”专题活动。 

13日，所（园）联合“江苏新闻广播”共同举办陪盲童户外共读科普活动。 

13 日，我所研究生赴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参加在宁科研院所研究生主题活

动。 

15日，第五届野菜展开幕。 

23 日，庄娱乐所长率办公室、园景园艺部、科普旅游部负责人出席中科院植物园第三届名

园名花展暨北京植物园牡丹科技文化节开幕式 

25日，“省级学会秘书长工作漫谈”第二期活动在我所召

开。 

26 日，所（园）举办 “爱心点亮春天”福利院孩子春游

植物园大型公益爱心活动。 

28日，标本馆刘启新馆长和助理研究员褚晓芳、园景园艺

部工程师杨军等参加中国植物园联盟在西双版纳举行的

“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研讨会。 

5 月 

7日，我所举行中国植物园联盟“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试点）计划—华东区”项目启动会。 

15日，“2014年度江苏地区科学基金联络网管理工作研讨会”在我所召开。 

16日，所（园）召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16日，我所研究生参加 2014年度农科院、南农大、植物所

羽毛球联谊赛。 

17 日，南京中山植物园被命名为南京市植物学科普旅游线

路 

17日，所（园）及江苏省植物学会参加 2014年全国科技活

动周暨江苏省第 26届科普宣传周主场活动。 

21日，郭忠仁副所长调研指导徐州、盐城两地植物园建设。 

22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在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

党组书记张兴中、副院长谷孝鸿等来所视察调研。 

27日，美国圣路易斯摄影家代表团一行 13人来植物园开展摄影采风活动。 

27 日，我所蓝莓课题组於虹研究员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窦连登研究员和浙江蓝

美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总监等人赴溧水考察蓝莓生产、加工情况。 

27日，所（园）参加全国林业科普工作经验交流会。 

29日，江苏省委组织部干部五处季晓天副处长来我所宣布江南

任我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原副书记、纪委书记宇文扬调

任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勘局任副局长。 

6 月 

3—4日，澳大利亚皇家植物园新南威尔士国家标本馆禾本科研

究专家 Peter Michael 博士来我所交流访问。 

4 日，江苏省委组织部胡金波副部长、干部五处梅仕城处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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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调研考察。 

6日，西安植物园技术人员一行 8人来我所就专类园建设与管理进行交流。 

4—6 日，中国植物园联盟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试点）计划的子课题“华东地区（江苏试

点）本土植物清查与保护”中的“江苏本土植物物种濒危等级专家评估会”在南京举行。 

20日，我所参加科技助推苏北产业发展对接活动。 

28日，我所参加南京农业大学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会议 

30 日，江苏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陈才俊副总经理一行 8 人来我所调研耐盐植物及草本花

卉研发与推广应用情况。 

30日，我所举行 2014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7 月 

1日，所（园）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

的学习交流和总结活动。 

2 日，河海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省“双创计划”及中组

部“千人计划”获得者王珠银教授来所交流，并作了题

为“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前景”的报告。 

2日，2014年“植物王国之旅科技夏令营”开营。 

5—14 日，应朝鲜大使馆和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亚非

处委托，我所对朝鲜国家科学院草坪研究分院及下辖的

四个地方研究所共计 8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专业培训。 

6日，所（园）开展“迎青奥，越野越青春”主题活动。 

17 日, 我所科研人员参加中国园艺学会观赏园艺专业

委员会 2014年学术年会。 

23 日，江苏省植物学会组织的“植物在生活中合理运

用宣传展示活动”被评为“江苏省第二十六届科普宣传

周活动优秀特色活动”。 

8 月 

1—7 日，所（园）标本馆刘启新等 4 人赴土耳其参加

第 8届伞形目植物国际会议。 

12—15日，所党委江南副书记率效能监察办公室、园景

园艺部负责人前往沈阳市植物园、北京市植物园和中科

院植物所北京植物园学习交流。 

16—26日，我所黑莓课题组吴文龙等 4人赴澳大利亚班

参加第 29 届国际园艺学大会，并赴新西兰达尼丁植物

园等开展学术交流。 

19日，江苏省农委种子管理站考察我所的山药品种区域

试验宜兴基地。 

26 日，所（园）与扬中市人民政府就合作共建“扬中

植物园”签约。 

9 月 

4日，南京中植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立的“中植农

业科技创新基金”评审会我所召开 

5 日，所（园）举行 2014 级硕士研究生开学典礼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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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 

15—16日，庄娱乐所长出席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 2014年全体委员会议暨中国科学

院植物园 2014年学术论坛，王奇志副研究员、王鹏助理研究员参加了学术论坛作报告交流。 

17日，江苏省质监局马小平副巡视员一行来我所调研指导农业标准制定工作。 

23日，庄娱乐所长、办公室谈家东主任出席庐山植物园战略研讨会 

23日，所（园）举办食虫植物展。 

23—26 日，我所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杭悦宇研究员和孙小芹副研究员，赴海南

