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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概览 

2013 年，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在省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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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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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作导向，以重点工作引领日常

工作开展，以求新求变和稳步提升科研建园质量为着力点，认真实施“十二五”规划年

度任务分解计划，有效地推动了科研、科普、建园等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较好地完

成了年初确立的各项任务目标。 

立足新重点，扎实推进两项重点工作。根据《南京中山植物园北园环境综合整治

方案》，北园开工建设了科研实验楼和图书信息楼。北园建设工作组一方面继续推进

《北园环境综合整治方案》规划

建设许可审批的落实，另一方面，

认真抓好建设项目的管理，确保

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在此过程

中，工作组认真把握每一个环节，

所属成员分工协作，遇有问题及

时商量，妥善处理建设中的各类

问题。两幢建筑在年末竣工，建

设项目整体规划许可审批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根据省委安排，我所作为全省第一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单位，按

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及省委突出抓好“四查四治”的具体要

求，制定实施方案，成功举行动员大会。活动中，征求到各类意见建议 116 条，实施

9 个方面突出问题的“即知即改”，召开所领导班子及中层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

查摆“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通过认真开展“学

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等环节的活动，胜

利召开了总结大会，民主测评满意度达 91.8℅，受到省委第十四督导组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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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定位，推动科研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创新体系服务。一是开辟新渠道开

展科研项目申报。由我所牵头申报的“滨海盐碱地几种资源综合利用集成与示范”项目，

是国家海洋局系统的公益科研专项，已通过项目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答辩会。年度内

共申报各类纵向项目 114 项，新立项目 66 项。已主持和实施的有关国家重大支撑课

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及农业部公益行业专项等进展顺利。 

二是在科研产出上体现了特色和优势。审定（鉴定、认定）经济植物新品种 16

个，OECD 登录新品种 1 个；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58

项，授权发明专利 15 项。“一种薄壳山核桃当年播种

当年嫁接的育苗新技术”等专利技术成功转让；自主

选育的狗牙根新品种成功实现全球转让。发表论文

193 篇，其中 SCI 论文 28 篇（影响因子 3.0 以上 9

篇），ISTP 论文 5 篇，EI 3 篇，英文期刊论文 4 篇，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97 篇，非核心期刊论文 55 篇；出版著作 3 部，编著 11 部。通过

农业部标准审定 1 项，通过地方标准审定 2 项。克隆到植物次生代谢、发育、抗逆性

等相关基因 21 个。“落羽杉属树木杂交新品种选育和

推广”成果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该成果共获得

中山杉系列的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4 个，国家级林木良

种 2 个、省级林木良种 8 个、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建立了“落羽杉属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引智成

果示范推广基地，累计生产和推广优质种苗 1300 多

万株，经济价值约 20.8 亿元。 

三是紧跟新需求开展科技平台建设。作为核心单位参加建设的“江苏沿海开发与

保护协同创新中心”、“江苏滩涂生物农业协同创新中心”、“江苏海洋生物产业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等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均获得资助。与盐城市大丰国家盐土农业科技示范

园区签订协议，共建“盐土植物研究院”。

这些平台以及以我所作为主要技术支撑单

位建设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东台滩涂研

究院和江苏省盐土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为

积极参与江苏沿海开发国家战略提供了有

力的平台保障。此外，完成建设国家草品种

区域试验站（南京），建成 “江苏省草坪种

质改良与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施中的“江苏省属院所特色业务建设——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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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观赏植物资源收集和利用”及“江苏省公共平台——江苏省抗糖尿病天然药物筛

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项目进展顺利。 

  
四是顺应新发展加强科技开发工作。与南京白马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共同建设中

国（南京）生物农业谷签定战略合作协议；落实“挂县强农富民工程”蓝莓、山栀等项

目，积极引导参与教授博士柔性进企业及企业创新岗工作。进一步做好有关科研示范

基地、实验基地的管理，落实沭阳科技帮扶的相关工作。全年落实横向合同 32 项，

合同经费达 494 万元，横向项目实际到帐经费 323 万元。 

五是突破新领域开展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扩大与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企业等的

合作，构建由我所积极参与的江苏沿海开发的国家战略保障体系，建成了比较完备的

平台体系。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脉络

宁注射液的二次开发研究”项目获江苏省重大

成果转化基金项目；“脉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

制体系中关键技术的研究”项目获江苏省产学

研联合创新资金（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的资

助。我所自主选育的“国审”草坪草品种‘阳江

狗牙根’被选为 2013 年亚洲青年奥运会和 2014

年国际青年奥运会足球场建设的主要草种。与江苏省水利厅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积极

参与江苏水利项目规划、水土保持、景观建设以及生态修复。国际交流方面，继续与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相关机构保持植物种质资源、标本、图书资料的交换关系；与美国、

日本、墨西哥和英国等国的专家学者在植物资源的引种、驯化和开发应用等方面进行

合作。年内先后有 20 人次赴美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和日本等国开展

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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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新布局，抓好植物园建设与物种保存。一是改造专类园提升观赏品质和物种

保育能力。以提升专类园管理及景观效果为重点，着力展示植物多样性和环境生态文

化。落实“欧洲花卉展”和“菊花展”两项重大展览

的布展及维护工作，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实施“红枫岗”景区约 5 万平方米的东扩工程，完

成地形平整与改造、游步道及水系驳岸等建设，

清理土壤表面乱石数十吨，栽植鸡爪槭、红枫等

苗木 350 余株，在 500 平方米林下播种诸葛菜和

栽植 4 万种球石蒜，新建“重檐六角亭”和过路天

桥。提升对宿球根花卉园和蔷薇园的日常维护

要求及其落实工作，及时观测园区病虫害发生

情况，有效控制病虫害发生和草坪杂草的蔓延。

提高温室的彩化效果，改造“热带雨林区”游步道，

铺设“多浆多肉区”火山石，改善展示景观。加强

专类园管理与维护，保持植物良好的生境和景观效果。全年共收到国外引种植物种子

726 种，引进植物 191 种。此外，加强“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编目及信息标准化”建设，

推进迁地保护植物的数据库维护与更新，为植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进一步奠定

了科学基础。 

 二是融入景区管理实施综合管理标准化。为配

合南京市及钟山风景区城市综合管理标准化建设，所

（园）跟进和启动植物园综合管理标准化建设工作，

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和

印发《南京中山植物园综合管理标准》，投入专项资

金建设和改造了部分标识、标牌及场馆设施设备，规范了窗口服务和人员着装。 

 

 



年度工作概览 

5 

三是发挥功能促进省内外植物迁地保护。为贯彻落实国家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

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植物园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所（园）

联合江苏省住建厅召开“全省植物园建设管理与发展座谈会”，研讨新形势下推进植物

园建设管理与发展的举措，谋划推进全省植物资源迁地保护体系建设的布局。会后，

山东泰安和寿光及省内盐城等城市与我所（园）陆续签订有关共建植物园的合作协议。 

  
四是加强标本馆建设和学术出版物质量。标本馆全年整理标本 63007 份、鉴定标

本 5977 份、整理出新记录 26 种；承担“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的植物标本数字化及

共享项目，完成 4.5 万份标本的图文信息数字化。进

行 8 次调查，采集标本 2499 号 6946 份。完成了《江

苏植物志（修订版）》第二卷的出版，基本完成第一、

三、四卷的编写。此外，进行了

标本馆闭馆消毒、楼顶维修、网

站建设、实行工作日志化管理等。 

由所（园）和江苏省植物学会共同主办的《植物资源与环境

学报》继续被中文科技期刊全部的 4 个核心库收录，影响因子稳

步上升，获得了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报刊奖”，并被

推荐参加全国百强期刊的评比。 

发挥新优势，开展科学传播与环境教育。一是举办特色活动展示植物园科学内涵。

本年度举办了欧洲花卉展、入侵植物展、菊花展等展览 12 次，开展“保护植物多样性，

绿色环保行动”、“地球一小时”、“全国科普周”和“院公众科学日”、“科普进社区”等主

题科普活动 15 次。举办花卉与健康、植物与人类、植物的扦插繁殖等主题讲座 25 场

次及科技夏令营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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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完善设施条件提升植物园环境教育能力。增加植物铭牌 300余块，更新标牌、

指示牌 20 余块，添置科普展架 20 套，制作科普展板 100 余块，编写完成《南京中山

植物园科普导游册》。开展了科普人才队伍培训，进一步充实科普志愿者队伍，邀请

植物分类与科普专家举行专题培训，提高专职和兼职科普人员的科普能力。 

三是利用大众传媒扩大科普活动效果。重视网络传播，所（园）科普网站年度点

击率超过 12 万次，“植物与生活”、“我眼中的植物园”等部分栏目受到网民的广泛关

注和好评。加大植物园官方微博内容的更新力度，提高在线服务公众、在线交流等科

普传播能力，扩大了科学传播的影响力。出版科普专著 1 部，撰写科普文章 10 余篇，

在省市各大主流新闻媒体上刊登科普文章（照片）600 余篇、条（幅）。 

四是科普活动内涵进一步提升。所（园）获得中国林学会科普活动项目和南京市

科技局科普基地建设项目的支持，进一步提升了科普活动的内涵和影响力；同时，荣

获第四届梁希科普活动奖和科普人物奖。 

立足新情况，抓人才队伍建设和研究生培养。2013 年新引进 6 名博士研究生充实

到科研岗位，进一步壮大了科研队伍，优化了科研队伍年龄结构。完成 7 名专业技术

人员职称、2 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的推荐评审，以及 20 名专业技术人员、工勤人员聘

任。选派 1 名科技镇长团团长成员，选派 1 名科技人员赴沭阳扶贫，完成 1 名科技镇

长团副团长期满考核。选派 11 名中高级管理干部赴国外著名植物园和科研机构培训；

组织140余人次赴“园博会”和“花博会”学习培训；选派1名科技人员赴德国留学访问，

推荐 1 名专业人才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增选第四期“333 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

对象 5 人，并获得科研项目资助，获批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作为植物学

硕士学位授予点，目前有导师 19 名及兼职博导 7 名，在读研究生 46 人；并与高校联

合培养博士和硕士 15 人。 

适应新发展，着力提升服务保障质量。年初所（园）请示并落实了省政府的行政

分管省领导，省政府党组成员、省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徐南平同志分管我所

（园），省政府朱步楼副秘书长联系我所（园）。完

善“绩效工资实施方案”的调研、征求意见及方案修

订等工作，开展数据核查、工资补发和兑现；积极

申报和迎接省文明单位的创建验收，荣获

“2010—2012 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 协调落实团

省委“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出征仪式”活动，接

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黄孟复先生、省政协副主席何权、省政府许津荣副省长等考察交

流；保持水电气、网络与通信的良好运行，进一步规范各项安全管理，按时完成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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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盘点与上报；保持财政支持的稳步增长，稳妥推进“资源盘活”及其合理增效。

落实图书采编、管理、读者服务及文献检索等支撑工作。 

围绕中心，同步开展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所党委《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实施意见》的部署，开展集中理论学习和专题培训。所（园）工会积极组织

干部职工参加“全省职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知识竞赛”活动，获全省竞赛优秀

个人二等奖 1 人、省直工会纪念奖 2 人，受到省直机关工委的通报表彰。所（园）党

组织坚持学习型党组织及领导班子创建活动，建

立行政、党建工作同步研究、同步落实的工作机

制；开展纪念建党 92 周年活动，举行老同志座谈

会、重温入党誓词、专题报告会等系列活动。新

发展 3 名党员，培训积极分子 3 人。实施“六五”

普法中期考核及党风廉政教育活动，开展“会员卡”

专项清退活动。坚持党建带群建，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迎新年联欢会、秋季职工

运动会、辞旧迎新登山及职工无偿献血等活动。保持与九三、民盟、民革及农工等省

委组织的交流活动，引导围绕科研建园发展建言献策，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和

参政议政职能。民盟支部被省民盟授予 2013 年度 “先进基层组织”称号。 

2013 年，所（园）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主要是广大干部职工团结一致，开拓进取，

坚持改革、发展和创新；坚持目标导向和制度规范；坚持以重点工作带动常规工作开

展；坚持锲而不舍、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责任担当和执行力。但是，也存在科研与

经济发展的结合不够紧密、人才队伍结构不完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植物园建设与

品牌打造不相适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跟不上发展等矛盾和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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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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共获得‘中山杉’系列的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4 个，国家级林木良种 2 个，省级林

木良种 8 个，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制定行业标准 1 个，地方标准 3 个，专著 1 部，论文

45 篇。建成了“落羽杉属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先后在江苏、浙江、

云南、重庆等省市建立中山杉繁殖苗圃 12 个，面积 6000 多亩，建成国家级良种基地 1 个，

累计生产和推广优质种苗 1300 多万株，主要运用于城市绿化、沿海造林、湿地造林以及三峡

工程等，经济价值约 20.8 亿元。 

  

中山杉 405 中山杉 406 

  

中山杉 407 中山杉 502 

2. 一批经济植物新品种通过省级认定、鉴定与国际登录 

我所与国际知名草业集团 Barenbrug Group（百绿集团）合作育成的坪用型耐热优质高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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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品种‘BareNing’（原编号 TF6-4）已经完成在 OECD 登录事宜。该品种可在欧共体国家生

产销售，目前已经完成原种生产。按照合作协议，我所可分享其中收益。这为我国禾草育种

专家积极参与国际商业育种提供了先例。 

2013 年度，我所培育的 16 个经济植物新品种通过省级新品种认定与鉴定，其中既包括

黑莓、蓝莓、薄壳山核桃等小果类植物，也包括中山杉、胡颓子、鸢尾、彩色马蹄莲、蒲包

花、花毛茛等园林植物，以上品种的认定与鉴定将为我省乃至我国园艺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

供品种支撑。 

‘金心’胡颓子 ‘黄金甲’鸢尾 ‘幻舞’鸢尾 

‘新昕 1 号’蓝莓 ‘三冠王’黑莓 ‘莫克’薄壳山核桃 

‘小丑’蒲包花 ‘妖姬’花毛茛 ‘黄荷包’蒲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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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平台建设 

（一）江苏省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 

1992 年成立，为依托于我所的省

级重点实验室。研究领域涉及植物分

类学、植物遗传学、植物分子生物学、

植物保护生物学等，主要以华东地区

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及其他重要资源

植物为对象，利用进化生物学、保护

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及植物生理生化

等手段和技术，在种质有效收集和保

育的基础上，将引种和价值评价方法、生物多样性形成机制、致濒的遗传生态机制、逆

境生理生态基础、功能基因的遗传基础等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为保护江苏及华东地区重

要植物种质和资源提供科学基础和指导，并利用常规和现代生物的育种方法，不断为江

苏、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植物优良抗逆高产新品种。 

实验室拥有实验用房 3 000 m2，标本馆 1 200 m2，实验温室 600 m2，办公用房 400 m2。

实验用地约 55.3 hm2。实验室拥有 5 万元以上大型实验仪器 60 余台（件），价值 600 余

万元。 

现有科研人员 35 人，平均年龄低于 40 岁。目前有研究员 11 名，博士学历人员 20

人，硕士学历人员 6 人，其中享受特殊津贴专家 1 名，“六大高峰人才”2 名，另外实验

室目前还有国内外客座研究人员 22 名。 

2013 年到帐纵横向经费 1200 余万，其中纵向项目近 5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 项，单项经费 50 万以上的项目 5 项；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30 篇，出版

专编著 15 部；申请发明专利 46 项、获得授权 7 项；制定行业标准 1 项，认定植物新品

种 16 个。 

2013 年度实验室重点加强了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以实验室为主，参与组织了所（园）

园庆学术报告会等大型学术活动；以各中心为主，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学交流 15 人次以

上，并采用期刊导读、专题交流、合作访问等形式，定期组织中心内部学术活动；组织

科技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30 人次以上。 

利用省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所财政资金以及共建实验室委托研究经费，实验室加

强开放课题资助力度，结合江苏沿海开发战略，资助相关研究 6 项；实验室参与了南京

钟山生命科技园和江苏省仪器共享交流协作平台，科技人员以项目合作、技术服务、信

息咨询等形式为江苏（全国）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实验室良性运行和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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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省药用植物研究开发中心 

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为依托于我所的江苏省高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心定位于“三

药”创制工程中的药用植物资源应用基础性研究，立足于为中药现代化服务。运用多学

科手段开展伞形科、薯蓣科、大戟科等重要药用植物类群的植物分类与系统演化研究；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包括：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品质评价、种质

创新、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保护等基础性研究工作；药用植物活性成分分离、纯化及结构

鉴定、先导化合物优化及生物活性研究，并按新药评审要求开展临床前研究工作，学科

涉及天然产物化学、植物遗传、植物生理、植物分类、药用植物栽培等领域。 

现有实验室及场所 3 600 

m2，药用植物资源圃约 4 hm2，

设有 7 个专业方向实验室，各类

仪器百余台，其中大中型仪器

50 余台（套）。科研人员 36 人，

其中高级研究人员 18 名、硕士

以上学历 30 人，科研队伍精干，

已形成 45 岁以下科研骨干为主

体的科研群体。中心每年培养植物学硕士 10 余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2 名以上。 

