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第三轮通知 

重要提醒： 

1. 本轮通知与前两轮通知内容有冲突的地方以此轮通知为准。 

2. 欲申请西部困难地区免注册费的代表请尽快提交申请，申请截止日期：2014年 6月 30

日。免注册费的代表名单将于 2014年 7月 10日前在大会网站公布。 

3. 所有参会人员务必在网上注册（http://www.ncpb.net/2014），并关注网站“注册成功人

员信息表”。由于参会人员较多，会务组收到注册费后在网上确认“注册成功”，不单

独发送邮件。 

4. 网站注册后及时缴纳注册费，并切记在汇款上写清“单位及姓名”。 

5. 各位代表网上注册后请及时预订宾馆住宿，不用等“注册成功”确认。另外由于各宾馆

给的是协议价，所以预订宾馆时各宾馆要求预交一部分住宿押金，具体押金价格和各宾

馆账号见会议网站“住宿交通”栏目内容。 

为展现我国植物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促进科研人员、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

国植物学会、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中国作物学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植物生理与分子生

物学会联合组织【2014 年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这是国内植物生物学领域水平高、规模

大、影响深远的学术盛会。本次会议将于 2014年 9月 11日—14 日在河南开封召开。大会

将邀请植物生物学领域著名专家和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作学术报告、并提供充足的

墙报和最新科学仪器展示空间，为学术交流提供良好的平台。组委会诚挚欢迎国内外同行参

加本次大会。本次会议限额 700人，注册以收到注册费先后为序，额满为止。 

 

大会主题：植物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一、大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n 中国植物学会 

n 中国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会 

n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n 中国遗传学会 

n 中国作物学会 

承办单位： 

n 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理及分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n 河南大学 

http://www.ncpb.net/2014


协办单位： 

n 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河南大学） 

n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n 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n 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n 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n 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 

n 中国科学院植物分子生理学重点实验室 

n 河南省植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河南大学）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  席：许智宏、李家洋、武维华、宋纯鹏 

副主席：（按姓氏笔画排序） 

陈晓亚、孙大业、朱玉贤、邓兴旺、张启发、林鸿宣、朱健康 

学术委员会委员：种  康、巩志忠、何祖华、何奕騉、黄三文、黎  家、李  凝、刘耀光、

马  红、钱  前、瞿礼嘉、任海云、宋纯鹏、孙蒙祥、唐纪良、吴  平、薛红卫、杨维才、

张大兵、张立新、张宪省、左建儒、刘春明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宋纯鹏、瞿礼嘉 

副主任：刘春明、左建儒 

秘书长：瞿礼嘉 

成  员：巩志忠、左建儒、何祖华、陈  凡、杨淑华、毛  龙 

 

二、会议时间 

2014年 9月 11日—14日（周四—周日） 

 

三、会议地点 

河南省开封市中州国际饭店（开封市大梁路 9号） 



四、大会主要内容 

特邀大会报告专家（报告时间 30+10 min）： 

朱玉贤、韩斌、林鸿宣、马红、孙蒙祥、左建儒、万建民、戚益军、郭岩、张立新 

专题报告： 

大会设置 3个分会场 9个专题（报告时间 20+5）： 

专题一：植物发育生物学 

序号 姓名 单位 报告题目 
1.  白书农 北京大学 黄瓜单性花研究和植物性别分化 

2.  陈浩东 北京大学 The regulation of phytochrome-interacting factors 
stability during Arabidopsis seedling development 

3.  贺超英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酸浆属果实发育的分子基础 
4.  侯岁稳 兰州大学 PP1调控植物生长发育 
5.  倪中福 中国农业大学 玉米杂种优势形成的分子遗传机理解析 
6.  秦跟基 北京大学 TIE家族转录抑制因子调控拟南芥器官发育 
7.  谭保才 山东大学 玉米种子发育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8.  童依平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养分信号调控根系形态的分子机制 

9.  王  雷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Topless基因家族参与生物钟周期调控的分子机
理 

10.  谢旭亮 台湾大学 Integration of light and jasmonate signaling in 
Arabidopsis seedling development 

11.  叶  德 中国农业大学 拟南芥花粉管与助细胞互作调控精细胞释放的
分子遗传机制 

12.  张红生 南京农业大学 
A zinc finger transcriptional repressor regulates 
plant height and seed size by modulating 
gibberellin biosynthesis in rice 

