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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书 

（推荐科技工作者个人用） 

候 选 人 ： 杨淑华 

所 在 单 位 ： 中国农业大学 

推 荐 渠 道 ：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中国

植物学会） 

推 荐 类 别 ：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 荐 领 域 ：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 

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填 报 日 期 ： 2017 年 4 月 16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制 
中   国   科   协 

科     技     部  

国 务 院 国 资 委 



 

 

填表说明 

 

1．候选人：填写候选人姓名。 

2．所在单位：填写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应为法人单位。 

3．推荐渠道：填写推荐渠道名称，其中由省级科协、科技厅（委、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资委联合推荐的，填写 4家单位的名称。 

4.推荐类别和推荐领域：只能选择一项。 

5.工作单位及职务：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如“XX

大学 XX学院院长”。 

6.专业技术职务：应填写具体的职务，如“研究员”、“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等，请勿填写“正高”、“副高”等。 

7.工作单位行政区划：填写到省、自治区、直辖市。 

8.重要成果列表：“基本信息”栏填写要求：科技奖励，按顺序填写

成果（项目）名称，类别（国家、省、部）名称，获奖等级，排名，获奖

年份，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等，同一成果相关科技奖励只填一项最高奖

项；专利信息，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批准年份，专利号，发

明（设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等；代表性论文和著作，按顺序填写论

文、著作名称，年份，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其他

成果参照填写。 

9.所在单位意见：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填写，须由单位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 

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就职单位不一致的，实际就职单位应

同时签署意见并签字、盖章。 

10.推荐渠道意见：须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

写出是否同意推荐。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由相关司局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相关司局公章；地方推荐的，由省级科协负责人签字，加盖省级科协公

章；学术团体推荐的，由理事长（会长）签字，或理事长（会长）授权的

副理事长（副会长）签字，并加盖相应学术团体公章。 



 

 

一、基本信息 

推 

荐 

人 

选 

 

姓  名 杨淑华 性  别 女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9.10.24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九三学社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行政级别 无 
专业技术 

职务 

植物生理学与生

物化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

及职务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植物系系主任 

学科领域 植物生理学与分子生物学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性质 
事业单位 

工作单位 

行政区划 
北京市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推

荐 

类

别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

荐

领

域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二、学习经历（从大学或职业教育填起，6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1987.9-1991.6 南开大学植物系 植物生理学 学士 

1991.9-1994.6 南开大学元素所 植物生理学 硕士 

1998.7-2002.1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系 植物分子生物学 博士 

    

三、主要工作经历（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994.7-1998.7 南开大学元素所 助理研究员 

2002.2-2014.12 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科学系 博士后 

2005.1-今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 教授 

   

四、国内外重要社会任（兼）职（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名     称 职务/职称 

2016-今 国际杂志 New Phytologist （IF: 7.554） Editor 

2016-今 国际杂志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Subject Editor 

2017-今 国际杂志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Editor 

2014-2017 国际杂志 Plant & Cell Physiology Advisory Editor 

2015-今 《植物学报》 副主编 

2014-2018 《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及教育工作委

员会” 

副主任 



 

 

五、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 

（本栏目是评价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应详实、准确、客观地填写近 5 年内，在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转化创业”、“科普及社会服

务”所作出的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限 1500 字以内） 

低温不仅限制植物生长发育和地理分布，还严重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低

温胁迫引起作物大幅度减产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极端温度的频繁出

现，植物遭受越来越多的低温胁迫，每年由低温寒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至数

百亿元。此外，东北地区是我们重点粮食生产基地之一，低温寒害是东北地区主要

的农业气象灾害之一，严重冷害年减产可达 20%以上。因此世界许多科学家致力于

环境低温对作物的危害及作物抗寒性的研究。 

由于在实验条件下，温度难以精确调节，给植物响应低温机制的研究带来了很

大的困难，严重阻碍了其研究进程。候选人课题组建立了新的低温突变体筛选体系，

克服了低温胁迫研究中的技术瓶颈，在蛋白激酶 CRPK1 和 OST1 调控植物低温应答

中的分子机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植物激素与低温信号之间的交叉互作等方面

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上述研究成果为低温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也为改善