目前开展的主要工作有伞形科植物香豆素杀虫活性研究、灰毡毛忍冬次皂苷乙抗肿

瘤分子机制的研究、治疗糖尿病中药 5 类新药 EJA 的临床前研究、复方中药“宁心红杞

胶囊”抑制卵巢颗粒细胞凋亡活性成分研究、抗上呼吸道感染中药五类新药临床前研究、

江苏海滩盐生植物天然产物的分离鉴定、江苏道地药材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脉络宁注射

液化学成分研究、石蒜科植物抗肿瘤活性化学成分研究，以及淮山药深度开发技术中间

试验等；药用植物功能基因的分离、克隆，包括药用植物重要活性成分关键合成酶的基

因克隆及功能分析、分子修饰及转基因研究；本草学与民族植物学研究。 

2013 年到帐纵横向经费 650 余万，其中企业委托横向项目经费接近一半，单项经费

50 万以上的项目 2 项；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近 10 篇；申请发明专利 28 项，

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改版并维护运行中国中药材 GAP 网网站；合作主编了《植物资源

与环境学报》、《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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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课题的开展

地区为主，同

采集标本 2499

程中，发现江

尝试和探索，对

标本图文信息

站的设计开发

馆概况、科研

本数据库、江

标本数据查询

前，已在馆内

字化办公奠定

《江苏植物志

同时，其余

科

AS）   

标本馆之一，是

现有工作人员

苏植物志》（修

展，全年进行

同时补充采集

9 号 6946 份

江苏新记录种

台

本

共

结

共

对原有数据进

息。 

发。目前已具

研、科普、对

江苏植物信息

询、馆内资源

内实行工作日

了基础。 

志》的修订工

余 4 卷的编写

2013

基础上，

“植物王国

内环境管

《中国药

生物物种

科属志》

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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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华东地区

员 5 人。 

修订版）

了 8 次

集了部分

份。在标

种 26 个。 

植物标本

台”的植物标本

本年度对已定

共完成 4.5 万

结合项目开展

共整理标本 6

进行了更新和

具雏形。该

对外服务、

息等多方面

源管理及数

日志化的管

工作顺利进行

写进展顺利。

3 年，在接待

继续本所研

国之旅科技夏

管理，管理上

药用植物志》

种名录》 (伞形

 (伞形科和

翻译并修订

设 

大的植物标

本数字化及共

本数字化及共

定名的单子叶

万份图像及数

展，对单子叶植

63007 份。同

和维护。至此

行。第二卷已

 

待国内外科研

研究生“植物分

夏令营”等；

上采取新的措

（伞形科、十

形科)的种名

禾本科部分属

订了《Flora of

标本馆。截至

共享。在“国家

共享项目（二

叶植物标本全

数据采集，涉

植物标本进行

同时，对数据

此，本馆植物

已正式出版，

研人员前来查

分类学”教学

进行了熏蒸

措施及制度；

十字花科），

及文献校对、

属)的编写。

f China》的伞

至 2013 年，

家标本资源共

二期）的支持

全部进行了数

涉及 41 科 454

行全面精细整

据库系统单机

物标本数据库

共收载江苏

查阅标本和参

学工作和配合

蒸消毒，加强

今年，继续

并参加了《

、《中国维管

同时结合馆

伞形科部分。

馆藏

共享平

持下，

数字化，

4 属。

整理，

机版录

库中已

苏植物

参观的

合开展

了馆

续参编

中国

管植物

馆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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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中心  

1. 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四个部分：做好全所网络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工 

作，保证网络正常使用；做好用户服务工作，处理网络及计算机软、硬件故障；做好数据库

管理和文献检索工作；做好网站管理工作。目前管理人员 3 名。 

2013 年度，多次处理了各楼宇设备故障，并加强节假日期间网络设备的维护与管理；

及时排除网络光纤故障，完成了服务器系统数据库的备份、转移，加强安全维护工作，强化

网络流量监控和网络安全方面的预警、防治能力。在用户服务方面，配合部分实验室和办公

室的改造完成布线工作，多次对因感染病毒引起的网络堵塞现象进行修复，全年通过上门服

务、电话咨询等方式解决各类计算机软硬件问题 1600 余次。数据库及文献检索方面，通过

与高校合作新增信息资源数据库检索，并新增江苏省工程文献信息数据库的使用权限。全年

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量达 28902 篇，从 NSTL 中心调取文献 90 篇，

从万方数据库下载文献 5803 篇。 

2013 年度，所（园）网站总点击量约 12 万

人次，更新文章 1897 篇，审核编辑其他部门文

章约 350 篇。配合公园年卡销售、欧洲花卉展、

夏令营以及研究生招生和 2013 年人员招聘工作

等制作完成漂浮广告 9 次。所（园）网站客观全

面地对所（园）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宣传报道。 

另外，本年度还完成了所（园）网站改版工

作，主要内容包括首页设计、栏目变更、重组及

优化。同时完成了老版数据往新版的导入、整理、

及相应栏目的数据迁移。完成了所（园）在“江

苏文明”在线上网站首页设计、栏目设置及全部

文档的转入工作，转录所（园）网站 2010-2012

三年新闻类文章 1000余篇，新发布文章 350篇。

全年共发布网络舆情 6 次。 

中药材 GAP 网（www.tcmgap.com）年发表、

编辑转载新闻报道总计 1300 余篇，日均提交新

闻 6 篇，专业新闻力求及时反映中药界的产业政

策和发展走向；其他栏目内容不定期的时有更新；

参与的一些学术会议和中药材产地调研均撰写

有专题报道多篇，并被许多网站引述或转载。并

继续开展 GAP 网站的专业咨询和学术著作邮购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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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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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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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分类学、园艺学以及本草学的论著也较丰富。经过

80 多年的积累，目前本馆藏书量 6 万 3 千多册（包含中

外文图书 35 285 册、中外文期刊合订本 28 005），另有古

籍 200 余部 500 余册。目前有专职管理人员 2 名。 

年度内计订购中文图书 19 册、中文期刊 94 种、外文

期刊 15 种，报纸 7 份；其中，中外文期刊共 1081 册，全

部编目后供上架借阅； 2011 年期刊合订本 386 册（包括

中文期刊合订本 323 册、英文期刊合订本 63 册）也全部登记、编目和制卡，对 2012 年全年

的中外文期刊进行整理，已整合成 302 册合订本（包括中文 253 册、英文 49 册）。全年共

接待读者近 1200 人次，与国外 42 家单位或个人、国内 57 家单位建立交换关系。 

3.   该刊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 CSCD 核心期刊、北大“中文核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心期刊要目总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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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本刊被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推荐参加了“2013 年全国

书刊展览”， 继续被中文科技期刊 4 个核心库收录，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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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继续被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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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篇，其中研究论文 60

篇、研究简报 16 篇、综述 1 篇。 

《2013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报告

本刊的影响因子为 0.810，而《2013 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

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报告本刊的复合影响

因子为 1.286、期刊综合影响因子 0.865、基础研究影响因

子 0.846。总体上看，本刊 2013 影响因子比 2012 年有明显

提高，而且学科排名和综合排名均有所上升。2013 年本刊

荣获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报刊奖”，并被推

荐参加全国百强期刊的评比。此外，还被江苏省植物学会推荐参加江苏省科协主办的“江苏

省精品科技期刊”评选，已入围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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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科研进展 

（一）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 

应用植物分类学、生态学、细胞学、现代分子生物学、引种驯化学等理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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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次生代谢生物工程研究项

目组等研究团队，2013 年在岗科研人员 9 人，其中高级职称 4 人、中级职称 5 人。在读

博士生研究生 2 人、硕士研究生 8 人。 

2013 年在研科研项目共 17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4 项、省级项目 4 项，科研成果：

市级项目 1 项、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及所基金 4 项、横向项目 4 项。新增项目 8 项。 

夏冰研究员获“江苏省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汪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仁、孙小芹获江苏省第四批“333 人才工程”新增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毕业硕士研究生 2

名，新增硕士研究生 2 名；8 人次参加国内外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7 人次参加全国性

学术会议；汪仁参加中层干部境外培训。 

重要进展： 

1. 十字花科芥酸合成关键基因 FAE1 的演化模式及功能验证研究。芥酸是十字花科

四大脂肪酸成分之一，也是十字花科特有成分，作为芥酸合成关键的 FAE1 基因，在十

字花科演化特性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 FAE1 基因处于纯化选择压力下，在

不同分类阶元存在特异性位点，其系统演化树与多个分子标记构建的系统树有着基本一

致的拓扑结构；一个络氨酸被插入十字花科核心类群（相对基部类群）的 FAE1 基因，

并固定（Xiaoqin Sun, 2013）；臭荠中非 3 整数倍的缺失是导致 FAE1 基因功能丧失的重

要原因之一；从十字花科 FAE1 基因物种间 151 个氨基酸变异位点中，发掘出与转化酵

母芥酸含量相关的 6 个氨基酸位点变异，各物种的 FAE1 基因均能表达出预期蛋白产物，

但臭荠、小花碎米荠的蛋白产物无催化活性（孙小芹等，2013）。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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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芥酸（44.96%）植物银扇草（上）

和低芥酸（44.96%）植物香雪球（下）
FAE1 基因滑动窗口分析及五大分支间固定突变 

2. 石蒜属植物功能基因组研究新进展。忽地笑  (Lycoris aurea) 属于石蒜科

（Amaryllidaceae）石蒜属，是一种花叶不相见的独特球根花卉，内含可用于预防和治

疗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加兰他敏。应用 Roche 454（GS FLX Titanium）测序平台，对忽地

笑不同组织以及各种胁迫处理的样品进行转录组de novo测序，共得到141 111个unigene，

比对发现有 66 197 个 unigene 与公共数据库中已注释的序列同源；进一步运用 GO 数据

库和 KEGG 代谢通路数据库注释，发现了大量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以及重要的遗传通

路，如戊糖和磷酸盐通路、苯丙氨酸代谢通路、类黄酮合成通路、油菜素甾醇合成通路

等。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了一些与石蒜类生物碱（加兰他敏）合成相关的基因（Ren Wang 

et al, 2013）。该研究首次对忽地笑转录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剖析，产生的大量序列和

功能数据为深入研究忽地笑发育过程中基因的表达和调控机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忽地笑(Lycoris aurea) 忽地笑转录组基因代谢途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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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用植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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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中心简介：

涉及天然产物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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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物化学成分研究与利用项目

组、药用植物资源项目组、药用植物资源研发项目组、伞形科植物分类及其药用资源利

用研究项目组等研究团队。 

研究进展： 

1. 新药研制及植物化学成分研究。 
 江苏省产学研项目“治疗糖尿病中药 5 类新药 EJA的临床前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红凤菜和白凤菜的降血糖活性及安全性研究”按计划完成研究任务，已结题验收。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麦麸中苯丙酸酯黄酮苷类化合物多靶点抑制大肠癌作

用机制研究” 完成小麦新苷通过对 Akt-mTOR 通路调控作用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研究、

小麦新苷及其结构类似物抗氧化活性研究。 
 “脉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制体系中关键技术的研究”项目通过 Buchi C18 flash 柱、

Sephadex LH-20 柱、MCI 柱、制备 HPLC 和硅胶柱等分离手段，对脉络宁酯浸膏加碱

灭菌后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离纯化，鉴定了 10 个与前期不一样的单体化合物，其中新

化合物 1 个、新天然产物 1 个、首次从脉络宁注射液中发现的化合物 8 个。对合成的“脉
络宁酯”进行了抗炎体外药效实验，证实其具有较好的抗炎活性；应用 HPLC 分析脉络

宁注射液中的糖类成分及含量。 
 继续开展对灰毡毛忍冬、北美海蓬子、盐角草、海滨锦葵、海滨木槿、永瓣藤等植

物化学成分的系统研究。共分离得到化合物 56 个，包括新化合物 8 个。这些化合物主

要为天然产物中难分离的水溶性苷类成分及微量成分。首次从研究对象中分离得到 4 个

新颖类型化合物，如从灰毡毛忍冬中分离得到的二萜类成分、从北美海蓬子中分离得到

的降三萜类成分、从海滨锦葵中分离得到倍半萜类成分等。其中，从北美海篷子中得到

的化合物经体外药效筛选，结果显示具有较好的抗肿瘤和降血脂效果。  

 
滨海盐碱地耐盐植物海蓬子 降三萜皂苷（北美海蓬子）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变形三萜海蓬子皂苷甲促进肝癌细胞凋亡作用的机制研

究”：完成了海蓬子皂苷甲对多种肿瘤细胞杀伤作用的检测，进行了细胞凋亡实验；建

立完善了 Western blot 方法，并利用其对凋亡相关蛋白 Bcl-2 家族和 Caspase 家族十多个

成员进行了药物作用前后表达分析；同时对凋亡上游通路 NF-κB 进行了初步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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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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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海蓬子皂苷甲体外可诱导肿瘤细胞发生细胞凋亡，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部分天然香豆素成分的杀虫活性及构效关系研究”：对伞

形科植物白芷、紫花前胡及芸香科植物九里香的化学成分进行提取分离纯化，得到的化

合物进行杀虫活性筛选；按照项目合同研究内容和目标进行，已从 3 种植物中分离了三

十几种化合物，部分进行杀虫活性测试和抑菌活性测试，结果显示几种化合物具有杀虫

活性或是抑菌活性，已申报专利 5 项、授权专利 2 项。项目下一步计划补充实验数据，

重复验证实验，计划在 2013 年年底前完成全部实验。 
 江苏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多靶点抗血栓毛冬青甲素类五环三萜的构效关系研

究”：对冬青科植物毛冬青的化学成分进行提取分离纯化，得到的化合物进行抗血小板

聚集活性筛选；按照项目合同研究内容和目标进行，已从该植物中分离了几种化合物，

部分进行抗血小板和抗菌活性测试，结果显示几种化合物具有抗血小板活性，已申报专

利 1 项，发表 SCI 论文 1 篇。同时对 Ilexgenin A 的结构修饰已经完成了构建共轭双键

的关键步骤。下一步计划继续进行相关衍生物的制备。此外，与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

中心合作进行药理实验，将继续进行化合物的分离、结构修饰和药理活性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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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进展

顺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已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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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糖尿病植物种质资源圃、抗糖尿病天然产物数据库也已初步

建成。构建了酶学水平的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α-淀粉酶抑制剂、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PTP1B）抑制剂、二肽基酶Ⅳ（DPPⅣ）抑制剂及细胞水平的葡萄糖转运等方面的多

个药理模型，可对外提供降血糖活性筛选服务。 
 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保健蔬菜红凤菜深加工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初

步完成红凤菜降糖保健茶、红凤菜降糖降脂提取物的研制与开发工作。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苏薄荷质量标准提高与（残草）综合利用研究”、

江苏省科技支撑（社会发展）项目“桑蚕养殖废弃物蚕沙再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省产学

研联合创新资金黑莓、蓝莓酚类成分提取关键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江苏省药用植物研

究开发中心开放基金项目“耐盐碱中药二色补血草中抗肿瘤化学成分研究”、江苏省农业

科技自主创新基金项目“薄荷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均按计划进行。 
 保健食品研发研究：“莊医生牌骨健胶囊”已经进行 2 次申报材料的补充，大会审评

通过，等候小会再审；“护肝胶囊”已完成项目小试、中试、送检工作，正等待检验结果，

准备申报材料；“灵芝茶油软胶囊的研制开发”完成项目小试、中试、送检工作，现申报

材料已提交给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维元素片的研制”已完成小试、中试及标

致成分检测方法确立，产品企业标准建立；“光皮木瓜综合利用研究”已完成木瓜籽油理

化性质研究和主要成分分析，完成木瓜籽油安全性研究。 

2. 药用植物资源研究。 

 完成江苏省产学研“白芷香豆素类成分的形成以及调控研究”项目结题；完成自选项

目“江苏沿海维管植物种类与分布调查研究”和“连云港市云台山山区维管植物区系研

究”；完成“新优观赏地被植物的栽培技术及示范推广”项目的品种选育栽培试验工作的

实验数据及材料整理汇总工作，项目已通过验收。 

药
用
植
物
研
究
中
心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2013 年报 

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芫荽花不对称性的基因分离及其功能分析”：克隆得到 3 条

芫荽花不对称性基因 CsCYC 基因全长序列；对 3 条基因在花发育的不同时期及不同部

位的实时定量 PCR 进行了研究；对基因的转录表达进行了组织原位杂交研究，系统地

分析了基因在花中的表达模式；调取序列全长，并将其转入 35s 过表达载体 1300s 中，

已构建成功双元载体。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伞形科岩风属的分类学研究及系统修订” ：采集

到山东省内分布的 3 种岩风属植物。对南京产岩风花瓣及果实进行观察，鉴定，发现江

苏省新分布伞形科岩风属 1 种及疑似新种（新变种）1 个。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伞形科鸭儿芹的种下变异以及系统进化研究”：已开展