13.  郑丙莲 复旦大学 siRNA-dependent ARID1 is required for sperm 
cell formation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专题二：植物细胞结构与功能 

14.  傅  缨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细胞中基于微管骨架的囊泡运输 

15.  黄善金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花粉微丝骨架动态转换调控机制的研究 

16.  姜里文 香港中文大学  

17.  孔照胜 中科院微生物学研究所 

The plant unique kinesin, KCBP, coordinat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microtubules and actin 
filaments during trichome development in 
Arabidopsis 

18.  毛同林 中国农业大学 
微管骨架参与乙烯介导的下胚轴生长的分子机

理 
19.  潘建伟 浙江师范大学 网格蛋白介导的细胞伸长与向光性 

20.  张  彦 山东农业大学 植物棕榈酰转移酶及膜蛋白的亚细胞靶向 

21.  周奕华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cellulose synthesis in 
rice 



专题三：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 

22.  程志军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水稻丝氨酸磷脂合成酶参与细胞壁形成物质的
运输 

23.  李  凝 香港科技大学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PTM proteomics in 
study of ethylene signaling 

24.  刘进元 清华大学 蛋白质组学分析揭示棉纤维伸长过程中的代谢
调控 

25.  罗  杰 华中农业大学 作物代谢组的遗传及生化基础研究 

26.  佘益民 
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

究中心 
Utilization of structural N-glycoproteomics to 
understand plant stress responses in Arabidopsis 

27.  石建新 上海交通大学 Metabolomic analysis of the cellular redox state in 
oxidative stressed rice anthers 

28.  汪迎春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Protein modification and photosynthesis 

29.  王晓武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白菜硫甙组分的分子改良 

专题四：植物激素信号转导 

30.  丁兆军 山东大学 生长素和其它信号互作调控植物根的可塑性生
长发育 

31.  傅向东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Control of plant growth and GA signaling 

32.  郭红卫 北京大学 乙烯信号转导和互作网络 

33.  焦雨铃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侧生分生组织发生的激素调控 

34.  李云海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Ubiquitin-mediated control of seed and organ size 
in plants 

35.  王学路 华中农业大学 Brassinosteroid and strigolactone signaling 
network and plant development 

36.  王永红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The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cascade 
regulates shoot development by targeting polar 
auxin transport carriers 

37.  徐华强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Structural mechanisms and drug discovery of 
plant hormone signaling 

38.  徐通达 
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

究中心 
Cell surface based auxin signaling in regulating 
cell expansion 

39.  余迪求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拟南芥WRKY57调控植物激素 JA和 Auxin信
号通路间的交互 

40.  赵  忠 中国科技大学 The balance control of hormones in plant 
stem-cell 

专题五：生物逆境 

41.  柴继杰 清华大学 植物免疫受体激酶识别配体与激活的结构基础 
42.  李  毅 北京大学 水稻抗病毒研究 
43.  刘树生 浙江大学 植物介导的双生病毒与媒介昆虫互作 

44.  刘玉乐 清华大学 Plant bax inhibitor-1 interacts with beclin1 to 
regulate autophagy and programmed cell death 

45.  沈前华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Plant miRNAs-mediated regulation of disease 
resistance to fungal pathogens 



46.  唐定中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Exocyst associates with immune receptor and 
modulates plant immunity 

47.  王二涛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

所 
Signaling pathways that establish symbiotic 
associations in plants 

专题六：非生物胁迫适应机理 

48.  代明球 华中农业大学 Protein phosphatase PP6 regulates plant hormone 
signaling and stress responses 

49.  巩志忠 中国农业大学 脱落酸调控植物根生长的机理 

50.  胡红红 华中农业大学 碳酸酐酶CA1CA4互作蛋白在CO2调控气孔运
动中的分子机制 

51.  蒋才富 中国农业大学 ROS-mediated soil salinity tolerance 

52.  李  霞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An Arabidopsis homolog of importin beta 1 is 
required for ABA response and drought tolerance 

53.  宋纯鹏 河南大学 
A receptor-like kinase mediates ammonium 
homeostasis and is important for the polar 
growth of root hairs in Arabidopsis 

54.  苏  钊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Flower development under drought: 
Morphological and transcriptomic reprogramming 
ensure reproductive success in Arabidopsis 

