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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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保亮 
所 在 单 位 ： 武汉大学 

推 荐 渠 道 ：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中国生

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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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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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保亮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75 年 1 月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行政级别 处级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学科领域 生物化学与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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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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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09-199706 
南京大学生物科学与技

术系 
动物生理学 学士 

199709-200206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

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

胞生物学研究所 

生物化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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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8-200509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博士后 

200510-201402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

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杰青、分子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2012-14），

生化细胞所所长助理

（2013-14） 

201403－至今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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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0－至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Bioscience 

of Lipids (ICBL) 
执行委员 

201311－至今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会 常务理事 

201408－至今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理事会 常务理事 

201607－至今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脂代谢与生物能学分

会 
副理事长 

201005－至今 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副主编 

201202－至今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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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保亮立足国内，主要研究胆固醇代谢调控及代谢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取得系

统性原创成果，共发表 SCI 论文 47 篇，包括以通讯作者（含共同）在 Cell、Nat 

Med、Cell Metab、Mol Cell 等杂志发表 25 篇，其中一项成果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

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他的研究位居国际脂代谢研究前列，推动了该领域的深

入发展。 

主要科学贡献： 

一、开拓胆固醇运输研究的前沿领域 

细胞内胆固醇如何在细胞内运输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科学难题。他针对这一胆固

醇代谢领域的根本问题，鉴定出数百个与胆固醇转运相关的基因，发现溶酶体通过

和过氧化物酶体形成膜接触将胆固醇转移给后者，进一步确定介导溶酶体和过氧化

物酶体接触的分子，还发现过氧化物酶体相关疾病患者的细胞中有大量胆固醇堆积，

首次证明胆固醇转运异常是病因之一。 

该突破性成果开拓了胆固醇运输研究领域，同期 Cell 配发专评指出该发现：揭

示细胞内胆固醇运输的新方式；发现过氧化物酶体的新功能；为治疗过氧化物酶

体相关疾病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该工作入选“2015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 

二、揭示人体胆固醇代谢稳态调控的分子机制 

阐明小肠胆固醇吸收的分子途径。小肠吸收的胆固醇约占总量的 1/3-1/2，但对

该途径的认识非常有限，研究进展缓慢。他的研究工作基本阐明了小肠胆固醇吸收

的分子机制：发现膜蛋白 NPC1L1 通过囊泡内吞机制介导胆固醇吸收（Cell Metab，

2008）；该蛋白 N 端结构域结合胆固醇，诱导蛋白发生构象变化，使 C 端与质膜解

离并暴露内吞信号，进而结合接头蛋白 Numb（Nat Med，2014）；NPC1L1 与脂筏

蛋白结合形成富含胆固醇的膜微结构域（PNAS，2011），通过囊泡内吞将大量胆固

醇带入细胞，揭示吸收效率的分子机制；发现导致不同个体胆固醇吸收差异的分子

基础；揭示临床唯一的胆固醇吸收抑制剂—依折麦布的作用原理。这些系统性工作

阐明小肠胆固醇吸收的分子途径并产生重要影响，如 2008 年的 Cell Metab 论文作为



 

 