相关的种质收集和实验安排，收集和整理了 2014 年即将野外调查和采集的分布地点和

地理环境信息；与国外 62 个植物园及科研机构建立了联系，并与 12 个单位达成种质交

换意向，初步建立了伞形科种质交换的渠道。 
 2013 年挂县强农项目 “山栀品种更新及高效栽培技术示范和推广”：完成水栀子的

引种栽培；山栀新品系的扦插繁殖技术示范；发放栀子苗等农资物化补贴等工作。 
 克隆获得薄荷精油合成相关基因 GPPS 基因

并进行功能验证；克隆获得薄荷耐盐相关基因钠

氢逆向转运蛋白基因（NHX1），并构建过量表达

载体。基于薄荷 LS 基因的 DNA 序列、编码区序

列及推导氨基酸序列对薄荷属植物系统发育进行

分析，利用三种不同的系统树重建方法（ML 法、

NJ 法和 MP 法)分别构建了薄荷属系统发育树，获

得了一致性很高的关系树。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杨树—细柱五加高效循环农业技术新模式的研发”：按照

合同要求和进度要求，已建立 20 亩实验基地，扩繁并移植细柱五加种苗 6 万余株，生

长良好，完成第一年的观测工作；并完成杨树不同遮蔽度条件设置，完成第二年的观测

工作。 
 所青年基金项目“珊瑚菜的遗传濒危机制和

迁地保护”后续实验研究：进一步扩大采样范围，

对采集到的山东、浙江、深圳、辽宁等 10 个居群

的 90 份材料进行了 SRAP 分子标记实验。所青年

基金项目“壳斗科石栎属的分类学研究”，前期取

材工作基本完成，并整理文章 2 篇；“江苏沿海滩

涂野生药用植物资源调查与评价”，调查与实验工

作已完成，现正撰写结题材料。 
 在陕西白河开展盾叶薯蓣三倍体、四倍体种质的扩繁和田间试验研究；完成鸭儿芹

属植物资源的利用及开发性实验。 
 苏北科技发展项目“耐盐碱树种美国白蜡引种及综合配套技术研究与示范”按计划

启动及实施美国白蜡快速繁殖体系、栽培技术体系的建立、盐碱地绿化的配套栽培技术

和苗木综合配置、美国白蜡在盐碱地绿化的推广应用等相关的实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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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植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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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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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植物研究中

心干果研究项目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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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技师 5 人；在读研究生 8 人、

返聘人员 2 人。 

在研科研项目 40 项，2013 年新增 17 项，新增科研经费 641.7 万元；结项目与成果：

题验收 13 项；发表各类论文、专著 55 篇（部），审（认）定品种 3 个，授权专利 5 个，申

报受理专利 7 个。 

研究进展：  

1. 滨梅黑莓研究。 

滨梅育种、耐盐等研究：（1）滨梅实生后代筛选：优选出近 20 个优良单株，已获

得 15 个株系，共 318 株。（2）滨梅的新种源引种与实

生苗培育：从美国引进 5 个滨梅种源 337 粒种子，培育

实生苗 120 株；种植了 5 个种源的 1 年生种子苗 892 株

（上一年播种苗），成活 864 株。（3）滨梅遗传差异性

分析：利用 SSR 的标记方法，分析了 10 个种源滨梅的

遗传差异性。（4）滨梅扦插苗盐胁迫试验：摸清了滨梅

的耐盐特性，发现滨梅在高盐胁迫下地下部分抗逆能力 强，且能够通过增加含水率（肉

质化）来稀释盐分。（5）开展了李属不同植物耐盐性比较、滨梅叶片再生、嫁接实验等。 

黑莓育种研究：（1）5 个黑莓优良品系的区域性

和生产性试验。（2）黑莓杂交后代的筛选：筛选出

无刺黑莓优株 20 余株，建立了 14 个株系的田间比

较试验。（3）黑莓杂交种子处理与苗木的培育：共

培育出杂种苗木 300 余株。（4）比较了 2 个硬度差

异品种‘Kiowa’和‘Chester’转色前后至成熟不同

时期的果实性状，为品质分析提供线索。完成

‘Kiowa’、‘Hull’、‘宁植 1号’以及高粱泡和粗叶悬钩子种子收集并进行H2SO4和NaClO

不同处理时间处理和沙藏，进一步探讨黑莓种子出苗技术，并为染色体加倍试验准备材

料。 

黑莓果品精深加工技术的研究与产品小试、中试：（1）黑莓蓝莓果酒加工：中试生

产黑莓蓝莓果酒 600 余瓶。（2）黑莓蓝莓冻干产品的研制与加工：加工黑莓蓝莓冻果

300kg 和蓝莓冻果 400kg，加工成冻干果分别为 17.9kg 和 71kg；加工黑莓咀嚼片 550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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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粒/瓶），蓝莓咀嚼片 830 瓶；黑莓冻干粉胶囊 600 多瓶（75 粒/瓶），蓝莓冻干粉胶

囊 500 多瓶。（3）黑莓、蓝莓果品功能成分的初步研究：包括黑莓蓝莓色素微胶囊包埋

工艺参数研究、蓝莓色素微胶囊的喷雾干燥工艺研究、黑莓、蓝莓不同极性多酚的提取

和萃取以及抗氧化活性研究、蓝莓色素的提取与纯化工艺以及稳定性研究，黑莓蓝莓鞣

花酸的提取纯化研究及稳定性研究等。 

黑莓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研究：（1）γ-TMT 基因的遗传转化：成功获得了可用于悬浮

培养的转 γ-TMT 基因的愈伤组织。（2）完成利用 cDNA-AFLP 技术分析黑莓无刺芽变

发生相关基因的试验。对筛选的 2 个片段设计特异引物，利用 RT-PCR 验证其在 8 和 Q

中叶、茎和 SAM 中以及枝条顶部皮刺、梢部皮刺及底部皮刺中的表达模式。（3）在完

成 8 号和 Q 转录组测序的基础上，完成 4 个候选差异基因的鉴定。 

黑莓滨梅基地建设：（1）在溧水白马新建试验基地 50 亩，已收集黑莓等品种种源

54 份，每品种（品系）40~50 株，占地 15 亩；建成示范果园 20 余亩，育种圃 10 亩，繁殖

圃 5 亩。（2）大丰滨梅黑莓试验点：建立滨梅黑莓试验点 5 亩，共种植苗木 1000 余株，品

种、品系和种源 11 份。（3）河南封丘黑莓引种基地：按照“河南封丘黑莓引种及高效栽培技

术研究”项目合同内容和河南美日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具体情况，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并已

初步取得试验结果。（4）东台滨梅试验基地：新增试验地 2 亩，定植滨梅等苗木 1800 余株。 

2. 果树研究。 

薄壳山核桃研究：继续调查南京地区实生单株、良种审定新品种和国外引进优良品

种的生长、结实情况并进行观测分析；开展薄壳山核桃品种生物学特性的观察，对果实

品质形成过程及机理进行研究；应用代谢组、转录组对果实品质形成积累过程进行研究

和解析。结合基地建设，进行早期丰产关键栽培技术的研究集成与示范。与南京绿宙薄

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攻克苗木繁殖方面的难关，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猕猴桃研究：收集猕猴桃资源 22 份；克

隆了猕猴桃耐涝相关基因 3 个，构建了植物

表达载体 3 个，目前已经成功转化到模式植

物拟南芥中；开展了猕猴桃采后储藏果实品

质分析，包括不同储藏温度对猕猴桃果实后

熟过程中品质的影响；进行了猕猴桃实生苗

繁育、嫁接育苗、扦插育苗等技术的研究。

建立了五个品种猕猴桃高效优质有机栽培示

范园 2 个，总面积为 500 亩。开展了优良品种高效栽培技术的集成与示范，并在南京市

六合区竹镇南京市止马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推广，面积为 100 亩。 

李研究：收集南方李、槜李、红心李品种资源 60 余份，建立主要优良品种资源收

集和示范基地；推广了李优良品种 3 个；初选出槜李优良株系 2 个；研究并示范了山地

李高效栽培技术；初步建立了槜李和其他李优良品种的避雨栽培技术体系，推广面积 210

亩；繁殖李优良品种苗木 10.1 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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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果研究。 

开展薄壳山核桃花期物候、开花习性等的观测；开展杂交授粉实验，对杂交授粉果

实的果实表型及果实品质进行测定，筛选出适

合华东地区栽培的早实丰产品种 5 个、配套授

粉品种 4 个；开展不同品种薄壳山核桃光合作

用分析与产量调查；对新建的 50 亩栗园开展了

就地嫁接工作。基地内苗木均统一按照无公害

栽培要求进行集约化田间管理工作。 

开展新建栗园嫁接繁殖和原有栗园品种改

造工作，对新建栗园采用 2m×3m 的种植密度

进行集约化栽培，筛选并引入新的优良品种进行就地嫁接；对原有 50 年树龄的老栗园

通过补植和去除的方法调整栗园现有密度，调查、标记现有品种并进行调整，对衰弱的

老栗园通过整形修剪和集约管理等综合整治措施进行复壮更新；统一按照无公害栽培要

求进行田间管理。 

4. 蓝莓研究。 

蓝莓育种：继续开展优良单株的组培扩繁、评价

和区域试验，分别对 97 株单株的园艺学性状和经济

性状进行了评价鉴定；培养优良单株的组培苗 2 万株

以便开展区域试验。 

营养生理：（1）N、P、K 的吸收动力学实验：

pH 4.5 条件下硝态氮和铵态氮对 A47 生长的影响无

差别，但纯铵态氮肥的施用有利于 A47 适应 pH 6.0

的土壤。（2）修剪对蓝莓叶片光合特性研究：适度修

剪有助于提高 PSⅡ反应中心内原初光能转化效率及其潜在活性，进而提升叶片光合性

能。（3）喷施 ALA 对兔眼蓝莓叶片光合特性的影响：喷施 300 mg·L-1处理有利于提高

叶片气体交换性能，从而使叶片能合成并输出较多的光合同化产物。（4）围绕“蓝莓对

缺铁胁迫的响应机制”开展了 3 个实验：a. 田间 7 个蓝莓品种正常和黄化叶片中全氮、

全磷、全钾、钙、镁、铁、锰、铜、锌含量测定分析；b. 土培条件下不同 pH 处理（间

接缺铁）对蓝莓生长、叶绿素含量和矿质元素含量的影响；c. 水培条件下不同 pH 和 Fe

处理对蓝莓生长和叶绿素含量的影响。所有数据都在测试和分析中。 

新工艺：建立了蓝莓叶黄酮大孔树脂富集工艺和抗氧化功能鉴定，蓝莓叶黄酮大孔

树脂富集后经 50％乙醇溶液洗脱得到的溶液冷冻干燥物样品浓度在 5～25 μg/mL 之间

时，对 DPPH·的清除率呈直线型，其 EC50 为 1324.98 ng/mL。 

蓝莓高效栽培技术研究：邀请美国蓝莓专家来华实地工作两个月，通过项目组、美

国专家和公司的共同努力建立了国内一流蓝莓种植基地 4000 亩。 

论著：完成《植物园学》英文翻译，经过 3 论修改，已有 2/3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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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售权的转让协议。按照协议，该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对该草种进行生产、销售及保护。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对该草种享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并按照销售额分享相应比

例的知识产权费。与 Barenbrug Group 公司合作育成的耐热优质高羊茅品种 Barening（TF6-4）

通过欧盟组织的 DUS 测试，并在 OECD 正式登陆，成为我国参与的第一个在欧盟登陆的草

坪草品种。自主选育的国审品种‘阳江狗牙根’被推选为 2013 年亚青会和 2014 年青奥会足球

场建设的主要草种，并获得组委会高度认可。相关研究成果获第八届中国花卉博鉴览会科技

成果金奖，并被 2013 年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年报选为封面成果。 

  
 

 

2. 种质创新平台日趋完善，创新种质不断涌现。 

（1）获第一批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授牌；（2）建

成江苏省草坪种质改良与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顺利

通过科技厅验收；（3）六合观赏苗木基地、湖熟草坪实验

基地条件日臻成熟；（4）取得一批观赏植物新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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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物景观与生态工程研究中心 

主要运用植物学、遗传学、生态学和园林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各种景观中心简介：

植物资源的培育技术、植物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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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景观

美学、生态和谐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需求。 

中心现有植物景观生态研究组、园林景观植物选育项目组、景观规划设计研究组等团队。

在职人员 16人，其中高级职称 8 人、中级职称 8 人，在读研究生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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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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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1 项。 

研究进展： 

1. 完成“落羽杉属树木杂交新品种选育和推广”

成果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申报材料的鉴定、申报和答辩工

作。 

2. 完成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

地”申报，“落羽杉属种质资源开发利用”获得国家引智

示范推广基地称号。  

3. 开展中山杉耐水试验及耐水基因转录组测序。试验结果如下：a.对株高的影响：与对

照相比，1/2 淹水和 2/3 淹水显著促进中山杉 405、406、407、502 和落羽杉的株高，而全淹

处理则对株高没有显著影响。b.对地径的影响：对照和 1/2 淹水处理下，中山杉 406、407、

502 的地径显著高于 2/3 淹水和全淹处理，而所有淹水处理的落羽杉的地径均显著小于对照。

c.对生物量的影响：与对照和全淹处理相比，1/2 淹水和 2/3 淹水显著增加植物地上部分干重

（除落羽杉外）；此外，全淹处理的植物地上部分干重显著低于对照。综合分析表明，中山

杉的耐水能力强于其父本落羽杉。 

4. 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子课题“沿海围垦生态保护技术研究及示范”的工作。

完成围垦区海堤内人工湿地生态示范工程建设的选址工作，并在室内试验和广泛调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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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制浆造纸等）、中山杉转录组测序及 SSR 软件的开发研究。 

12. 完成福氏紫薇与大红花紫薇杂交育种试验，获得杂交种子 1000 余粒；完成胡颓子

属植物杂交育种试验，获得杂交种子 200 余粒。 

13. 繁殖第 3 代中山杉新品种苗木 6 万株、大别山冬青 1 万株、金边胡颓子 3 万株、金

心胡颓子 2 万株。 

14. 完成福氏紫薇和金边胡颓子体胚诱导初代实验，开展金边胡颓子顶芽、腋芽诱导。 

 

15. 完成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校园景观设计。 

16. 完成镇江新区热带植物园项目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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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园林园艺与物种保育 

欧洲花卉展  通过促成栽培，使郁金香与洋水仙、凤信子花期基本相同，展览比 2012 年提

前两个星期，形成“缤纷花境、花语芳菲、浪漫花田、花坞春浓”等以“花”为主题的四个景点；

结合球根花卉图文展，进行室内观赏花卉展示与销售。 

菊花展  秋季在南园与南京农业大学园

艺学院联合举办菊花展，展览以“菊灿秋韵”

为主题，布置了“菊文化、艺菊、精品菊”展

览区，主要展示菊花的历史与文化、菊花品种

及菊花各类艺术造型。在温室大厅布置了菊科

植物展览区，展示菊科观赏花卉主要品种以及

其他菊科植物用途。在景观营造方面，沿途布

置菊花，重要节点处营造立体景观，将整体展

览串联成菊花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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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枫岗扩建工作  2012 年 11 月底启动红枫岗扩建工作，在植物本底调查后确定林分清理与

调整和苗木栽植方案，采取“边砍伐边粉碎”的办法，同时进行地形平整与改造、游步道规划及水

系驳岸施工，共栽植鸡爪槭、红枫等苗木约 350 余株，在林下适时播种诸葛菜。建设重檐六角亭，

修建过路天桥，并与红枫岗形成了相互连贯的景观区，2013 年 11 月中旬基本完成改造和扩建工作。 

  

提升温室景观效果  国庆期间结合秋季菊花展，温室大厅景观效果明显提升。员工自己动手

清洗水道，搬运水道多余的卵石，做路牙约 200 m，在踩踏严重的地方镶嵌小卵石，获得了良好的

景观效果，多浆多肉区铺设 300 m2 火山石和黑卵石，充分展现沙漠植物景观。 

引种保育  收到国外引种的植物种子 726 种，国内 96 种，提供项目组种子 180 余种，苗圃

播种 638 种，发芽出苗 171 种。国内引种种子 102 种，提供兄弟植物园植物种子 52 份。结合园区

专类园物种保存和红枫岗改造工程，引进植物 191 种，其中引种槭树科植物 33 种（新增种类 2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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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花卉与健康、植物与人类、入侵植物、如何制作植物标本、植物的扦插繁殖等

12 个主题的科普讲座 26 场次，受众近 4000 人次。 

  

借力各类媒体，扩大科学传播受众面  通过央视、江苏卫视等电视媒体，《南京

日报》、《新华日报》等平面媒体，以及网络媒体进行科普报道近 600 余篇（幅、次），网

站年访问量达到近 12 万次，尤其加大了南京中山植物园的官方微博的内容更新力度。 

  

另外，出版科普图书《花儿也会变脸》1 部，发表科普文章 10 余篇，为近 180 余批次、

1.2 万人次进行了科普讲解。全年入园游客近 40 万人次。 

获得的荣誉  “植物王国之旅，科技夏令营”获得第四届梁

希科普活动奖、李梅获得第四届梁希科普人物（类）奖。撰写的《植

物越冬有妙招》一文获江苏省第四届优秀科普作品（报刊、网络类）

二等奖。撰写的《先天下而春的梅花》获得《七彩语文画刊》优秀

稿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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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作与交流 