55.  王永飞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

所 

Cyclic nucleotide-gated channels, the putative 
Ca2+ channel candidates for ABA signaling in 
Arabidopsis guard cells 

56.  张劲松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乙烯信号转导与植物胁迫应答反应 

专题七：表观遗传学 

57.  曹晓风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蛋白质精氨酸甲基化调控拟南芥发育的分子机
制 

58.  方玉达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与生态研

究所 

The antagonistic roles of Arabidopsis CYCLING 
DOF transcription factor 2 and DICER-LIKE 1 in 
transcrip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imary 
microRNAs 

59.  何新建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DNA methylation-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roles of SET domain proteins in 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60.  钱伟强 北京大学 Active DNA demethylation in Arabidopsis 

61.  朱丹萌 北京大学 长链非编码 RNA在光控植物生长发育中的作
用机制 

专题八：遗传与演化 

62.  郭亚龙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Frequent introgressions from multiple diploid 
species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tetraploid 
Shepherd’s purse (Capsella bursapastoris) 

63.  刘  宝 东北师范大学 多倍体小麦形成早期染色体进化 
64.  刘建全 四川大学 胡杨物种起源的基因组分析 

65.  施苏华 中山大学 
Speciation under mixing-isolation-mixing cycles 
and the biodiversity on the Indo-Malay coasts 
revealed by the analysis of Mangrove populations 

66.  王印政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大豆果实裂荚抗性的分子机制 

专题九：光合作用与光信号 



67.  黄继荣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

所 叶绿体 rRNA的成熟机理研究 

68.  黄  烯 厦门大学 When plants see the invisible: UV-B-mediated 
photomorphogenesis 

69.  刘宏涛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

所 
Cryptochrome 1 is critical for ambient 
temperature acclimation in response to blue light 

70.  彭连伟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叶绿体 ATP合酶生物发生的分子机理 

71.  张  骁 河南大学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lue light 
photoreceptor phototropin function in 
high-intensity blue light-induced phototropism in 
Arabidopsis 

 

墙报交流： 

1） 墙报统一规格尺寸：横 90cm×竖 120cm，请代表自行带到会场张贴。 

2） 请在 2014年 8月 5日将墙报题目（包括单位和作者姓名）发至大会组委会信箱：

ncpb2014@henu.edu.cn。 

3） 大会将评选优秀墙报并在闭幕式颁发证书和奖金。 

n 一等奖 2个（奖金 2000元/个） 

n 二等奖 5个（奖金 1000元/个） 

n 三等奖 10个（奖金 500元/个） 

 

五、会议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不超过 800字，摘要格式参见网站上“新闻公告栏”公布的中英文格式，注册成功

后网上提交。 

提交截止时间：2014年 8月 5日。 

负 责 人：陈  凡，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杨淑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 

协助人员：刘凌云，河南大学，联系电话：13781140410，liulingy@sohu.com 

 

六、会议注册 

注册方式：请登录大会网站（http://www.ncpb.net/2014）了解详细信息，并在线注册。本次

会议限额 700人，注册以收到注册费先后为序，额满为止。大会将为西部困难地区免 20人

注册费。申请时请将提交申请理由、摘要、人员姓名、单位等信息发给大会组委会邮箱：

ncpb2014@henu.edu.cn，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西部困难地区代表免注册费申请”。申请截

止日期：2014年 6月 30日。 

mailto:ncpb2014@henu.edu.cn
mailto:liulingy@sohu.com
http://www.ncpb.net/2014
mailto:ncpb2014@henu.edu.cn


 

注册费： 

n 7月 20日前注册：1600元/人（学生：1400元/人） 

n 7月 20日后注册：1800元/人（学生：1600元/人） 

n 现场注册：2000元/人（学生：1800元/人） 

注册截止期：2014年 8月 10日，本次会议原则上不接受现场注册。注册后不能参会的

代表可以更换参加人员，但不可以退还注册费。 

缴费方式： 

账户名：河南大学 

账  号：255901561671 

开户行：中行开封河南大学支行 

开户行行号：104492003182（部分单位转账时需要） 

汇款标明：NCPB-2014注册费，参会人姓名和单位（若为多人注册，请注明所有人员

姓名）。参会人员请将转账信息及时发至大会组委会邮箱：ncpb2014@henu.edu.cn，以

便于核查。 

 