作物抗低温的分子育种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其研究小组对植物响应低温分子机

理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1、阐释了蛋白激酶 CRPK1 和 OST1 调控低温应答的分子机制 

蛋白激酶 CRPK1 参与负向调控低温信号途径关键转录因子 CBF 依赖的信号转

导。低温激活定位于细胞膜上的 CRPK1，后者磷酸化细胞质中的 14-3-3 蛋白，诱导

其进入细胞核中，与转录因子 CBF 蛋白互作，介导 CBF 蛋白的泛素化降解，从而负

调控植物对低温的应答。该研究揭示了低温信号从细胞膜传递到细胞核中的负调控

机制（Liu et al., 2017, Mol Cell）。Mol Cell 杂志在同期发表专文（Preview），对该项

成果予以高度评价。而蛋白激酶 OST1 在植物低温应答中发挥重要的正向调控作用。

OST1 激酶活性被低温激活后，将 ICE1 磷酸化，抑制 ICE1 的泛素化降解，从而正

调控植物的抗冻性（Ding et al., 2015, Dev Cell），Dev Cell 杂志在同期发表专文

（Preview），高度评述该项成果的重要意义。 

2、揭示了植物激素调控植物响应低温胁迫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乙烯信号通路关键组分转录因子 EIN3 蛋白直接负调控低温调节基因

CBF 和细胞分裂素信号负调控因子 A 型 ARR 基因的表达，从而负调控拟南芥的抗冻



 

 

性。该研究揭示乙烯和细胞分裂素信号之间交互作用的分子机制（Shi et al., 2012, 

Plant Cell）。另一个植物激素油菜素内酯信号通路关键的蛋白激酶 BIN2 和转录因子

BZR1/BES1 通过依赖和不依赖于 CBF 的方式调控下游一系列基因的表达，从而正向

调节植物的抗冻能力（Li et al., 2017, Mol Plant），相关成果被 Mol Plant 杂志同期专

文（Spotlight）点评。 

3、解析了防卫反应与低温应答信号间交互作用的分子机制 

利用 CRISPR 技术，构建 cbfs 三缺失突变体，确定 CBFs 在低温驯化中的重要

作用，也为低温信号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遗传材料（Jia et al., 2016, New Phytol），相

关成果受到 New Phytol 杂志同期专文（Commentary）点评。我们的研究还发现 TIR-NB

类蛋白 CHS1、伴侣蛋白 HSP90 和 IBR5 通过调节典型的 TIR-NB-LRR 类蛋白，进而

调控温度依赖的植物生长和细胞死亡（Wang et al., 2013, Plant J; Bao et al., 2014, New 

Phytol; Liu et al., 2015, PLoS Genet; Zhang et al., 2016, New Phytol）。上述研究揭示了

植物对低温应答与防卫反应精细协同调控而适应环境的新机制。 

候选人过去 5 年以通讯作者在 Mol Cell、Dev Cell、Plant Cell 等国际权威期刊发

表论文 12 篇，篇均影响因子超过 8.2，合作发表 SCI 论文 7 篇。论文发表后引起国

际同行的广泛关注，论文已被国际刊物引用 370 余次，其中 4 篇代表论文在 ESI 显

示为高被引论文。被特邀为国际杂志和书刊撰写相关综述文章，并多次被邀请在国

际会议做大会报告，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任 New Phytologist （5

年平均 IF 为 7.554）、J Plant Physiol、J Genet Genomics 编委、《植物学报》副主编。

候选人积极参与植物逆境生物学相关的学术活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计划、

重点项目等，也是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植物响应逆境胁迫的分子调控机理"的骨干

成员之一。2014 和 2016 年作为秘书长，成功举办了第一、二届"全国植物逆境生物

学学术研讨会"。这些科研活动的实施，对我国植物抗逆性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促进

作用。 

 

六、重要成果列表 

(根据推荐领域，分别填写候选人获得的重要科技奖项，发明专利，代表性论

文和著作，重大装备和工程相关重要成果，转化创业成果，重大科技类社会化公共

服务产品等，按照上述顺序填写，总计不超过 15 项。)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

要贡献（限 100

字） 

1.  名 称 ： Plasma membrane CRPK1-mediated 

phosphorylation of 14-3-3 proteins induces their nuclear 

import to fine-tune CBF signaling during cold response. 