（一）国内合作 

积极参与江苏沿海开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2013 年，所（园）扩大与高校、科

研院所及相关企业等的合作，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平台体系。 

牵头组织一项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我所组织江苏、山东、天津相关科研院所、

高校和企业等 12 家单位共同参与的国家海洋公益科研专项项目“滨海盐碱地几种资源综合

利用集成与示范”，预算国拨经费为 1400 万元。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滨海盐碱地耐盐观赏植物

资源、食用植物资源、药用植物资源综合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适生耐盐潜力经济植物资源

评价与发掘等。该项目是我所参与江苏沿海开发的又一重要进展，项目的实施将为我国东部

滨海盐碱地资源高效利用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参与江苏三个协同创新中心。我所作为主要单位参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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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我所在共建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东台滩涂研究院和江苏省盐土生物资源重点实

验室之后的又一平台，为我所积极参与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建立江沿海滩涂耐盐植物试验基地，新设立盐土植物研究重点实验室。2013 年 11 月

13 日，我所与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在江苏盐

城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合作建立江苏

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沿海滩涂耐盐

植物试验基地，推进我所耐盐植物研究步

伐。同时，整合所（园）资源新设立了所

级盐土植物研究重点实验室，推进我所耐

盐植物研究成果的集成转化，并与我所在

沿海地区现有的其他平台相整合，共同为我省沿海地区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以及生态建设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加强产学研合作，进一步推进科技开发工作。中山杉、蓝莓、黑莓、甜叶菊、薄荷、薄

壳山核桃以及板栗等新品种、新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累计推广面积达 100 余万亩。国审品

种‘阳江狗牙根’草坪草被选用于 2013 年亚青会和 2014 年南京青奥会运动场建设；高羊茅品

种 TF6-4 通过欧盟测试；成功转让狗牙根新品种 C291，实现全球销售。2013 年，我所与南

京白马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共同建设中国（南京）生物农业谷签定战略合作协议；落实“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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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合作 

2013 年，我所（园）继续与多个国家、地区的相关机构保持植物种质资源、标本、

图书资料的交换关系；与美国、日本、墨西哥、英国等国专家学者在植物资源的引种、

驯化和开发应用等方面进行合作。我所草坪课题组与国际知名跨国种业集团公司——皇家

百绿集团公司（Royal Barenbrug Group）美国公司签订了自主培育的国产抗逆优质草坪草狗

牙根新品种 C291 的全球生产销售权的转让协议，我所选育的国产抗逆优质草坪草狗牙根新

品种成功实现全球转让。 

年度内先后有 20 人次赴墨西哥、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日本等

国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并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多名专家学者来所进行学

术交流和技术指导。 
3 月 1 日至 7 日，应墨西哥树木保护基金会主席 Teobaldo Eguiluz 博士邀请，庄娱乐所

长、植物景观生态中心殷云龙主任、芦治国一

行对墨西哥植物资源和植物园建设现状进行了

考察。同行的还有美国奥斯汀州立大学树木园

主任 David Creech 教授、亚拉巴马州中心植物

园主任 Todd Lasseigne 博士和美国公园协会植

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负责人 Mark Weathington 博

士。先后访问了墨西哥哇哈卡州的（Oaxaca）

艾特诺植物园、哈拉普州（Xalapa）植物园、

墨西哥联合国立大学（UNAM）植物园，并重点调查了墨西哥落羽杉的资源分布及保护状况。 
4 月 24 日至 29 日，应荷兰皇家百绿集团

（Royal Barenbrug Group）董事、全球研发中心

主任 Stefan der Heijden 邀请，观赏中心刘建秀

研究员、郭海林副研究员在百绿集团中国公司

总经理陈谷先生的陪同下，访问了百绿集团荷

兰总部，就合作开发狗牙根、高羊茅等草坪草

优良品系以及建立百绿集团中国育种试验站的

事宜进行洽谈。 

7 月 10 日 19 日，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杭悦宇研究员、孙小芹副研究员赴美

国参加第五届国际单子叶植物大会，并在薯蓣科分会作专题报告，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

期间，还访问了纽约植物园、芝加哥大学生态与进化学学院、南加州大学生命科学与化学学

院相关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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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 日至 11 月 9 日，园景园艺部窦剑助理研究员赴日本参加 JICA 通过自然资

源的可持续管理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地域振兴～推进[里山（SATOYAMA）倡议]的培

训学习。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 日，郭忠仁副所长率团赴美国密苏里植物园（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长木植物园（Longwood Gardens）和布鲁克林植物园（Brooklyn Botanic Garden）
进行了交流、学习。 

在密苏里植物园交流 访问布鲁克林植物园 

10 月 19 日至 27 日，庄娱乐所长、宇文扬副书记及经济植物研究中心、景观生态中心、

标本馆、科普旅游部负责人等一行，赴新西兰参加第五届世界植物园大会（(the 5th Global 

Botanic Gardens Congress），并访问新西兰达尼丁植物园（Dunedin Botanic Garden）、基督城

植物园（Christchurch Botanic Gardens）及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Melbourne)、悉尼皇家植物园（the Royal Botanic Garden, Sydney）。 

参加第五届世界植物园大会  访问悉尼皇家植物园 

   
美国农业代表团来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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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一）人员总体情况 

1．人员基本情况：在职工作人员 303 人，其中事业编制 223 人、聘用制人员 80 人。在读研究

生 58 人，其中本所 46 人，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12 人。离休 12 人， 退休、病休 207 人。 

2．岗位分布及人员结构情况 
岗位结构： 

 
职称结构： 

 
人员学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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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队伍建设 

1. 引进 6 名专业技术人员，5 人到岗。 

2. 完成 7 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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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科技镇长团团长赴太仓任副市长，选派 1 名科技人员赴沭阳扶贫；完成 1

名科技镇长团副团长期满考核工作。 

4. 选派 11 名中高级管理干部赴国外著名植物园和科研机构培训。组织 140 余人次植物

园管理技术骨干赴园博会和花博会培训。 

5. 选派 1 名青年科技人员赴德国留学访问，推荐 1 名青年专业人才申报国家留学基金。 

6. 新增江苏省 333 人才培养对象 5 名，目前总数达到 12 名，新获得资助项目 1 项。 

7. 新增江苏省突出贡献专家 1 名。 

（三）研究生招生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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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培养：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评优荐优、思想政治教育等，24 人获所优秀研究生奖

励、1 人获“中科院南京分院伍宜孙奖学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文体活动 12 次。 

   
3. 毕业就业：16 名毕业生通过答辩，17 人获硕士学位，毕业生全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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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 

2013 年，所党委围绕“两项重点”和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进一步做好党建基础工作，

提高了党建工作的针对性、融入性、务实性和有效性，为所（园）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

治保证、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围绕“两项重点”开展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根据所党委《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实施意见》

的部署，一是开展了集中理论学习、专题培训。4 月举行了全体党员大会，专题学习党的十

八大精神。会上，所党委委员、副所长李维林和姚东瑞同志结合各自参加有关培训及学习成

果，分别作了题为“对改革与创新的认识”和“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报告。 

  

二是举行学习交流会，组织开展文化活动。6 月组织干部职工参加了全省职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知识竞赛活动，获全省竞赛优秀个人二等奖 1人，省直工会纪念奖 2人。我所组

织工作得力，干部职工参与率高，获得了省直机关工

委通报表彰。三是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坚持团

结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用党的十八大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所（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到科研和建园的各项工作中，

促进所（园）事业健康发展。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根据省委安排，我所作为全省第一批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单位，按照“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及江苏省

委突出抓好“四查四治”的具体要求，按照“学

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

落实、建章立制”三个环节开展活动。一是开展

先学先行、广泛调研。7 月初所党委开始先行学

习和部署，开展征求意见、制定实施方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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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9 月初正式启动活动。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征求意见和各种形式座谈会等方式，征求

到各类意见建议 90 条，省委督导组反馈 26 条。二是深刻剖析，即知即改。针对征求到的

意见和查摆出来的问题，所领导班子及中层领导干部于 11 月初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刻

查摆“四风”存在问题，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根源，着手对 9 个方面的问题即知即改，组织开

展 3 项专项治理，在 7 个方面着眼江苏战略需求，加强学科建设布局，突出盐生植物资源开

发利用；着眼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江苏建设，为社会提供优质公益产品和公共产品；着眼自

身发展，围绕功能定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联系人、时间表，

督促落实进度，确保真抓实改风实效。三是加

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12 月着手梳理长

期以来形成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针对“四风”

问题的相关制度，如加强学习教育制度干部管

理制度、密切联系群众制度、政治组织纪律等

系列制度，进一步突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使党

员干部作风面貌明显好转，为所（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围绕中心目标，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我所着力围绕“推进科技创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确立以“抓科研，促

建园，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主题，以

创建文明单位为抓手，始终将文明单位

创建与党建统筹结合、同步推进。一是

围绕中心、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先后开展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 

“文化建设”、“科研‘一三五’规划制

订”、“北园建设”、“干部培训”、“挂县

强农富民”等方面工作，实施了“十二

五”规划各年度任务分解及其落实工作。二是发挥优势，突出科技转化与社会公益性作用。

在天然产物与人类健康、特色经济植物新品种和生态绿化等领域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转

化了一批重要科技成果，为我省生物技术与新医药、高效农业、生态建设与沿海开发等提供

了特色支撑，基本建立了与我省相关产业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植物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科

技创新体系；植物园注重社会公益，景观不断提档升级，进一步加强了战略性植物种质资源

的收集保存、环境教育与科学传播工作。三是加强保障，提升创建工作水平。党建工作坚持

以“四有”目标管理为抓手，坚持“党建带群建”，将党建与团建、与工会工作相互融合，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了科研和建园的工作质量，提高了干部职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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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和单位的文明程度，激发了广大职工爱所、建所、强所的热情和信心，各项事业实现了

均衡发展，为服务和支撑江苏的经济社会事业

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园）以荣获“2010

—2012 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荣誉为动力，继

续发挥优势，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推动

植物园建设稳步发展，为建设“美丽江苏”、谱

写中国梦江苏篇章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完善工作机制，做好党建基础工作 

坚持抓好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一是发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主阵地作用，结合时政、

热点和发展实际学习，使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成为常态。全年结合所党政联席会议、所办

公会、中层干部会议和专题报告会等等，学习中央、省委会议精神，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各方面知识。二是结合“干部培训”，加强处以上干部思想政治

教育，同步开展党员干部党风廉政教育。三是落

实“三会一课”，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党支部

书记分别上党课；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开展调研活

动，结合职责分工撰写调研报告，所党委领导成

员结合年度工作务虚会议交流调研成果；中层干

部的调研成果在年度工作会议及各支部专门交流。 

坚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活动开展。推进党建工作责任制建设。年初调整了党支部设

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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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已调整和全覆盖的党支部

的组织优势，落实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布置、同检

查、同落实。 

完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建立长效机制。一是

认真贯彻落实党员教育培训工作。采取报告会、重温

入党誓词、上党课等形式，对党员普遍进行了党性教

育。二是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组织支部书记和党

务干部做好“以会代训”，提高做好党务工作的能力，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三是进一步推进党员队伍建

设。组织党员参加党员大会、党课及主题党日教育活

动，发挥了党员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

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四是做好发展工作。新发展

了 3 名党员，培训积极分子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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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丰富活动载体，增强

党建工作的活力。开展服务党员群众办实事及党内关爱帮扶活动，做好困难党员、老党员的

慰问帮扶工作，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鼓励离退休党支部因地制宜开展活动，

在开展文化建设、党内关怀和社会公益等方面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坚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责任体系建设，结合“干部培训”等开展

了相关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切实做到了“零持有、零报告”，增强了

领导干部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监督的意识，切实树立和维护好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良好形

象，在加强作风建设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中发挥了表率作用。通过了“六五”

普法中期考核工作，结合干部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提升了法治建设水平。 

坚持抓好“党工共建”、党建带团建。注重思想共建、组织共建和活动共建，推进“三

结对一创争”，支持工会、共青团组织依照章程开展工作。群团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

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围绕“三八”妇女节、“七一”建党日及新年等开展联谊联欢会；结合

所庆开展秋季职工运动会；在岁末年初举行辞旧迎新登山活动；鼓励各个群体参加社会公益

活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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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民主党派开展活动。目前，所（园）民主党派组织有民盟、九三学社、民革、农工

等。所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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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战工作座谈会 第五支部与民盟组织联合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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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组织机构 

 

1．领导集体 

所  长：庄娱乐    党委书记：夏 冰 

副所长：郭忠仁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宇文扬 

副所长：李维林 

副所长：冯 煦 

副所长：姚东瑞 

2．管理部门 

办公室（所党委、行政、纪检监察、工会）  

主  任：谈家东  

组织人事处（离退休管理办公室） 

处  长：赵 敏   副处长：邓 飞 

科研管理处 

处  长：刘建秀  副处长：周义峰  佟海英 

科技开发处 

处  长：李 亚 

财务处 （资产管理办公室） 

处  长：缪启新  

后勤处（保卫处） 

处  长：蒋汝平  副处长：郑贵鸣  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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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群团组织 

工会主席：宇文扬   工会副主席：谈家东 

团委书记：邓 飞 

4．技术支撑部门 

标本馆 

馆  长：刘启新 

信息中心 

主  任：惠 红  副主任：贾 春 

园景园艺部 

主  任：朱洪武  副主任：任全进  顾永华 

科普旅游部 

主  任：汤诗杰  副主任：李 梅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主  编：庄娱乐   副主编：冯 煦  惠 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娱乐  秘书长：李维林 

江苏省植物学会 

理事长：夏 冰  秘书长：曾 虹 

5．科研部门及研究团队 

江苏省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 

主  任：李维林 

江苏省药用植物研究开发中心 

主  任：冯 煦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盐土植物研究重点实验室（2013.12 设立） 

主  任：姚东瑞 

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 

主  任：杭悦宇  副主任：汪 仁 

植物系统演化及功能基因进化研究项目组 

组长：杭悦宇（研究员） 

成员：孙小芹（副研究员）、郭建林（助理研究员，2013.06 转岗）、李密密（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彭 斌（博士生，2011 级）、严琴琴（硕士生，2011 级）、郭海松（硕士生，2012 级）、 

渠艳秋（硕士生，2013 级） 

植物次生代谢途径功能基因研究项目组 

组长：汪 仁（副研究员） 

成员：夏 冰（研究员）、徐 晟（助理研究员）、江玉梅（助理研究员）、贺 佳（助理研究员）、

李晓丹（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别庆玲（硕士生，2011 级）、江宜龙（硕士生，2011 级）、傅江燕（硕士生，201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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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蕊（硕士生，2013 级）、蔡黎丽（硕士生，2013 级） 

药用植物研究中心 

副主任：徐增莱（主持工作）  副主任：梁呈元 

抗糖尿病药用植物和香料植物资源研究与开发项目组 

组长：陈剑（助理研究员） 

成员：李维林（研究员）、任冰如（研究员）、梁呈元（副研究员）、马 丽（副研究员）、吕 寒

（助理研究员）、刘 艳（实验师）、于 盱（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王琳珊（硕士生，2012 级）、滕杰辉（硕士生，2011 级）、赵 磊（硕士生，2012 级）、 

敖先璨（硕士生，2013 级） 

天然产物化学成分研究与利用项目组 

组长：王 鸣（高级实验师） 

成员：冯 煦（研究员）、单 宇（副研究员）、李龙柱（实验师）、孙 浩（高级实验师）、赵友

谊（实验师）、王奇志（副研究员）、陈雨（助理研究员）、赵兴增（助理研究员）、管福琴（助理

研究员）、印敏（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张丹玉（硕士生，2011 级）、吴 双（硕士生，2011 级）、白 柏（硕士生，2012 级）、

邱 萍（硕士生，2012 级）、李 欢（硕士生，2013 级） 

药用植物资源项目组 

组长：徐增莱（研究员） 

成员：于金平（高级实验师） 

研究生：杨海月（硕士生，2012 级）、刘方方（硕士生，2013 级） 

药用植物资源研发项目组 

组长：吕 晔（研究员） 

成员：韦 敏（助理研究员）、 汪 琼（助理研究员）、宋萍萍（助理研究员）、林丽萍（助理研

究员）、郭建林（助理研究员，2013.07 到岗） 

研究生：李 英（硕士生，2011 级） 

伞形科植物分类及其药用资源利用研究项目组 

组长：刘启新（研究员） 

成员：宋春凤（助理研究员）、吴宝成（助理研究员）、周 伟（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卞桂兰（硕士生，2011 级）、高 鹤（硕士生，2012 级）、韦苏晏（硕士生，2013 级） 

经济植物研究中心 

主  任：於 虹  副主任：耿国民 

蓝浆果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组 

组长：於 虹（研究员） 

成员：曾其龙（助理研究员）、姜燕琴（助理研究员）、韦继光（助理研究员）、夏如红（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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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青（技师）、黄龙全（技师）、刘梦华（技师） 

研究生：刘星凡（硕士生，2011 级）、张晓娜（硕士生，2012 级）、李亚静（硕士生，2013 级） 

黑莓研究中心项目组 

组长：吴文龙（研究员） 

成员：李维林（研究员）、方 亮（副研究员）、张春红（副研究员）、王小敏（助理研究员）、

赵慧芳（助理研究员）、闾连飞（高级实验师）、朱弘（助理研究员）、杨海燕（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胡淑英（硕士生，2011 级）、黄 涛（硕士生，2012 级）、卫云丽（硕士生，2013 级） 