会议联系人： 

会务组：周  云（河南大学），电话：0371-23880007，18637891028, zhouyunbailing@126.com 

摘  要：刘凌云（河南大学），电话：13781140410，liulingy@sohu.com 

墙  报：艾鹏慧（河南大学），电话：15993398344，aipenghui@henu.edu.cn 

参  展：周  云（河南大学），电话：0371-23880007，18637891028，zhouyunbailing@126.com 

注册费：吕  东（河南大学），电话：13937800577，lvdng@henu.edu.cn 

网  页：崔  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电话：010-62836674，cuiqiang@ibcas.ac.cn 

mailto:ncpb2014@henu.edu.cn
mailto:zhouyunbailing@126.com
mailto:liulingy@sohu.com
mailto:aipenghui@henu.edu.cn
mailto:zhouyunbailing@126.com
mailto:lvdng@henu.edu.cn
mailto:cuiqiang@ibcas.ac.cn


七、住宿 

大会组委会在会场附近协调了 7个会议协议价宾馆可供参会人员入住，请参会人员注册后及

时完成宾馆预订，会议协议价格截至时间为 2014年 8月 10日。 

l 大会特邀代表、大会报告人和分会报告人住宿：大会组委会预留。 

l 其他参会代表：根据大会组委会协调的住宿宾馆信息自行联系宾馆，预订时告知宾馆“参

加 2014植物生物学大会”，完成宾馆预订后请将预订信息（姓名、单位、联系方式、

已预订的宾馆）发给大会组委会信箱：ncpb2014@henu.edu.cn。 

l 组委会协调的宾馆信息： 

序号 宾馆名称 房间规格 
房间

数量 
协议价 
（元） 

宾馆信息 备注 

1.  中州国际饭店 主楼双人间 150 450 地址：开封市大梁路 57号 
总台电话：0371-22219999 
会议负责人：蔡树芳 13837807223 

大会会场 

主楼单人间 25 450 

附楼双人间 25 360 

2.  航天大酒店 豪华双人间 20 180 地址：开封市大梁路 99号，  
总台电话：0371-23859999 
会议负责人：孙静 13703781800 
            郭静 13693784586  

距离会场步

行 10分钟 
商务双人间 30 280 

单人间 7 280 

3.  东京商务 双人间 50 200 地址：开封市大梁路 108号 
总台电话：0371-23326999 
会议负责人：徐海棠 13723230777 

主会场斜对

面 
单人间 15 200 

4.  御舍酒店 双人间 60 180 地址：开封市大梁路 108号 
总台电话：0371-22259999 
会议负责人：李小丹 13839966370 

距离会场步

行 5分钟 
单人间 30 180 

5.  金明池大酒店 双人间 35 180 地址：开封市金明大道中段 
总台电话：0371-23886668 
会议负责人：李勇 13937867832 

距离会场步

行 10分钟 

6.  开来大酒店 双人间 40 200 地址：开封市金明大道中段 
总台电话：0371-23856666 
会议负责人：李勇 13937867832 

距离会场步

行 10分钟 
单人间 20 200 

7.  开封开元名都
大酒店 

双人间 180 440 地址：开封市郑开大道东 1号 
总台电话：0371-23716668 
会议负责人：曹鹏飞 13393835805 

距离会场步

行 25分钟 
单人间 20 460 

备注：会议价格截至时间 2014年 8月 10日，预订宾馆需要联系该酒店的会议负责人（号码见上），
总台没有权限给会议价。 

 

 

mailto:ncpb2014@henu.edu.cn


八、会议日程 

9月 11日下午，报到。地点：河南省开封市中州国际饭店 

9月 12日上午，开幕式和大会报告。 

9月 12日下午，三个分会场报告。晚上墙报交流和评选墙报。 

9月 13日全天，三个分会场报告。 

9月 14日上午，大会报告和闭幕式 

9月 14日下午，参观考察。 

 

九、参会交通及会场（中州国家饭店）周边酒店图 

开封市中州国际饭店及其他会议住宿宾馆交通比较便利，请会议代表自行前往。 

参考线路如下： 

1） 开封火车站：距离会议主会场 11公里左右，打的 15分钟。 

2） 郑州高铁东站：距离会议主会场 55公里左右，乘坐发往开封的城际公交到开封金明广

场站下，然后打的 3公里的路程到会议酒店。 

3） 郑州机场：郑州新郑机场距离会议酒店 70公里左右，会议期间有机场到开封的名航大

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