发表时间：2017 年. 排名：9 (责任作者). 作者：Liu Z, 

Jia Y, Ding Y, Shi Y, Zhang X, Li Z, Guo Y, Gong Z, 

Yang S*. 杂志：Molecular Cell (该文被Molecular Cell

同期 Preview 专评)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发现

首个作用于低温

CBF 信号通路中

的蛋白激酶 OST1

并阐明其作用机

制。 

2.  名称：OST1 kinase modulates freezing tolerance by 

enhancing ICE1 stability in Arabidopsis. 发表时间：

2015 年. 排名：6 (责任作者). 作者：Ding Y, Li H, 

Zhang X, Xie Q, Gong Z, Yang S*. 杂 志 ：

Developmental Cell (该文被 Developmental Cell 同期

Preview 专评)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揭示

了低温信号从细

胞膜传递到细胞

核中的负调控机

制。 

3.  名称：Ethylene signaling negatively regulates freezing 

tolerance by repressing expression of CBF and type-A 

ARR genes in Arabidopsis. 发表时间：2012 年. 排名：

7 (责任作者). 作者：Shi Y, Tian S, Hou L, Huang X, 

Zhang X, Guo H, Yang S*. 杂志：Plant Cell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揭示

了植物激素乙烯

和细胞分裂素信

号之间交互作用

的分子机制。 

4.  名称：BZR1 positively regulates freezing tolerance via 

CBF-dependent and CBF-independent pathways in 

Arabidopsis. 发表时间：2015 年. 排名：5 (责任作者). 

作者：Li H, Ye K, Shi Y, Zhang X, Yang S*. 杂志：

Molecular Plant ( 该文被 Molecular Plant 同期

Spotlight 专评)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阐明

植物激素油菜素

内酯信号通路关

键的转录因子调

控低温应答的分

子机制。 

5.  名称：The cbfs triple mutants reveal the essential 

functions of CBFs in cold acclimation and allow the 

definition of CBF regulons in Arabidopsis. 发表时间：

2016 年. 排名：6 (责任作者). 作者：Jia Y, Ding Y, Shi 

Y, Zhang X, Gong Z, Yang S*. 杂志：New Phytologist 

(该文被 New Phytologist 同期 Commentary 专评)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确定

CBFs 在低温驯化

中的重要作用，为

低温信号的研究

提供了理想的遗

传材料。 

6.  名称：Temperature-dependent autoimmunity mediated 

by chs1 requires its neighboring TNL gene SOC3. 发表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阐释



 

 

时间：2017 年. 排名：8 (责任作者). 作者：Zhang Y, 

Wang Y, Liu J, Ding Y, Wang S, Zhang X, Liu Y, Yang 

S*. 杂志：PLoS Genetics 

了 TN 类蛋白调控

温度依赖的生长

和细胞死亡的作

用机制。 

7.  名 称 ： IBR5 modulates temperature-dependent, R 

protein CHS3-mediated defense responses in 

Arabidopsis. 发表时间：2015 年. 排名：7 (责任作者). 