经济植物研究中心干果研究项目组 

组长：耿国民（高级实验师） 

成员：周久亚（高级实验师）、朱灿灿（助理研究员） 

果树与观赏植物研究项目组 

组长：宣继萍（副研究员） 

成员：郭忠仁（研究员）、贾晓东（助理研究员）、张计育（助理研究员）、刘永芝（高级技师） 

研究生：莫正海（硕士生，2011 级）、贾展慧（硕士生，2012 级）、黄胜男（硕士生，2013 级） 

观赏植物研究中心 

主  任：李 亚  副主任：黄苏珍 

植物遗传育种项目组 

组长：李 亚（研究员） 

成员：汪 庆（副研究员）、杨如同（副研究员）、刘永东（工程师）、王 鹏（助理研究员）、李

林芳（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张振宇（硕士生，2011 级）、马玲玲（硕士生，2012 级）、马育珠（硕士生，2013 级） 

草业科学项目组 

组长：刘建秀（研究员） 

成员：郭海林（副研究员）、宗俊勤（助理研究员）、陈静波（助理研究员）、陈 煜（助理研究

员）、郭爱桂（高级实验师）、李丹丹（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高艳芝（硕士生，2011 级）、孟 璠（硕士生，2011 级）、李兰兰（硕士生，2012 级）、

徐芳（硕士生，2012 级）、汪 毅（硕士生，2013 级） 

观赏鸢尾及经济植物甜菊研究项目组 

组长：黄苏珍（研究员） 

成员：原海燕（助理研究员）、顾春笋（助理研究员）、王仲伟（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杨永恒（博士生，2012 级）、赵沿海（硕士生，2011 级）、张永侠（硕士生，2011 级）、

许 荔（硕士生，2012 级）、包亚英（硕士生，2013 级） 

经济植物种质资源与分子学研究开发项目组 

组长：彭 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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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夏 冰（研究员）、姚东瑞（研究员）、何树兰（高级实验师）、郑玉红（副研究员）、束

晓春（助理研究员）、王 忠（助理研究员）、刘晓静（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陈 默（硕士生，2011 级）、徐 敏（硕士生，2012 级）、秦亚龙（硕士生，2013 级）、

杜凤凤（硕士生，2013 级） 

植物景观与生态工程研究中心 

主  任：殷云龙  副主任：张光宁  陆小清 

植物景观生态研究项目组 

组长：殷云龙（研究员） 

成员：张垂胜（副研究员）、於朝广（副研究员）、华建峰（副研究员）、周冬琴（助理研究员）、

芦治国（助理研究员）、熊豫武（园林技师）、徐建华（园林技师） 

研究生：亓白岩（博士生，2012 级）、环姣姣（硕士生，2011 级）、韩路弯（硕士生，2012 级）、

王紫阳（硕士生，2013 级） 

园林景观植物选育项目组 

组长：陆小清（副研究员） 

成员：李云龙（高级实验师）、王传永（副研究员）、李乃伟（助理研究员）、王 伟（园林高级

技师）、蔡小龙（园林技师） 

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项目组 

组长：张光宁（高级工程师） 

成员：汪 毅（工程师）、全大治（助理工程师）、吉 旸（助理工程师） 

6．评议机构 

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夏 冰  副主任委员：庄娱乐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年鹤 冯 煦 刘启新 刘建秀 吕 晔 李 亚 李维林 杭悦宇 殷云龙 

郭忠仁 黄苏珍 惠 红 

秘 书：李 亚（兼） 

职称评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娱乐 

委 员（姓氏笔画为序）：冯 煦  刘启新  刘建秀 吕 晔 宇文扬 朱洪武 汤诗杰 李 亚 李维林  

於 虹 杭悦宇 姚东瑞 夏 冰 殷云龙 郭忠仁 惠 红 

秘 书：赵 敏 

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娱乐  副主任委员：夏 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年鹤 冯 煦 刘启新 刘建秀 李维林 杭悦宇 殷云龙 

秘  书：邓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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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伞形科鸭儿芹的种下变异以及系统进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吴宝成 

中国伞形科岩风属的分类学研究及系统修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周  伟 

非蛋白巯基介导马蔺 Pb 向地上部长距离运输作用

及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原海燕 

醇腈酶基因在石蒜抗旱性中的作用和分子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徐  晟 

基于 FOX 捕捉系统挖掘盐生植物—沟叶结缕草抗盐

基因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陈  煜 

马蔺根响应镉胁迫的转录组分析及相关基因功能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顾春笋 

蓝莓根系响应铝胁迫的生理途径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曾其龙 

结缕草抗旱性状和基因的关联作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  

姜亦巍 

南京中山植物园专类园建设（2013-2015） 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支撑体系运行专

项 

庄娱乐 

小浆果产业技术研究与试验示范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於  虹 

李优质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郭忠仁 

十字花科 DNA 条形码研究 中科院大科学装置开放研究 杭悦宇 

华东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及大宗中药材综合开发技

术研究 

国家支撑计划课题 梁呈元 

标本馆的植物标本数字化与共享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刘启新 

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编目及信息标准化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庄娱乐 

紫薇新‘金薇’的中试与转化 科技部农转资金 李  亚 

重要花卉种质资源发掘与创新利用 国家支撑计划课题 刘建秀 

金边杂种胡颓子产业化生产中离体快繁技术研发 江苏省产学研-前瞻性联合研究 陆小清 

无刺、早熟黑莓种质创新与品种选育 江苏省科技支撑（农业） 吴文龙 

彩色马蹄莲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江苏省科技支撑（农业） 郑玉红 

黑莓、蓝莓新品种及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江苏省科技支撑（农业） 闾连飞 

变形三萜海蓬子皂苷甲促进肝癌细胞凋亡作用的机

制研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管福琴 

沟叶结缕草 FOX 捕捉系统的构建及抗盐基因的筛选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陈  煜 

兔眼蓝莓对淹水逆境的响应机制研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韦继光 

马蔺铅耐性的转录组分析及相关基因功能研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顾春笋 

中山杉湿地造林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华建峰 

薄壳山核桃早果丰产栽培技术及模式集成示范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贾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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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水利科技项目 刘建秀 

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及早实丰产示范林 绿色江苏 郭忠仁 

森林消防扑救系统建设 绿色江苏 李和平 

优异甜菊资源引种及高 R-A、STV 苷型新品种选育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黄苏珍 

‘杂交墨杉’耐盐碱新品种持续育种研究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於朝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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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蓝莓高效设施栽培技术研究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吴文龙 

猕猴桃生态高效栽培技术集成模式创新与示范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郭忠仁 

荷花种质资源的引种、评价和推广应用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姚东瑞 

盆栽红豆杉高效抗逆促控栽培技术的研究及其示范

推广 

江苏农业三新工程 王  忠 

黑莓蓝莓优良品种及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应用 江苏农业三新工程 李维林 

李优良品种生态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 江苏农业三新工程 宣继萍 

彩色马蹄莲抗病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江苏农业三新工程 彭  峰 

彩色马蹄莲离体快繁和栽培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郑玉红 

大花蕙兰离体快繁和栽培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顾永华 

猕猴桃优良品种高效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 丘陵山区农业综合开发 郭忠仁 

江苏省中植植物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丘陵山区农业综合开发 李维林 

紫薇新‘金薇’的中试与转化 科技部农转资金 李  亚 

南京中山植物园科普设施建设与更新 南京市科技发展计划 汤诗杰 

落羽杉属种质资源创新及示范推广 南京市引进国外专家项目 於朝广 

猕猴桃生态高效栽培技术与集约化种苗生产试验示

范  

南京市菜蓝子工程项目 张继育 

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与

工程示范 

南京市科技发展计划 于金萍 

红豆杉等特色观赏乔木种苗产业化 南京市生物农业项目 汪  仁 

国审狗牙根新品种新技术集成示范推广 南京市生物农业项目 刘建秀 

海滨锦葵种子提取物调节脂肪代谢作用机制的研究 江苏省盐土生物重点实验室开放课

题 

印  敏 

氮磷钾营养调节狗牙根抗盐性的研究 江苏省盐土生物重点实验室开放课

题 

陈静波 

海蓬子皂苷甲诱导肿瘤细胞自噬的分子作用机制研

究 

江苏省盐土生物重点实验室开放课

题 

管福琴 

盐生植物马蔺盐胁迫下的转录组分析及相关基因功

能研究 

江苏省盐土生物重点实验室开放课

题 

顾春笋 

植物内源激素调控油葵苗期耐盐性的分子机理研究 江苏省盐土生物重点实验室开放课

题 

王  鹏 

铁线莲（Clematis spp.)种质资源的耐热性评价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所青年基金 李林芳 

甜菊生长转换期 KA13H 酶对叶片糖苷积累影响的机

理研究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所青年基金 王仲伟 

毛叶茶和茶反式儿茶素合成调控基因 LAR 的功能比

较研究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所青年基金 李密密 

简单香豆素化合物 AP 及其类似物的杀虫杀菌活性

研究 

江苏省药用植物研究与开发中心开

放课题 

宋萍萍 

石蒜属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咖啡酸生物合成前期基础

研究 

江苏省药用植物研究与开发中心开

放课题 

李晓丹 

国产海雀稗种质资源评价及耐盐新种质筛选 江苏省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开

放课题 

郭海林 

介导 MJ 调控石蒜加兰他敏生物合成 microRNA 的鉴 江苏省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开 江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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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研究 放课题 

蓝莓根系对缺铁胁迫的响应机制 江苏省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开

放课题 

姜燕琴 

（三）结题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复方中药宁心红杞胶囊抑制卵巢颗粒细胞凋亡活性

成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吕  晔 

假俭草耐铝性遗传分析和分子标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建秀 

转基因细胞悬浮培养增殖α-生育酚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方  亮 

‘杂交墨杉’优良无性系中试与种苗产业化 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殷云龙 

‘杂交墨杉’在沿海防护林中的推广应用 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 殷云龙 

江苏省草坪种质改良与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江苏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刘建秀 

优质耐盐草坪草持续育种及建植养护技术研究 江苏省科技支撑（农业） 郭海林 

优良盆栽彩色马蹄莲抗病性品种选育 江苏省科技支撑（农业） 夏  冰 

薄壳山核桃早实丰产优良配套品种的选育 江苏省科技支撑（农业） 耿国民 

黑莓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中试 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 吴文龙 

十字花科芥酸含量及合成关键基因 FAE1 的克隆与

进化研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孙小芹 

植物络合素（PCs）对马蔺积累重金属的作用机制研

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原海燕 

丘陵地区薄壳山核桃黑莓高效套种造林技术示范推

广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李维林 

常绿阔叶耐寒树种—天竺桂、大别山冬青的示范推

广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庄娱乐 

南方李优良品种避雨设施栽培模式创新及示范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宣继萍 

河道植物防护结合岸带植物群落恢复与提升 江苏省水利厅科技项目 刘建秀 

中山杉造林技术规程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地方标准 於朝广 

耐盐树种中山杉对污染水体净化作用的研究 江苏省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开

放课题 

华建峰 

耐盐植物海滨锦葵块根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江苏省药用植物研究与开发中心开

放课题 

陈雨 

木槿属植物耐盐新品种选育 江苏省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开

放课题 

於朝广 

耐盐滨梅种质评价及耐盐基因筛选的初步研究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所青年基金 张春红 

江苏省沿海滩涂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调查和评价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所青年基金 吴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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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文专著 

1．SCI 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影响因子 

Chengyuan Liang，Wei-lin Li，Yan Liu，Xu Yu，

Hai-tang Wang 
Essential oil composition of Mentha crispata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0.599 

Haitang Wang，Xu Yu，Yan Liu，Cheng-yuan Liang，

Weilin Li 

Analysis of genetic variability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Mentha L. using the 

limonene synthase gene, LS. 
Gene 2.196 

Xu Yu，Haitang Wang，Yan Liu，Chengyuan Liang，

Weilin Li 

In vitro induction of chromosome-doubling in cultured shoots of three 

cultivars of mint (Mentha canadensis L.) treated with colchicine 

The Journal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0.51 

Qinqin Yan, Xiaoqin Sun, Jianlin Guo, Yueyu Hang, 

Mimi Li 

Development of polymorphic microsatellite markers for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and cross-amplification in other Dioscorea species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0.994 

Xiaoqin Sun, Hui Pang, Mimi Li, Bin Peng, Haisong 

Guo, Qinqin Yan, Yueyu Hang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the FAE1 gene in Brassicaceae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erucic acid trait 
PLOS ONE 3.73 

Ying Li, Xiaoqin Sun, Qinqin Yan, Jianlin Guo, Sheng 

Qiang, Xiaoling Song, Mimi Li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icrosatellite DNA loci for wild Brassica 

juncea (Brassicaceae).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0.994 

Mimi Li, Jianhua Li 
Phylogenetics and biogeography of Theaceae based on sequences of plastid 

genes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1.851 

Yanmei Zhang, Zhuqing Shao, Letian Yang, Xiaoqin 

Sun, Yafei Mao, Jianqun Chen, Bin Wang 

Non-random arrangement of synonymous codons in archaea coding 

sequences 
Genomics 3.01 

Haiyan Yuan，Suzhen Huang，Yulin Han，Zhi Guo 
The growth, lead accumul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to low and high 

lead exposure in Iris lactea var.chinensis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0.641 

Yulin Han，Suzhen Huang，Haiyan Yuan，Jiuzhou 

Zhao，Jiuang Gu 

Organic acids on the growth, anatomical structure,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heavy metal accumulation of Iris lactea var.chinensis seedling growing 

in Pb mine tailings 

Ecotoxicology 2.773 

Yulin Han，Suzhen Huang，Haiyan Yuan，Jiguang Gu， Effect of Pb and Zn combined stress on the growth and elements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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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zhou Zhao accumulation of two different ecotype species of Iris L. in artificial 

contaminated soils 

Bulletin 

Zhiyong Wang，Li Liao，Xuejun Yuan，Hailin Guo，

Aigui Guo，Jianxiu Liu 

Genetic diversity analysis of Cynodon dactylon (bermudagrass) accessions 

and cultiva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based on ISSR and SSR markers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1.153 

Yiqi Zheng，Hailin Guo，Guozhang Zang，Jianxiu Liu

Genetic linkage maps of centipedegrass [Eremochloa ophiuroides (Munro) 

Hack] based on sequence-related amplified polymorphism and expressed 

sequence tag-simple sequence repeat markers 

Scientia Horticulturae 1.396 

Yu Chen，Jiafu Jiang，Aiping Song，Sumei Chen，

Hong Shan，Huolin Luo，Chunsun Gu，Chunsun Gu，

Jing Sun 

Ambient temperature enhanced freezing tolerance of Chrysanthemum 

dichrum CdICE1 Arabidopsis via miR398 
BMC Biology 6.531 

Jiping Xuan，Yufeng Song，Hongxiao Zhang、Jianxiu 

Liu1，Yuelou Hua 

Compar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of the stolon cold stress response between 

the C4 perennial grass species Zoysia japonica and Zoysia metrella 
Plos one 3.73 

Liping Lin，Feihua Wu 
The first examples of Ilexgenin A hybrids as a new class of multi-potent 

anti-platelet agents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1.21 

Naiwei Li，Xiaochun Shu，Shijie tang，Gengguo Tang，

Xiaoqing Lu  
in vitro propagation of nanjing linden (Tilia miqueliana Maxim.) 