大学农学院薯蓣研究中心进行交流。 

28日，所（园）举办“菊灿秋韵”2014 年南京中山植物园菊展。 

29 日，所（园）工会组队参加江苏省直机关工会举办的省级机关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我

并荣获组织奖。 

10 月 

10—11 日，所（园）参加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十周年总结暨科普工作研讨会，所（园）

科普旅游部主任汤诗杰被评为中科院 2014年科普工作先进个人， 

12—13 日，“第五届长江三角洲地区植物学研讨会”在我所召开。江苏省、浙江省、上海

市的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研究专家学者和研究生 180余人参加了会议。 

12 日，江西省科技厅罗莹副厅长率庐山植物园党委书记吴宜亚及有关人员来所（园）考察

交流。 

13日，新沂市委书记赵立群和市委常委、副市长田志耕一行来所（园）访问交流。 

17 日，我所科研人员参加全国农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会研讨会，汪仁同志当选为理事会理事。 

18日，所（园）工会举办为期一个月的职工书画展。 

18 日，在江苏省林业局傅兵副局长陪同下，中国林科院院

长张守攻研究员率国家科技部农村司魏勤芳处长、北京林

业大学李悦教授、中国林科院亚林所副所长汪阳东研究员

和国家林业局南方林木种子检验中心副主任沈永宝教授一

行 7人来我所调研。 

18—22 日，第五届国际植物园协会亚洲分会暨东亚植物园

网络会议在我所（园）召开。来自亚洲及英国、加拿大、俄

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植物园、科研机构、大学、政府部门和

非政府组织 150余位专家和官员出席了会议。 

19日，我所科研人员参加中国草学会草坪专业委员会 2014

年学术研讨会 

22日，所（园）参加“2014 年度全国植物园年会” 

23日，我所科研人员参加“中国园艺学会 2014年学术年会 

23至，我所科研人员参加第二届全国（深圳）草业生物技术大会。 

24 日，江苏省农委种子管理站许学宏副站长考察了我所位于溧水的甜菊‘中甜 1 号’制种

和干叶生产基地。 

25日,我所植物多样性及系统演化研究中心杭悦宇课题组选育的‘甜蓣 1号’山药新品种在

徐州通过了省农委组织的现场鉴定会鉴定。 

25日，我所研究生赴静海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7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艳来所调研。 

29 日，所（园）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总结“第五届国际植物园协会亚洲分会暨东亚植物园

网络会议”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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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我所科研人员参加中国草学会能源草类专业委员会主办的能源草产业发展战略暨学

术研讨会。宗俊勤当选为理事会理事。 

29—30 日，“南方地区李产业现状及展望”学术研讨会在我所召开，来自南京农业大学、

浙江省农科院、金华市农科院、福建农科院、广东农科院及云南农科院等单位从事李产业的

相关单位科研人员均 15人参加了会议。 

11 月 

2日，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环境与遗产保护部部长

Albert Jacob、园林与野生物种部主任 Jim Sharp

等一行 5人来所访问交流。 

3日，我所（园）与西澳大利亚州园林与野生物种部

签约仪式在省政府举行，庄娱乐所长与园林与野生物

种部 Jim Sharp主任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江苏省

政府傅自应副省长及省外办周暐副主任、省环保厅于

红霞副厅长出席签约仪式。 

4日，钟山风景区“再干两百天”动员暨综合管理标准化建设现场会在我所（园）举行。 

7日，我所科研人员参加 2014全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讨会暨第十一届青年学术研讨会 

9日，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刘亚文副司长来所调研指导工作。 

12 日，英国亚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

副校长 John Grattan 教授一行来我所访问，并与我

所签署芒属能源植物合作协议，陪同访问的有亚伯大

学国际学术合作战略主管Gary Rawnsley教授、生物、

环境和农村科学学院(IBERS)资深研究员 Lin S F 

Huang博士以及国际办公室项目主管 Ula Wang。 

20 日，淮安市人大常委会刘希平副主任、淮安市政

府赵洪权副市长率该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

及市农委等机构负责人来所（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7日，太仓市委王剑锋书记、市政府朱大丰副市长一行来我所考察交流。 

12 月 

4日，所（园）举行 2014年职工运动会 

5日，我所药用植物研究中心吕晔研究员、梁呈元副研究员等专家赴苏州神英中草药专业合

作社，对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 

6—7 日，我所科研人员参加江苏省园艺学会第十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郭忠仁副所长继续当

选为江苏省园艺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建秀研究员、黄苏珍研究员当选为理事。 

13日，所（园）参加“中科院专家走进海安”活动。 

19 日，我所研究生参加中科院南京分院举办第一届

卡拉 OK大赛并获奖。 

24 日，在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委老干部局局长庄

同保的陪同下部分省级老领导来所考察。 

26日，所（园）举行新一届中层干部承诺大会 

27 日，我所科研人员参加“中国林学会经济林分会

2014 年学术年会”，经济植物研究中心耿国民副研究员被聘为“第七届中国林学会经济林

分会委员”，任期五年。 

29日，江苏省运动草坪研发中心建设合作协议在我所（园）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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