Featured Article 发表并被同期杂志专评介绍；该论文还获得 F1000 推荐，认为这项工

作“不仅揭示胆固醇吸收机制，而且开辟脂代谢研究的新领域，为抑制胆固醇吸收的

新药研发奠定重要基础”。 

揭示胆固醇内源合成的负反馈调控机制。胆固醇的内源合成受到精细的调节，

其中限速酶 HMGCR 蛋白的降解是一重要的负反馈调控机制。他鉴定了该途径的重

要蛋白 E3-gp78 及 cofactor-Ufd1，揭示 gp78 调控肝脏脂质合成与脂肪能量代谢的生

理功能和分子机制；发现了促进 HMGCR 降解的内源小分子羊毛甾醇，颠覆了长久

以来认为胆固醇是调控分子的概念（Cell Metab-2012, 2007）。 

宋保亮在胆固醇吸收与合成调控方面的工作，为新型降胆固醇药物研发提供了新

靶标。获得了能同时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活性化合物白桦酯醇，提出了降脂药

物研发的新策略（Cell Metab，2011）。Nat Rev Drug Dis 和 SciBX 发表同行专评，认

为其“发现了比现行策略更具优势的治疗高脂血症的新手段”。受该工作启迪，白桦

酯醇及其靶点蛋白 SCAP 已成为各大制药公司研发降脂药物的热点靶标。 

三、揭示胆固醇代谢的新功能 

宋保亮还发现抑制胆固醇合成可明显减少肝癌发生，从脂代谢的角度为肝癌的预

防和治疗提出新思路（Hepatology，2016）。他们还发现胆固醇可共价修饰 SMO 蛋

白，该特异性修饰对信号转导、胚胎发育和肿瘤发生至关重要（Mol Cell, 2017）。这

是继第一个胆固醇修饰蛋白 Hh，时隔 20 年后发现的又一共价修饰蛋白，颠覆了长

久以来认为 Hh 是唯一被胆固醇修饰蛋白的认识，在领域内产生巨大反响。 

宋保亮作为首席科学家先后承担 973 项目、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他是国际脂生物学会（ICBL）执行委员，多次受邀就领域研

究进展撰写综述，应邀参加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及做 Plenary 或 Keynote 报告，并作为

大会主席组织冷泉港亚洲会议。宋保亮为人正直、潜心学问、治学严谨、善于合作、

重视人才培养，为我国脂代谢研究和武汉大学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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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省部级，排名 1，2012 年 

旨在奖励原创性成果，主要工作在中国

境内完成的青年科技人才，因其在胆固

醇代谢领域的突出贡献于 2012 年获首

届奖。 

2.  

“万人计划”首批次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 

省部级，排名 1，2012 年 

“万人计划”是与“千人计划”并行、面向

国内高层次人才的重点支持计划。2012

年因其在脂代谢领域的系统性原创工

作而入选首批次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 

3.  

亚太 Arthur Kornberg Memorial 

Award 

国际奖励，排名 1，2013 年 

该奖是用以表彰亚太国家及地区为推

动分子生物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科

学家。2013 年因其在分子生物学领域

的杰出贡献而获奖。 

4.  
中国青年科技奖 

省部级，排名 1，2013 年 

该奖是中组部、人事部、中国科协共同

设立并组织实施，奖励在国家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中作出突出成

就的青年科技人才。因其在胆固醇代谢

领域的系统性原创成果于 2013 年获

奖。 

5.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省部级，排名 1，2014 年 

该奖是由国家科技部批准，是国内最具

有影响力的生命科学奖项之一。因其在

脂质代谢领域的长期探索和系统性工

作于 2014 年获奖。 

6.  

2015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

大进展 

省部级，排名 1，2016 年 

该奖由我国首个学会联合体—中国科

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评选，旨在表彰

年度突出科技成果。因其首次揭示了细

胞内胆固醇通过溶酶体与过氧化物酶

体的膜接触进行转运，发现胆固醇堆积

是过氧化物酶体紊乱疾病的发病原因

之一而获奖。 



 

 

7.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省部级，排名 1，2016 年 

因其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长期的工作和

突出的贡献，于 2016 年获得国务院特

殊津贴。 

8.  

1. 基于分析 NPC1L1 蛋白亚细

胞定位变化筛选降胆固醇新药

的方法，2013， 

专利号：ZL200910141426.8.，

发明人：宋保亮，排名 1， 

主要合作者：葛亮，王婧，李

培山，曲玉秀，缪红华，戚炜，

王江，张锦辉。 

候选人是发明概念的提出者。 

9.  