Propagation of Ornamental 

Plants 
0.492 

Yu Shan，Yan Cheng，Yi Zhang，Fu-Qin Guan，、

Hao Sun，Xing-cong Ren，Yu Chen，、Xu FengJin，

Ming Yang 

Triticuside A, a Dietary Flavonoid, Inhibits Proliferation of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via Inducing Apoptosis 
Nutrition and Cancer 2.695 

Yu Shan，Yuhong Zheng，Fuqin Guan，Jianjian Zhou，

Haiguang Zhao，Bing Xia，Xu Feng 

Pur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anti-HSV-2 protein with 

antiproliferative and peroxidase activities from Stellaria media 

Acta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Sinica 
1.807 

Fuqin Guan，Haiting Wang，Yu Shan，Dongmei 

Zhang，Youyi Zhao，Yu Chen，Qizhi Wang，Ming 

Wang，Xu Feng 

Bigelovii a induced apoptosis of huma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aemia 

HL-60 Cells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1.17 

HaiyanYang，Guoxin Shi，Weilin Li，Wenlong Wu Exogenous spermidine enhance cadmium tolerance of Hydrocharis dubia Russian Journal of Plant 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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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Backer Physiology 

Ren Wang，Sheng Xu，Yumei Jiang，Jinwei Jiang，

Xiaodan Li，Lijian Liang，Jia He，Feng Peng，Bing Xia

De novo sequence assembl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Lycoris aurea 

transcriptome using GS FLX titanium platform of 454 pyrosequencing 
PLoS ONE 3.73 

Sheng Xu，Susong Zhu，Yilong Jiang，Ning Wang，

Ren Wang，Wenbiao Shen，Jie Yang 
Hydrogen-rich water alleviates salt stress in rice during seed germination Plant and Soil 2.638 

Bin Han，Zheng Yang，Samma M K，Ren Wang，

Wenbiao Shen 

Systematic validation of candidate reference genes for 

qRT-PCRnormalization under iron deficiency in Arabidopsis 
 Biometals 3.284 

Lijuan Wang，Fei Ma，Sheng Xu，Tianqing Zheng，

Ren Wang，Huiping Chen，Wenbiao Shen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heme oxygenase-2 gene from rice (Oryza 

sativa L.), and its expression analysis in response to some abiotic stresses 
Acta Physiol Plant 1.305 

Fei Ma，Lijuan Wang，Jiale Li，Samma M K，Yanjie 

Xie，Ren Wang，Jing Wang，Jing Zhang，Wenbiao 

Shen 

Interaction between HY1 and H2O2 in auxin-induced lateral root formation 

in Arabidopsis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3.518 

Dangqing Tian，Xiaoyun Pan，Yongming Yu，Weiyong 

Wang，Fei Zhang，Yaying Ge，Xiaolan Shen，Fuquan 

Shen，Xiaojing Liu 

De novo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Anthurium transcriptome and analysis of its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under cold stress 
BMC Genomics 4.397 

Kai Wang，Wenpan Zhang，Yanqing Jiang，Tianzhen 

Zhang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DNA Fiber-FISH technique in Cotton PLoS ONE 3.73 

 

2. ISTP、EI、英文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类别 

Weilin Li，Wenlong Wu，Lianfei Lv An outline on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blackberry in China  Acta. Hort. ISTP 

Wenlong Wu，Xiaomin Wang，Huifang Zhao，

Chunhong Zhang，Liang Fang，Lianfei Lv，Weilin Li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ruit weight, diameter and main nutrient 

composition indices in growing ‘Boysenberry’ fruit 
 Acta. Hort. ISTP 

Wenlong Wu，Chunhong Zhang，Lianfei Lv，Huifang Evaluation of overall performance of eleven blackberry cultivars in Najing of  Acta. Hort. I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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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Xiaomin Wang，Liang Fang，Weilin Li China 

Xiaomin Wang，Haiyan Li，Weilin Li，Wenlong Wu，

Shuying Hu 

In vitro direct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leaves of blackberry cultivar 

‘Boysenberry’ 
 Acta. Hort. ISTP 

Jiping Xuan，Hongxiao Zhang，Zhongren Guo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Zoysiagrass in Urban Landscapes to Low 

Temperature Stress 
 Acta. Hort. ISTP 

Li Ma，Weilin Li，Luping Qin，Shun Yao Identification of volatile components in grafted Liquidambar Orientalis Mill.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 

Jiehui Teng，Li Ma，Weilin Li，Shun Yao Study on the α-glucosidase inhibitory activity of Limonium bicolor Kuntze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 

朱泓，赵慧芳，吴文龙，李维林 黑莓、蓝莓冻干粉的抑菌抗炎活性研究 现代食品科技 EI 

Jiping Xuan，Zhongren Guo，Jianxiu Liu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zoysiagrass to low temperature stress 

The Third Conference on 

Hort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英文 

Dongqin Zhou，Yuwu Xiong、Zhiguo Lu，Luwan Han，

Ziyan Wang，Yunlong Yi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cold tolerance in Cinnamomum japonicum Sieb. at 

different ages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英文 

Wang G. L，Wei M，Wang J，Lu Y，Mahady G.B，

Liu D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Photodiode Array 

(HPLC-PAD) quality control of menoproge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formula used for the management of menopau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inal Plants Research 
英文 

Wei M Wenwen R. Lu Y. 
Variation in expression o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 (IGFs) system genes in 

ovarian and uterine tissues of aging rats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英文 

 

3. 核心期刊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陈  剑，Mangelinckx， SvenDe Kimpe，Norbert，李维林，王峥涛 白子菜乙酸乙酯部位的化学成分研究 中草药 

陈智坤，梁呈元，任冰如，马丽，李维林 薄荷不同提取物抗氧化活性研究 食品工业科技 

陈智坤，梁呈元，任冰如，于盱，李维林 薄荷属植物挥发性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吕寒，李维林，陈剑，马丽，任冰如，刘艳 蚕沙中叶绿素提取工艺研究 江苏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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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寒，马丽，任冰如，陈剑，李维林 蚕沙中叶绿素铜的纯化工艺研究 食品工业 

于盱，梁呈元，刘艳，李维林 薄荷同源多倍体的生物学性状观察 浙江农业学报 

于盱，王海棠，冯美英，梁呈元，李维林 薄荷 GPPS 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 江西农业学报 

马丽，王开梅，李维林，顾玉诚 苍耳子提取物作为生物农药的潜力研究 江西农业学报 

蔡雪萍，李松林，华俊磊，吕寒，李维林，鞠建明 HPLC-ELSD 同时测定枇杷叶中 6 种三萜酸成分的含量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徐健，李维林 甜菊糖药理作用及生产工艺研究进展 食品与发酵工业 

严明清，耿国民 园林绿化中彩叶树种的选择与应用 江苏农业科学 

严明清，耿国民 板栗空苞现象的成因及防治措施 江苏农业科学 

孙伟忠，周久亚 大规格樟树移栽技术探讨 江苏农业科学 

庞慧，李莹，李密密，严琴琴，杭悦宇，孙小芹 十字花科植物 FAE1 基因的克隆与功能验证.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杭悦宇，孙小芹，李密密 关于 iFlora 核心数据建设中的一些思考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 

顾子霞，郭建林，孙小芹，李密密，杭悦宇 种植行距和打顶方式对续随子农艺性状及种子产量和总脂含量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原海燕，郭智，佟海英，黄苏珍 Pb 胁迫下外源 GSH 对马蔺体内 Pb 积累和非蛋白巯基化合物含量的影响 水土保持学报 

原海燕，黄钢，佟海英，黄苏珍 Cd 胁迫下马蔺根和叶中非蛋白巯基肽含量的变化 生态环境学报 

杨敬敏，黄苏珍，原海燕 60Co-γ和离子束注入对甜菊杂交后代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杨永恒，黄苏珍，原海燕 NaCl 胁迫下甜菊不同耐盐性单株的生长及生理响应 江苏农业科学 

张开明，李小红，郭楠，原海燕，黄苏珍 EDTA 对黄菖蒲和马蔺 Cu 吸收积累的影响 浙江农业学报 

司卫静，原海燕，韩玉林 Pb 胁迫对香豌豆幼苗部分生长和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李权生，耿蕾 非洲霸王树在华东地区的栽培技术 黑龙江农业科学 

李权生，耿蕾 两岐芦荟在设施环境中的栽培研究 黑龙江农业科学 

王鹏，张振宇，马玲玲，李林芳，汪庆，李亚 南方红豆杉嫩枝扦插技术研究 中国农学通报 

王鹏，张振宇，马玲玲，马育珠，杨如同，李亚 紫薇 SSR-PCR 反应体系优化和引物筛选 黑龙江农业科学 

王淑安，王鹏，张振宇，杨如同，马玲玲，李亚 金薇的硬枝扦插技术研究 北方园艺 

蒋乔峰，陈静波，宗俊勤，李珊，褚晓晴，郭海林，刘建秀 盐胁迫下磷素对沟叶结缕草生长及 Na+和 K+含量的影响 草业学报 

蒋乔峰，陈静波，宗俊勤，李珊，褚晓晴，郭海林，刘建秀 NaCl 胁迫下不同磷浓度对沟叶结缕草生长及光合特性的影响 草地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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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俊勤，高艳芝，陈静波，聂东阳，刘建秀 荻不同资源种子萌发期抗盐性评价 草地学报 

宋春凤，刘玉龙 川明参花后果实发育过程中解剖结构的变化 植物研究 

叶康，刘启新，邓懋彬，褚晓芳 江苏省维管植物分布新记录（五）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董振国，刘启新，胡 君，邓懋彬，熊豫宁 中国大陆归化植物新记录 广西植物 

张勇，刘启新，王利松，舒璞，宋春凤 伞形科棱子芹属花粉形态特征及其演化意义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胡君，刘启新，吴宝成，熊豫宁，卞桂兰 江苏海州湾沿海沙滩植被的种类组成与群落变化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汪琼，徐增莱，吕晔 微波消解 ICP-MS 法测定冬虫夏草中 30 种无机元素的含量 江苏农业科学 

韦敏，汝文文，吕晔 衰老情况下大鼠卵巢及子宫组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系统基因的表达变化 江苏农业科学 

汝文文，韦敏，吕晔 宁心红杞胶囊有效部位指纹图谱归属分析 时珍国医国药 

汝文文，汪光林，韦敏，吕晔 宁心红杞胶囊含药血清指纹图谱研究 中药材 

缪启新 探讨科学事业单位无形资产的核算 行政事业资产与账务 

汤诗杰，郑玉红，汤庚国 基于 RAPD 标记的 5 个南京 椴居群遗传多样性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王奇志，刘敏，陈雨，孙浩，赵友谊，王鸣，冯煦 海滨木槿不同部位提取物的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 食品科技 

管福琴，刘敏，单宇，陈雨，赵友谊，王鸣，孙浩，冯煦 灰毡毛忍冬中五环三萜类化合物的抗氧化活性研究 时珍国医国药 

管福琴，单宇，赵友谊，王奇志，王鸣，孙浩，陈雨，印敏 海蓬子属植物药理活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中国药理学通报 

师琪，单宇，管福琴，陈雨，赵友谊，王鸣，冯煦 北美海蓬子总皂苷提取工艺研究 食品科技 

师琪，管福琴，孙浩，赵友谊，王鸣，冯煦，单宇 小麦麸皮总黄酮苷抗肿瘤作用及初步的机制研究 食品科技 

陈 雨，王奇志，冯煦 忍冬属植物三萜皂苷类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中草药 

黄海波，王新为，边巴次仁，冯煦，张樱山，王鸣，王奇志 藏药“左太”的化学成分分析 中药材 

黄海波，王奇志，王新为，冯煦，孙浩，李文雅，王鸣 藏药“左太”的研究进展 中国中药杂志 

赵友谊，王奇志，张建华，冯煦，王鸣 正交试验法优化朝鲜蓟中总酚酸的提取工艺 食品研究与开发 

胡淑英，张春红， 王小敏，黄涛，吴文龙，李维林 cDNA-AFLP 技术在植物耐盐基因鉴定上的应用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 

胡淑英，张春红， 王小敏，吴文龙，李维林 滨梅组培苗玻璃化成因及其克服技术研究 中国南方果树 

张春红，胡淑英，王小敏，闾连飞，吴文龙，李维林 滨梅 2 个肌动蛋白 cDNA 片段的克隆与表达 生物技术 

张春红，吴文龙，王小敏，胡淑英，闾连飞，李维林 黑莓“宝森”及其芽变品种“宁植 1 号”皮刺的比较鉴定 北方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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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红，汤飞云， 王小敏，闾连飞，吴文龙，李维林 不同黑莓品种果实形态和硬度分析及其解剖结构和微形态特征观察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王小敏，吴文龙，李维林，张春红，胡淑英 耐盐果树滨梅的特性与栽培技术 山东农业科学 

王小敏，吴文龙，李维林，张春红，胡淑英 黑莓花粉含水量与贮藏特性的研究 江西农业学报 

赵慧芳，吴文龙，闾连飞，李维林 黑莓果实的抗氧化活性研究 食品工业科技 

赵慧芳，吴文龙，闾连飞，李维林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多酚类物质的变化规律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赵慧芳，吴文龙，姚蓓，闾连飞，方亮，李维林 黑莓复合果汁的研制 食品与机械 

赵慧芳，吴文龙，闾连飞，方亮 黑莓果浆酶解工艺研究 食品工业 

吴文龙，闾连飞，李维林， 王小敏，张春红，胡淑英 黑莓品种间杂交及与野生悬钩子种间杂交初步研究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吴文龙，张春红， 王小敏，胡淑英，闾连飞，李维林 黑莓杂交后代单株主要生长及结果性状的变异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李永荣，李晓储，吴文龙，翟敏，郭忠仁 66 个薄壳山核桃实生单株果实性状变异选择研究 林业科学研究 

汤飞云，方亮， 王小敏，王鲁北，胡淑英，李维林 激素对‘Kiowa’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山东农业科学 

汤飞云，方亮，陈剑，吕寒，吴文龙，李维林 HPLC 法测定黑莓种子中维生素 E 的含量 食品工业 

汤飞云，方亮， 王小敏，张春红，胡淑英，李维林 培养基成分对黑莓‘Kiowa’叶片和叶柄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江苏农业科学 

黄涛， 王小敏，张春红，吴文龙，李维林 李亚科几种经济植物的抗性研究进展 江西农业学报 

朱 泓，王一明，林先贵 豆制品废渣发酵液对青菜种子萌发及植株生长的影响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朱 泓，赵慧芳，吴文龙，李维林 黑莓、蓝莓冻干粉的抑菌抗炎活性研究 现代食品科技 

朱 泓，王一明，林先贵 高温蛋白酶生产菌 BY25 不同培养基下产酶差异研究 土 壤 

郑超，徐晟， 夏冰，郑玉红，贺佳，彭峰，汪仁 三种抗氧化剂对曼地亚红豆杉愈伤组织褐化及相关物质含量的影响 植物生理学报 

郑超，别庆玲，夏冰，彭峰，汪仁，郑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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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汪仁，彭峰，何树兰，郑玉红 盐胁迫下北美海蓬子 cDNA 文库的构建及耐盐相关基因的表达分析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 

汪琼，姚青菊，徐增莱，胡建国，杨传书 基于 ISSR 和 RAPD 标记的四个夏蜡梅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广西植物 

莫正海，张计育，宣继萍，贾晓东，郭忠仁 植物花发育调控基因的研究与应用 北方园艺 

莫正海，张计育，翟敏，宣继萍，贾晓东，郭忠仁 薄壳山核桃在南京的开花物候期观察和比较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贾晓东，王婵，莫正海，李永荣，郭忠仁，乔玉山 美国山核桃与浙江山核桃果实品质的比较研究 天津农业科学 

张计育，渠慎春，乔玉山，章 镇，郭忠仁 湖北海棠类甜蛋白 MhPR5 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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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计育，郭忠仁 低温诱导湖北海棠病程相关蛋白基因家族 MhPRs 的表达 上海农业学报 

张计育，莫正海，宣继萍，贾晓东，刘永芝，郭忠仁 猕猴桃果肉颜色相关色素代谢研究进展 中国农学通报 

张计育，莫正海，刘永芝，郭忠仁 不同储藏温度对猕猴桃果实后熟过程中品质的影响 江苏农业科学 

王涛，贾晓东，刘永芝，宣继萍，贾展慧，郭忠仁 盐胁迫对松果菊生长及其菊苣酸含量的影响 中国农学通报 

莫正海，张计育，翟 敏，贾晓东，宣继萍，李永荣，郭忠仁 薄壳山核桃 MADS-box 基因保守片段的克隆与序列分析 南方农业学报 

李永荣，张计育，翟 敏，郭忠仁 薄壳山核桃冬季休眠接穗夏季嫁接的‘∠’型插皮接技术 中国南方果树 

郑焕，张计育，王新卫，章 镇，季晨飞，陶建敏 葡萄雄性不育相关基因 VvMS2 的克隆及表达分析 中国农业科学 

罗昌国，渠慎春，张计育，王三红，乔玉山，张仕杰，刘丹，章镇 湖北海棠 MhWRKY40b 在几种胁迫下的表达分析 园艺学报 

罗昌国，乔玉山，渠慎春，张计育，王三红，王宏，刘丹，章镇 湖北海棠 MhWRKY42 基因克隆及表达分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张祝丽，於虹，刘梦华，姜燕琴 细胞分裂素种类及添加量对蓝浆果叶片离体再生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张祝丽，姜燕琴，於虹 不同培养条件对蓝浆果叶片不定芽再生的影响 北方园艺 

华建峰，林先贵，蒋倩，张华勇，陈茜，殷云龙 砷矿区农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代谢多样性 应用生态学报 

熊豫武，周冬琴，张垂胜，於朝广，殷云龙 墨西哥柏嫩枝扦插繁殖试验 江苏农业科学 

徐建华，胡李娟，殷云龙，於朝广，华建峰，徐和宝 不同栽培基质对 4 个杂交墨西哥落羽杉无性系扦插苗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亓白岩，殷云龙，於朝广，舒璞 木兰科含笑属 8 种植物叶片解剖结构性状与抗寒性的关系 江苏农业科学 

杜丽娟，华建峰，周冬琴，芦治国，殷云龙 混合盐胁迫对几种绿化常用灌木生长及相关生理指标的影响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郁连红，姚青菊，孟静，杨军 饲料添加中药材替代抗生素的养鸡效果观察 畜牧与兽医 

郁连红，杨军，姚青菊 土壤施硼、锌、锰肥对多花黄精药材产量及药效成分含量的影响 江苏农业科学 

 

4. 非核心期刊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佟金凤，张明霞，惠红 科技期刊要在编辑队伍建设上下功夫 期刊改革与进步 