作者：Liu J
#
, Yang H

#
, Bao F, Ao K, Zhang X, Zhang Y, 

Yang S*. 杂志：PLoS Genetics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发现

了一个新的 R 蛋

白的调节子。 

8.  名称：Cold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its interplay with 

phytohormones during cold acclimation. 发表时间：

2015 年. 排名：3 (责任作者). 作者：Shi Y, Ding Y, 

Yang S*. 杂志：Plant & Cell Physiology 

该综述为特邀综

述，本人为该论文

责任作者。研究系

统总结植物低温

信号方面的最新

研究进展。 

9.  名 称 ： Arabidopsis HSP90 protein modulates 

RPP4-mediated temperature-dependent cell death and 

defense responses. 发表时间：2014 年. 排名：6 (责任

作者). 作者：Bao F, Huang X, Zhu C, Zhang X, Li X, 

Yang S*. 杂志：New Phytologist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揭示

HSP90 调控 R 蛋

白活性，从而调控

温度依赖的生长

和细胞死亡的机

制。 

10.  名称：The glutamate carboxypeptidase AMP1 mediates 

ABA and abiotic stress responses in Arabidopsis. 发表

时间：2013 年. 排名：6 (责任作者). 作者：Shi Y, Wang 

Z, Meng P, Tian S, Zhang X, Yang S*. 杂志：New 

Phytologist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发现

调节生长的关键

基因 AMP1 调节

逆境应答。 

11.  名称：A missense mutation in CHS1, a TIR-NB protein, 

induces chilling sensitivity in Arabidopsis. 发表时间：

2013 年. 排名：5 (责任作者). 作者：Wang Y, Zhang Y, 

Wang Z, Zhang X, Yang S*. 杂志：Plant Journal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发现

参与防卫反应的

TN 蛋白参与低温

应答。 

12.  名称：Lipid transfer protein 3 as a target of MYB96 

mediates freezing and drought stress in Arabidopsis. 发

表时间：2013 年. 排名：4 (责任作者). 作者：Guo L, 

Yang H, Zhang X, Yang S*. 杂志：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本人为该论文责

任作者。研究发现

一个新的调节低

温应答的转录因

子。 



 

 

13.  
专利名称：植物耐低温基因 AtLCBK1 的应用. 授

权公告日: 2017.01.18. 专利号: ZL201410510483.X. 

发明人: 杨淑华，张瑶，张晓燕. 

本人为第一发明

人。 

14.  
专利名称：与植物耐寒性及抗病性相关的基因及其编

码蛋白与应用 . 授权公告日 : 2012.07.04. 专利号 : 

ZL201010116828.5. 发明人: 杨淑华，杨海便，张晓

燕. 

本人为第一发明

人。 

15.  
专利名称：植物 EBF1 蛋白及其编码基因在构建耐低

温植物中的应用. 专利申请日: 2017.03.16. 专利申请

号: 201710158161.7. 发明人: 杨淑华，施怡婷，姜博

晨，张晓燕，郭红卫. 

本人为第一发明

人。 

 



 

 

七、候选人个人声明 

本人接受推荐，承诺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

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候选人签名  

2017 年 4 月 16 日 

八、候选人所在单位意见 

（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对候选人政治表现、廉洁自律、道德品行等方面

出具意见，并对候选人《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涉密情况进行审

核，限 300 字以内。） 

（300 字以内） 

候选人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

有良好的学风和科学道德。近年来在植物响应低温胁迫信号转导的研究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近 5 年候选人以通讯作者共发表

IF>5 的 SCI 论文 12 篇，篇均 IF 超过 8.0，体现了申请人突出的创新能力

和较高的学术造诣，其研究小组对植物响应低温分子机理的研究已经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申请人 2012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14 年

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评

议，同意并积极推荐杨淑华教授申报“全国创新争先奖”。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推荐渠道意见 

（对候选人成就、贡献和学风道德的评价，限 300 字以内） 

 

杨淑华博士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廉洁，遵纪守

法，具有良好的学风，恪守科学道德。过去 5 年在植物耐低温胁迫的研

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绩，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 Molecular Cell、

Developmental Cell、Plant Cell 等国际权威杂志上，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

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植物响应低温分子机理的研究

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鉴于其在科研上取得的成绩，候选人于 2012 年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14 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我会同意推荐杨淑华博士为“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 

 

 

 

推荐渠道负责人签字： 

推荐渠道盖章 

年  月  日 

 

 



 

 

十、审批意见 

同意授予           同志全国创新争先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科协 

（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部 

 

（盖章） 

年   月   日 

国务院国资委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