Ufd1 is a cofactor of gp78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cholesterol 

metabolism by regulating the 

stability of HMG-CoA 

reductase.，2007，最后通讯作

者， Cell Metabolism 

纯化并鉴定了 gp78 的激活因子 Ufd1

蛋白，证明其通过改变 gp78 泛素连接

酶活性调控 HMGCR 降解和胆固醇合

成。该工作发现新的胆固醇合成途径调

控蛋白，提出促进 HMGCR 降解可作

为新的降脂策略。文章被 Nature China

点评推荐。 

10.  

The cholesterol absorption 

inhibitor ezetimibe acts by 

blocking the sterol-induced 

internalization of NPC1L1.，

2008，最后通讯作者，Cell 

Metabolism 

揭示膜蛋白 NPC1L1 通过囊泡内吞机

制介导胆固醇吸收，发现临床降脂药物

依折麦布通过阻断 NPC1L1 内吞而抑

制胆固醇吸收。揭示胆固醇吸收机制，

开辟脂代谢新领域，为抑制胆固醇吸收

的新药研发奠定重要基础。 

11.  

Inhibition of SREBP by a small 

molecule, betulin, improves 

hyperlipidemia and insulin 

resistance and reduces 

atherosclerotic plaques.，2011，

最后通讯作者， Cell 

Metabolism 

获得抑制脂质合成的化合物—白桦酯

醇，发现其可显著减少脂质合成，提高

胰岛素敏感性并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Nat Rev Drug Dis 和 SciBX 进行专评和

推荐，认为该工作“发现比现行策略更

具优势的治疗高脂血脂的新手段”。 

12.  
Ablation of gp78 in liver 

improves hyperlipidemia and 

证明 gp78 是肝脏中介导胆固醇合成途

径限速酶 HMGCR 降解的 E3；发现



 

 

insulin resistance by inhibiting 

SREBP to decrease lipid 

biosynthesis.，2012，最后通讯

作者， Cell Metabolism 

gp78 促进 Insig 蛋白降解，并在转录水

平调控多数脂质合成基因表达。该工作

揭示了 gp78 调控肝脏脂质合成与脂肪

能量代谢的生理功能和分子机制。 

13.  

The clathrin adaptor Numb 

regulates intestinal cholesterol 

absorption through dynamic 

interaction with NPC1L1.，

2014，最后通讯作者， Nature 

Medicine 

发现 NPC1L1 蛋白的 C 端内吞信号及

其结合蛋白 Numb，证明 Numb 是调控

胆固醇吸收的重要蛋白，详细阐析了

NPC1L1 通过囊泡内吞进行胆固醇吸

收的分子机制。 

14.  

Cholesterol transport through 

lysosome-peroxisome membrane 

contacts. ，2015，最后通讯作

者，Cell 

筛选出数百个调控胆固醇运输的基因，

发现过氧化物酶体与溶酶体行成膜接

触介导胆固醇转运，揭示了胆固醇运输

的新方式；发现过氧化物酶体的新功

能，为治疗过氧化物酶体相关疾病提供

新思路。 

15.  

Cholesterol modification of 

Smoothened is required for 

hedgehog signaling. ，2017，最

后通讯作者，Molecular Cell 

利用化学生物学方法鉴定出被胆固醇

共价修饰的蛋白 SMO，证明该修饰对

胚胎发育至关重要。这是继 1996 年发

现 Hh 被胆固醇修饰后鉴定出的第二个

修饰蛋白，颠覆了长久认为 Hh 是唯一

胆固醇修饰蛋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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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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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保亮是我国生物化学与生理学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是国际脂代谢领域的知

名学者。他发表 Cell 等高水平论文 47 篇，成果获“2015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

进展”。他为人正直、潜心学问、治学严谨、善于合作、重视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突

出。他任武大生科院院长以来，积极推动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各服务平台，形

成了全院齐心治学、学术氛围不断提升的良好环境。在他的带领下，学院新获教育部

引智基地 1 项，新建细胞稳态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科研经费与高水平科研成果不断突

破，学院被评为武汉大学科研先进集体。 

    鉴于宋保亮在脂代谢研究和推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本

单位郑重推荐宋保亮申报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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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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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