陆军，黄晶晶，郑绯，徐伟 恩替卡韦口腔崩解片的制备及质量研究 天津药学 

钱学射，张卫明，金久宁，黄晶晶，张广伦 油茶的栽培种植与采收加工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宋春凤，吴宝成，胡君，董振国，刘启新 江苏野生珊瑚菜生存现状及其灭绝原因探析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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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凤，刘启新，周义峰 濒危植物珊瑚菜果实形态和解剖结构观察 安徽农业科学 

吴宝成，冯煦，顾红梅，王鸣，赵友谊，张建华 栽培因子对江苏杭白芷产量和香豆素成分含量的影响 安徽农业科学 

李云龙 观干新优树种——屋久岛紫薇 园林植物 

王伟 水仙创意雕刻与养护 生命世界 

林丽萍，梁敬钰 毛冬青中有效成分的分离及其对两种主要口腔致病菌的抑制作用 药物评价研究 

李英，吕晔 红豆杉中抗氧化活性成分的研究进展 海峡药学 

严冬琴，陈志鹏 浅谈植物园游客感知价值模型的构建——以南京中山植物园为例 绿色科技 

李梅 先天下而春的梅花 七彩语文画刊 

李梅 娇小玲珑的迎春花 七彩语文画刊 

刘文娟，陈雨，马鑫，冯煦，梁敬钰 灰毡毛忍冬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赵友谊，孙浩，王鸣，冯煦 HPLC 法同时测定江苏引种白芷中 5个香豆素的含量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袁昌齐，肖正春，印敏 值得重视的几种非洲植物药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王鸣，孙浩，冯煦，顾红梅，张建华 RP-HPLC 测定杭白芷不同部位 5种香豆素的含量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王意成 江苏地区耐热性园林植物的选择和应用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鸟类的盛宴-冬季挂果植物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适宜江苏地区推广应用的新颖、多彩草本地被植物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美丽的树皮-城市园林中一道别样的景致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球根花卉的栽培及其在园林中的应用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藤本花卉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养花月历：马蹄莲、石斛兰、鹤望兰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冬季庭院中的红色观果植物（上）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冬季庭院中的红色观果植物（下）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养花月历：黄水仙、春兰、一品红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养花月历：风信子、卡特兰、三色堇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养花月历：紫罗兰、番红花、牡丹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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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意成 养花月历：天竺葵、麦秆菊、月季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养花月历：香石竹、丽穗凤梨、倒挂金钟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养花月历：半支莲、沙漠玫瑰、令箭荷花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养花月历：三角花、百日菊、金银花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养花月历：白鹤芋、龙船花、铁线莲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养花月历：非洲凤仙、波斯菊、立金花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王意成 养花月历：常绿杜鹃、非洲堇 花木盆景-花卉园艺 

吴文龙，闾连飞，李维林，赵慧芳，王小敏 ‘卡伊娃’黑莓性状表现与栽培技术要点 落叶果树 

诸彩凤，闾连飞 适宜南方种植的兔眼蓝莓高效栽培技术 农技服务 

贾晓东，黄钢，王涛，张计育，刘永芝，郭忠仁 澳大利亚特有植物资源和植物园及其对中国植物园建设的启示 现代农业科技 

张计育，翟敏，郭忠仁，李永荣 薄壳山核桃生产果园间作石蒜属植物栽培模式与前景分析 农业科技通讯 

李永荣，翟敏，郭忠仁，张计育 薄壳山核桃种子晚冬早春高温催芽技术 中国园艺文摘 

李永荣，张计育，刘永芝，郭忠仁 南京地区薄壳山核桃高效嫁接育苗技术 现代农业科技 

闵建勇，朱雷雷，袁志强，殷云龙，徐建华 204 国道江苏段绿化与景观概略设计 华东公路 

芦治国，殷云龙 江苏乡土安息香科观赏树木资源引种保育及开发利用 现代农业科技 

闵剑勇，赵伟，宋国森，殷云龙，杜丽娟，徐建华 江苏临海高等级公路绿化种植试验 华东公路 

芦治国，於朝广，殷云龙 天竺桂耐寒良种容器苗商品化培育方法 现代农业科技 

於虹，贺善安 世界的蓝莓产业和研究现状 落叶果树 

燕斌，吉旸 基于电力线载波的养殖场环境监控终端设计 现代农业科技 

宋正达，陈梅香，顾永华，耿蕾 睡布袋播种育苗技术 安徽农业科学 

任全进，于金平 香草及其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江苏风景园林 

任全进，于金平，倪学军 城市园林绿地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自衍花卉 江苏风景园林 

任全进 美国植物园掠影 江苏风景园林 

沈士华，任全进，骆樟泽 鸢尾爱情主题公园的创意选择 江苏风景园林 

孙起梦，刘兴剑 新优蕨类的观赏特性及园林应用 Garden 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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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正达，朱洪武，陈梅香 室内大厅立体绿化的植物材料及基质的选择 绿色科技 

5．专（编）著 

书  名 出版社 著（编）者 

PLANTS OF CHINA、a companion to the Flora of China 北京科技出版社  Hong De-Yuan、Stephen Blackmore、He Shan-An  

插花造型艺术 东南大学出版社 王伟 

江苏植物志（第二卷）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启新、徐增莱、汪庆、褚晓芳、顾子霞、熊豫宁、

邓懋彬、姚凎、惠红、王年鹤、等 

中国生物学古籍题录 云南教育出版社 徐增莱、汪琼、吕春朝 杨云珊 

世界植物药 东南大学出版社 袁昌齐、肖正春、单宇、印敏、贾晓东 

草坪地被景观设计与应用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谭继清、刘建秀、谭志坚 

灵验方药（“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精品项目） 江苏电子音像出版社 马红、费玲、吕晔、韦敏、等 

花儿也会变脸 人民邮电出版社 李梅、吴宝成、耿茂林 

健康花草轻松养 电子工业出版社 王意成 

花草树木图鉴大全 江苏科技出版社 王意成 

家养花卉栽培图鉴 江苏科技出版社 王意成 

兰花名品新品鉴赏与栽培 江苏科技出版社 王意成 

700 种多肉植物原色图鉴 江苏科技出版社 王意成 

健康花草四季养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顾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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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及授权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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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白子菜蛋白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ZL 201210200767.X 任冰如，李维林，陈剑，马丽，吴菊兰，吕寒，梁呈元 

一种红凤菜蛋白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ZL 201210200771.6 李维林，任冰如，马丽，梁呈元，吴菊兰，陈剑，吕寒 

一种复合饮料及其应用 ZL 201210234312.X 马丽，赵慧芳，吴文龙，李维林 

一种金边埃比胡颓子的无性繁殖方法 ZL 201110451356.3 王宜森，陆小清，李乃伟 

紫花前胡素作为农业杀虫剂的用途 ZL 201110050081.2 宋萍萍，吕晔，王年鹤 

补骨脂素作为农业杀菌剂或杀虫剂的用途 ZL 201110050088.4 宋萍萍，吕晔，王年鹤 

一种抗卵巢功能衰退中药黄酮提取物、制备方法及用途 ZL 201210390319.0 吕晔，韦敏，马红 

梓醇在制备抗卵巢衰老药物中的应用 ZL 201210239357.6 韦敏，吕晔，马红 

一种山药多糖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ZL 200910183003.2 
潘福生，张宗和，庞自洁，黄嘉玲，夏冰，徐浩，杨如同，秦清，赵爱明，

陶林 

一种鲜山药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ZL 200910181879.3 
潘福生，张宗和，庞自洁，黄嘉玲，夏冰，徐浩，杨如同，秦清，赵爱明，

陶林 

一种蟆叶秋海棠叶片离体再生体系建立的方法 ZL 201210230779.7 宣继萍，郭忠仁，徐菲，刘永芝，贾晓东 

一种树型金银花高效栽培方法 ZL 201210144460.2 贾晓东，郭忠仁，周义峰，王涛，王连军，陈广军 

一种促进当年生薄壳山核桃种子苗侧根发生的方法 ZL 201210351736.4 翟敏，张计育，宣继萍，贾晓东，刘永芝，李永荣，郭忠仁 

一种薄壳山核桃种子晚冬早春催芽的方法 ZL 201210351615.X 李永荣，郭忠仁，张计育，翟敏，宣继萍，贾晓东，刘永芝 

耐寒天竺桂种质容器苗商品化培育方法 ZL 201210046344.7 芦治国，殷云龙，周冬琴，於朝广，熊豫武，杜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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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认定、审（鉴）定品种 

名 称 审（鉴）定机构 选育人 

‘Barening’高羊茅 OECD(欧盟)登录 Barenbrug Group，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莫克’薄壳山核桃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耿国民 

‘黄金甲’鸢尾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原海燕，黄苏珍，顾春笋，佟海英 

‘幻舞’鸢尾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黄苏珍，顾春笋，原海燕，佟海英 

中山杉 9 号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陈永辉，陆小清，李云龙，李乃伟，王传永，蔡小龙，王伟 

‘金边’胡颓子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陆小清，李乃伟，李云龙，王传永，蔡小龙 

‘金心’胡颓子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陆小清，李乃伟，李云龙，王传永，蔡小龙 

‘三冠王’黑莓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吴文龙，李维林，闾连飞，张春红，王小敏，赵慧芳 

‘新派菲特’彩色马蹄莲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鉴定委员会 郑玉红，华小平，陆波，葛徐芳，彭峰，夏冰 

中山杉 407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 殷云龙，於朝广，徐建华，徐和宝，华建峰，芦治国 

‘兔眼越桔’蓝莓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於虹，姜燕琴，曾其龙，韦继光，王传永，吴文龙，顾姻，贺善安 

‘橙红荷包’蒲包花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鉴定委员会 潘春屏，顾永华，颜桂龙，李娟，李晓敏，郑玉红，刘科伟，苏杰 

‘黄荷包’蒲包花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鉴定委员会 潘春屏，顾永华，颜桂龙，李娟，李晓敏，郑玉红，刘科伟，苏杰 

‘深红荷包’蒲包花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鉴定委员会 潘春屏，顾永华，颜桂龙，李娟，李晓敏，郑玉红，刘科伟，苏杰 

‘小丑’蒲包花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鉴定委员会 潘春屏，顾永华，颜桂龙，李娟，李晓敏，郑玉红，刘科伟，苏杰 

‘橙色年代’花毛茛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鉴定委员会 潘春屏，顾永华，颜桂龙，李娟，李晓敏，郑玉红，刘科伟，苏杰 

‘妖姬’花毛茛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鉴定委员会 潘春屏，顾永华，颜桂龙，李娟，李晓敏，郑玉红，刘科伟，苏杰 

 

3．标准 

标准等级 标准名称 认定机构 编 号 制定人 

地方标准 中山杉造林技术规程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DB32/T2341-2013 於朝广，殷云龙，徐建华，徐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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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生导师简介 

姓 名 研究方向 招生方向 兼 职 

冯 煦  主要从事以水溶性化学成分及微量成分为重点的天然产物化学的基础研究、以有效

成分和有效部位为主的新药临床前研究、以环境因子与药用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之间

关系为主的药用植物资源研究，以及海滩盐生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与利用。 

天然产物化学  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 

郭忠仁  先后从事桃育种研究，桃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鉴定、利用研究；全国李、杏种

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利用研究；杜鹃花、槭树、壳斗科等园林植物资源的收集、

选育、研究和利用等工作。 

观赏园艺与园林植

物，植物引种与驯

化 

 

杭悦宇  主要从事植物系统分类与演化、植物分子进化、药用植物资源学、道地药材分子鉴

定等研究。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薯蓣科系统分类、分子进化、分子地理学、传粉生

物学、繁育生物学等；十字花科拟南芥属和南芥属的细胞生物学、分子地理学研究；

江苏重要的道地药材分子鉴别体系研究；适应低山丘陵生长的草本能源植物的研究

及产业化。 

药用植物学，植物

分类与生态 
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 

黄苏珍  主要从事观赏（鸢尾属）及经济（甜菊属）植物种质资源保存、评价、品种选育及

利用研究。 
观赏园艺与园林植

物 
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 

李 亚  主要从事植物资源学研究。目前主要研究内容为优异观赏、药用和能源植物资源的

保存、评价、种质创新及开发利用；园林植物育种和栽培技术；外来入侵植物的入

侵机制和风险评估研究等。 

观赏园艺与园林植

物 
 

李维林  主要从事经济植物引种驯化、药用植物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天然产物化学。目前

主要开展黑莓育种、栽培与加工，薄荷资源评价和育种，抗糖尿病植物资源评价及

中药新药开发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植物引种驯化与利

用，天然产物化学，

药用植物学 

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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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呈元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评价、新品种选育及开发利用等研究。  药用植物学   

刘建秀  主要从事草坪草种质资源的综合评价和遗传改良研究，同时开展观赏草、牧草、能

源草等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观赏园艺与园林植

物 
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 

刘启新  主要从事植物的系统演化研究（主攻伞形科分类群）和标本馆的管理与研究，同时

参与植物资源学和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植物分类与生态  

吕 晔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目前重点研究领域有卵巢活性药物

的研究开发与植物源杀虫剂的开发利用研究。 
药用植物学   

彭 峰  主要从事观赏植物和植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目前主要进行红豆杉、石蒜植物

资源和观赏植物方面的研究。 
观赏园艺与园林植

物 
 

任冰如  主要从事经济和药用植物资源的评价和开发利用。  天然产物化学   

孙 视  主要从事植物次生代谢及其代谢物的开发利用研究。目前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植物

活性成分提取分离、(不对称)合成，活性成分积累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次生产物的

分布及演化规律。 

天然产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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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仁  主要从事药用、观赏植物功能基因以及转基因等方面的研究。目前研究方向主要包

括石蒜药用次生代谢物合成途径中基因的克隆与功能分析；石蒜抗病虫、耐旱基因

的克隆与功能分析；利用基因工程方法改良药物生产工艺的研究；大麻育性、抗旱

性及脱毒转基因技术研究；茉莉抗寒转基因技术研究。 

药用植物学   

王年鹤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的分类、化学成分分析及其综合利用的研究。  药用植物学 

夏 冰  主要从事观赏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目前主要开展药用植物次生代谢基因克隆及

工程菌基因重组，石蒜新品种选育和花期调控。 
药用植物学， 
观赏园艺与园林植

物 

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 

徐增莱  主要从事植物资源学及药用植物的开发利用，薯蓣科与大戟科分类、以及生药学、

本草学和民族植物学等研究 
药用植物学   

姚东瑞 主要研究方向为观赏园艺与园林植物，目前主要从事水生植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

用 
观赏园艺与园林植

物 
南京农业大学海洋生物学硕士生

导师，中国矿业大学环境生物学博

士生导师 

殷云龙  主要从事重要林木资源与观赏植物的选育、国土绿化与景观规划、生态环境监测与

保护等方面的研究。 
观赏园艺与园林植

物 
南京林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 

於 虹  主要从事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包括蓝浆果的引种、栽培、加工和推广等研究工作。 植物引种驯化与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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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事记 

1 月 

14 日，所（园）召开 2012 年度项目组工作交流报告会。 

17 日，民盟支部被民盟江苏省委授予“基层组织考核达标单位”以及“2012 年度社会服务工作

先进基层组织”光荣称号。 

21 日，夏冰书记出席中国科学院 2013 年度工作会议。 

22 日，所（园）参加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召开的“2012 年科研、院地合作及科普工作交流会”。 

25 日，所（园）召开新闻媒体记者 2013 新春座谈会。在宁的新闻主流媒体江苏电视台、南

京电视台、十八频道、江苏卫视教育频道、南京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南

京晨报、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 20 名记者代表参加座谈会。 

30 日，植物园在春节来临之际举办“蛇植物”展。 

30 日，所（园）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民盟、九三、民革基层组织负责人及在所（园）的

农工江苏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等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在所（园）工作的各级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 

31 日，所（园）举行 2012 年度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暨迎新春联谊会。 

是月，我所以开展“落羽杉属种质资源引种及开发利用”的研究项目被命名为“江苏省引进国

外智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2 月 

16—17 日，所（园）召开 2013 年工作会议。 

25 日，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周光宏、副校长丁艳锋应邀来所（园）考察交流，南农大校长办

公室、科学研究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园艺学院和草业学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及专家随行

考察和交流。 

26 日，我所组织召开 2013 年度科研及科技开发工作会议 

26 日，《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荣获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报刊奖”。 

27 日，所（园）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3 月 

1—7 日，庄娱乐所长、植物景观与生态工程研究中心殷云龙主任、芦治国一行应墨西哥树

木保护基金会主席 Teobaldo Eguiluz 博士邀请，对墨西哥植物资源和植物园建设现状进行了

考察。同行的还有美国奥斯汀州立大学树木园主任 David Creech 教授、亚拉巴马州中心植物

园主任 Todd Lasseigne 博士和美国公园协会植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负责人 Mark Weathington 博

士。考察团先后访问了墨西哥哇哈卡州的（Oaxaca）艾特诺植物园、哈拉普州（Xalapa）植

物园、墨西哥联合国立大学（UNAM）植物园，并重点调查了墨西哥落羽杉的资源分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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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状况。 

8 日，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王翔副厅长来我所（园）调研。 

14 日，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新任局长、南京市园林局局长黄辉来所（园）走访。 

15 日，由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营业部冠名赞助的“2013 欧洲花卉展”开幕。 

20 日，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秘书长 Sara Oldfield 女士向我园发来贺信，祝贺我园

成为 新版《植物园保护国际议程》（International Agenda for Botanic Garden in Conservation）

注册成员，并向我园颁发了证书。 

21 日，庄娱乐所长出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3 年分支机构工作会议，挂靠我所的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业委员会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5A 级社团授牌。 

26 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主席黄孟复先生考察植物园。江苏

省工商联副主席何昌林、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王建华等陪同考察。所（园）党委书记夏冰、副

所长姚东瑞等热情接待。 

28 日，由我所植物景观与生态工程研究中心作为技术支持的“三峡库区消落带造林工程”项

目评估交流会在重庆万州召开。中山杉应用于三峡库区消落带治理取得重大进展。 

31 日，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李志成行长、南京分行王春林行长等来所（园）调研欧洲

花卉展情况，庄娱乐所长、姚东瑞副所长等热情接待。 

 

4 月 

8 日，“全省植物园建设管理与发展座谈会”在我所（园）召开，会议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风景园林处主持。庄娱乐所长、郭忠仁副所长等出席会议；无锡、徐州、常州、苏州、

南通、盐城、扬州等城市的园林局负责人参加会议。 

10 日，所（园）举行党员大会，专题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所党委委员李维林和姚东瑞副

所长作主题报告 

12 日，所（园）举行植物园综合管理标准化建设工作动员大会。 

12 日，植物园举行第四届野菜展。 

19 日，省政府副秘书长肖泉、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马树生来所（园）

考察。庄娱乐所长、郭忠仁副所长等热情接待。 

22 日，我所观赏植物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参加在上海召开的“2013 中国（国际）生物质能源

与生物质利用高峰论坛”。 

23 日，德国马普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 Christian Griesinger 教授来所药研中心交流。 

23 日，所（园）举行年度重点工作进展情况通报会。 

24—29 日，我所观赏中心刘建秀研究员、郭海林副研究员应国际知名草业公司荷兰皇家百

绿集团（Royal Barenbrug Group）董事、全球研发中心主任 Stefan der Heijden 的邀请，在百

绿集团中国公司总经理陈谷先生的陪同下，访问了百绿集团荷兰总部，就合作开发狗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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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羊茅等草坪草优良品系以及建立百绿集团中国育种试验站的事宜进行洽谈。 

26 日，“玄武区 2013 年地区学协会暨科普基地工作座谈会” 在我所（园）召开。 

27 日，应中国花卉协会邀请，我所庄娱乐所长、郭忠仁副所长等赴河南省南阳市参加月季

文化节活动。 

 

5 月 

6 日，中国甜菊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甜菊协会副理事长、我所观赏植

物研究中心副主任黄苏珍研究员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中国甜菊糖产业低谷时期引发的思

考”的大会报告。黄苏珍研究员再次当选中国甜菊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和农业专业委

员会主任。 

6 日，江苏省水利厅组织有关专家对我所承担的“河道植物防护结合岸带植物群落恢复与提

升”项目进行了验收。 

6—9 日，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技术培训班在广州召开，我所喜获第一批国家草品种区域试

验站授牌。作为全国 6 个开展国家草坪草、观赏草区域试验站点之一，我所具体负责华东地

区草坪草、观赏草等的区域试验。 

8 日，我所庄娱乐所长应邀出席沭阳县“五方挂钩”帮扶协调小组工作会议。 

12 日，江苏省科技厅产学研处组织相关专家对我所承担的“治疗糖尿病中药 5 类新药 EJA 的

临床前研究”、“白芷香豆素类成分的形成以及调控研究”和“黑莓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

中试”三个产学研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进行了验收。 

14 日下午，省政协何权副主席、省政府朱步楼副秘书长、省财政厅江建平副厅长、省科技

厅蒋跃建副厅长一行来所（园）考察指导工作。 

16—17 日，我所观赏植物研究中心相关专家参加“第二届上海辰山国际植物园研讨会”。 

18—25 日，为迎接“中科院第九届公众科学日”、“江苏省第 25 届科普宣传周”和“国际生物多

样性保护日”，我所（园）开展了一系列科普活动，主要有入侵植物展、科普讲座、“保护植

物多样性，绿色环保骑行”、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苏省第二十五届科普周主场活动等。 

18 日，我所研究生党支部、研究生会组织 30 多名在读研究生开展科普进园林“科学养花赏

花”主题实践活动。 

18 日，我所观赏植物研究中心相关科研人员参加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 

19 日，第 25 届江苏省科普宣传周开幕，我园入选江苏省科普旅游线路景点。 

20 日，由玄武区联合城东 10 多家高校院所主办的“紫金常春藤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在南

京理工大学举行，我所杨虹、何铁林、汤飞云组成的创业小队获三等奖。 

22 日，江苏省委组织部考核组单建鸣组长一行来我所（园），考核检查 2010—2012 文明单

位创建和党组织开展“四有”目标管理工作。 

23 日，中科院上海药物所郭跃伟研究员来所交流，并作题为“海洋生物——创新药物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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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术报告。 

 

6 月 

4 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东海区淤进型海涂高效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中期考察推进会

在江苏省大丰市盐土大地科技园举行。专家组考察了我所承担的“重度盐碱地耐盐草坪草品

种筛选、轻简化栽培技术及示范推广” 项目。 

6 日，中国植物园联盟建设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我园当选中国植物园联盟理事单位，庄娱乐

研究员当选为联盟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贺善安研究员当选为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8 日，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邱晓晖所长、管齐扬副所长及部分科室负责人来我所（园）

考察交流。 

17 日，我所研究生应邀参加南京林化所举办的研究生学术论坛。 

21 日，我所参加了由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的生物农业产业推进会，并与南京白马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就共同建设中国（南京）生物农业谷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24 日，我所参加了由常州市科技局、常州市农委组织的“2013 年常州市农业产学研合作签约

暨成果发布会” 

是月，我所选育的国产抗逆优质草坪草狗牙根新品种成功实现全球转让。我所草坪课题组与

国际知名跨国种业集团公司——皇家百绿集团公司（Royal Barenbrug Group）美国公司签订

了自主培育的国产抗逆优质草坪草狗牙根新品种 C291 的全球生产销售权的转让协议。 

 

7 月 

1 日，所（园）举行老同志座谈会、全体党员大会、新党员入党宣誓、专题报告会等系列活

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2 周年。所党委委员、副所长郭忠仁作了题为“从生态园林城市建

设看植物园的重要性”的主题报告。 

5 日，我所举行 2013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5—6 日，所（园）园景园艺部派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由中国植物园联盟组织的“中国植物园

数据信息平台建设研讨会。 

10—19 日，我所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杭悦宇研究员、孙小芹副研究员赴美国纽

约参加第五届国际单子叶植物大会，并在薯蓣科分会作专题报告。期间，还访问了纽约植物

园、芝加哥大学生态与进化学学院、南加州大学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相关实验室。 

8 日，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植物系和生物技术中心教授李义博士应邀在我所作了题为“作物育

种：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的学术报告， 

11 日，南京农业大学新任党委书记左惟率党委办公室、研究生院赴我所（园）考察交流。 

14—18 日，我所观赏植物研究中心刘建秀研究员应邀参加了由国际草坪学会（ITS）和中国

草学会（CGS）主办，北京林业大学草坪研究所承办“第十二届国际草坪学术大会”，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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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 篇论文进行交流。刘建秀研究员还访问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并与相关研究组进行

了学术交流。 

15 日，挂县强农富民工程项目“蓝莓品种及高效栽培技术示范”课题组於虹研究员邀请南京

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植物营养学专家沈振国教授和郑录庆教授走访了项目对接村（企）

的蓝莓种植地。 

15 日，由我园与扬子晚报社联合举办、江苏省植物学会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环境与多

样性专业委员会协办的 2013 年 “植物王国之旅，科技夏令营”第一期顺利开营， 

18 日，由中科院行政管理局科学文化传播中心组织的“科学考察夏令营——红色之旅”在我

园开展科普活动。 

18 日，所（园）召开上半年工作交流会。 

20—23 日，经济植物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参加了在山西汾阳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核桃大会。 

22 日，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苏北计划出征仪式在我所（园）隆重举行。江苏省

人民政府许津荣副省长出席活动仪式并发表了讲话。省委组织部、教育厅、财政厅、人社厅

和省公务员局等部门领导参加了活动。庄娱乐所长等陪同许省长一行参观了植物园相关专类

园区，许省长等领导听取了我所（园）在植物资源收集、保护、引种驯化、成果推广、科普

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对我所（园）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 

25—27 日，中国甜叶菊协会副理事长、农业专业委员会主任、我所观赏植物研究中心副主

任黄苏珍研究员出席中国甜叶菊协会行业标准全国培训会，并担任培训主讲教师。 

 

8 月 

13—15 日，我所观赏植物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参加中国园艺学会观赏园艺专业委员会 2013 年

学术年会。 

21 日，江苏省文物局公布我省首批文物保护单位开放等级评定结果，中山植物园被定为一

级开放单位。 

22—23 日，2013 年全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宁夏银川召开。我所庄娱乐所长、郭忠仁副所长

率科普旅游部、园景园艺部负责人等出席大会。我所贺善安研究员作了题为“植物园建设中

的历史传承”的大会报告，科普旅游部汤诗杰主任作了“文化旅游背景下的植物园旅游探讨—

以南京中山植物园为例”的分会报告。 

22 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乐事务经理邹振荣、丁家芬等一行四人来我所（园）

访问交流，就南京秤锤树赴港参加 2014 年香港花展事宜进行了讨论。 

23 日，南京市玄武区青少年“热爱科学、放飞梦想”科普夏令营活动在我园开展。 

 

9 月 

2 日，所（园）举行年度工作促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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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所（园）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7 日，我所（园）在第四届梁希科普奖的评选活动中荣获两个奖项：“植物王国之旅，科技

夏令营”获得梁希科普活动类奖，科普旅游部副主任李梅获得梁希科普人物奖。 

10 日，所（园）举行 2013 级硕士研究生开学典礼暨入学教育活动。 

11 日，中山陵园管理局纪委书记郎大东率该局办公室、综合、建设、园林、行政执法、纪

检监察和组织人事等部门负责人来所（园）走访交流。 

11 日，南京市农委主任方中友率总农艺师及科教处和综合处等负责人来所（园）交流。 

12 日，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中国项目负责人文香英女士来所（园）访问交流，郭

忠仁副所长、宇文扬副书记及科普旅游部、园景园艺部、学会等热情接待。 

13 日，我所（园）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林业科学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13—15 日，我所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主任杭悦宇研究员参加在上海辰山植物园

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研讨会，并在“生命条形码信息系统建设”专题组作报告。 

18 日，所（园）科普旅游部在南京市光华路街道银龙翠苑社区开展“送科普进社区”的活动。 

27 日，广东佛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胡羡聪所长、殷爱华高工来我所（园）考察交流。郭忠

仁副所长等接待交流。 

29 日，连云港市在南京举行推进新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暨政产学研用合作恳谈会。姚东瑞

副所长代表我所与淮海工学院签订“沿海滩涂耐盐植物资源评价与应用”的合作协议。 

30 日，所（园）举办“科研成果图文展”。 

 

10 月 

5 日，中科院南京分院、苏软人才培训中心和我所（园）共同举办“植物科考”科普活动。 

8—10 日，由我所协办的 2013 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在南京召开，我所组织科技人员参会，

并提交了多篇论文摘要与会交流。 

9 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召开 2013 年研究生招生总结大会暨 2014 年招生工作部署会议，我

所（园）招生管理工作在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14—16 日，中国植物学会第十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80 周年学术年会在江西南昌召开，我所

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中心、植物景观与生态工程研究中心、标本馆、学会等部门 10 位代

表参加了会议，并提交 8 篇论文摘要与会交流。夏冰研究员当选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8 日，我园举办的“菊灿秋韵”2013 年大型菊展开幕。 

18 日，所（园）举行“2013 年所（园）庆学术报告会”，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俞明亮研究员、

南京农业大学徐国华教授以及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张卫明研究员应邀作学术报告。 

19—27 日，庄娱乐所长、宇文扬副书记及经济植物研究中心、景观生态中心、标本馆、科

普旅游部等负责人一行 6 人，赴新西兰参加了第五届世界植物园大会（(the 5th Global Botanic 

Gardens Congress），并访问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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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皇家植物园（the Royal Botanic Garden, Sydney）。 

24 日，浙江台州市绿心生态区建设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副主任余方根一行来我所考察温室

建设经验，郭忠仁副所长等接待交流。 

25—26 日，我所科普旅游部负责人参加中科院 2013 年科普工作研讨会暨网络科普培训会。 

27 日，吉林省松原市政府孙治国副市长一行，在中科院长春分院科技处侯鹏副处长和南京

分院科技合作处尹睿处长陪同下，到我所就特种植物栽培进行调研。李维林副所长、科技开

发处李亚、蓝莓课题组曾其龙博士等接待交流。 

27 日—11 月 1 日，郭忠仁副所长率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行 5 人赴美国密苏里植物园(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及长木花园（Longwood Gardens）和布鲁克林植物园（Brooklyn Botanic 

Garden）进行交流学习。 

30 日，国家人社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副司长王瑞等领导和专家在江苏省人社厅刘小群副

厅长陪同下，来我所调研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实施情况，庄娱乐所长、宇文扬副书记等接待并

出席座谈会，我所（园）组织人事处和部分专家代表参加座谈。 

31 日，所（园）举行青年科研人员学术交流会。 

 

11 月 

4—5 日，庄娱乐所长出席在西安召开的 2013 年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年会暨学术论

坛，我所华建峰、孙小芹博士参加了学术论坛，并作学术交流报告。 

6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第 12 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我所被授予“落

羽杉属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8 日，按照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统一部署，所党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省委第十四

督导组组长华洪兴、副组长程光熙同志及督导组全体成员到会指导。 

9 日，我所姚东瑞副所长、办公室谈家东主任参加了由中科院科学传播局、植物园工委会、

植物园科普网络联盟联合主办，武汉植物园承办的第二届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名园名花展暨武

汉植物园菊花文化节启动仪式。 

9 日，我所和溧水农业局科教科、溧水创业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溧水县 2013 年秋季山栀技

术培训班”，我所专家吕晔、郑生智、汪琼分别为培训班授课。 

13 日，我所与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全面合作协议，确定合作建立“海滩

涂耐盐植物试验基地”。 

15 日，江苏省文明委举行“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表彰大会”，我所荣获“2010-2012 年

度江苏省文明单位”。 

16 日，江苏省政府公布 2012 年度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名单，我所夏冰研究员获“江

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20 日，所（园）举办为期一个月的 “我眼中的南京中山植物园”摄影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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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美国农业代表团及美国国家树木园有关专家在国家农业部国际交流中心、省农委外

事办等负责人陪同下来所访问交流。 

21 日，中国干旱区战略生物资源中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召开“伊犁植物园建设建议书汇报会”，我所庄娱乐所长、贺善安研究员应邀就伊犁

植物园建设参会研讨。 

22 日，美国国家树木园 Richard T. Olsen 教授在我所作学术报告。 

22 日，江苏省水利厅陶长生副厅长一行，到宜兴市横山水库对我所联合承担的科技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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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进展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12 月 

2 日，我所与山东寿光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在寿光鼎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设立

“盐土植物研发推广中心”。  

8 日，江苏省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陶长生率厅科技处、规计处、工管处、水资源处以

及水利工程建设局工务处等部门的负责同志，来我所（园）调研水利科学研究和示范应用情

况。庄娱乐所长、冯煦副所长、姚东瑞副所长以及科研管理处、科技开发处和景观生态中心

等负责同志参加接待交流。 

14 日，我所观赏中心科研人员参加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污染生态学学术研讨会并作学术

交流报告。 

20 日，庄娱乐所长出席江苏省经济工作会议。 

20 日，省科技厅在无锡组织召开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工作座谈会。所党委夏冰书记、科研

处刘建秀处长出席会议。 

20 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普部、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业委员会、生态与自然保护分会、

环境影响评价专业委会员、国家环境保护矿山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工作技术中心在我所召开

《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知识问答》图书条目内容专家讨论会。我所庄娱乐、刘启新、徐增莱、

刘建秀、殷云龙、李亚等专家参与该书的编写工作。 

20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2013 年“科技馆发展奖”获奖人员一行 20 余人来我所（园）交流。 

22 日，所（园）就绩效工资实施方案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23 日，所（园）设立“盐土植物研究重点实验室”，主要开展盐土植物资源的收集、评价和

开发利用等相关研究工作。 

25 日，美国普渡大学姜亦巍副教授来我所进行交流访问。 

26 日，我所承担的江苏省农业科技支撑项目“优良盆栽彩色马蹄莲抗病性品种选育”

（BE2009324）、“薄壳山核桃早实丰产优良配套品种的选育”（BE2010323）以及“优质耐盐

草坪草新品种持续育种及其建植养护技术研究”（BE2010309）通过验收。 

31 日，所（园）工会举行迎新年登山健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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