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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基于全基因组数据解析新型冠状病毒的演化和传播，助力新冠病毒溯源 
2 月 12 日，版纳植物园联合华南农业大学和北京脑科中心的科研人员一起收集了

全世界各领域共享到 GISAID EpiFluTM 数据库中覆盖四大洲 12 个国家的 93 个新型冠状

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截至 2 月 12 日），通过全基因组数据解析，追溯传染源及扩散

路径。研究发现，收到的 93 个样本包含 58 种单倍型，可以归纳为五组，包括 3 个古老

超级传播者单倍型（H1,H3 和 H13）和 2 个新的超级传播者单倍型（H56 和 mv2）。华

南海鲜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进来，在市场中发生快速传播蔓延到市场

之外。同时，现扩散的病例至少来自于 3 个途经。新型冠状病毒在 2 月 12 日之前发生

过 2 次明显的种群扩张。本研究是版纳植物园科研人员利用其在系统与演化领域的专长

开展的，其提到单倍型演化关系分析方法可以结合到传染病学研究中，对于寻找传染源，

以及精确的传播和扩散方向能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 

相关新闻： 

版纳植物园基于全基因组数据解析新型冠状病毒的演化和传播 

 
 

4 月 
 

举办地理学家周光倬中缅边界调查史料展，弘扬科学家严谨治学精神和家国情怀 
1 月 20 日，由版纳植物园主办的“百年”中缅边地风貌——地理学家周光倬中缅边界

调查史料展进行试展。随后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展览暂停对外开放。4 月 25 日，展览

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版纳植物园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进行复工复产的先声。该展览以版

纳植物园职工、地理学家周光倬跨越 2946 公里行程的滇西南调查路线和时间为主轴，

包括地理学家周光倬京师求学和教书育人、结缘版纳等十二个部分，反映了 86 年前的

腾冲、保山、临沧、孟连、景迈、勐海、景洪、普洱等滇缅边境的山川地形、自然植被、

风土人情、民族服饰、建筑风貌、社会经济和社会风貌。展览还展出了周光倬的部分日

记、手绘地图、文章和信件，使人们可以更好了解老一辈科学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艰难

岁月中的家国情怀。其中大量老照片和实物展品为首次公开。 

相关新闻： 

“百年”中缅边地风貌展在版纳植物园开幕 

“百年”中缅边地风貌展在版纳植物园试展 

沧源县副县长尹红青一行访问版纳植物园 

 

http://www.xtbg.cas.cn/xwzx/kydt/202002/t20200220_5502619.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4/t20200428_5565399.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1/t20200121_5492936.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6/t20200617_5608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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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横断山植物多样性起源研究成果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 
7 月 31 日，版纳植物园星耀武团队研究发现，横断山高寒植物多样性的积累始于

早渐新世，分别在距今 2300 万年至 1500 万年和 1000 万年至 700 万年两个时期就地演

化速率加快，是新近纪的降温、造山运动与季风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表明横断山不仅

是高寒物种起源和分化的摇篮，还是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寒多样性的主要来源。相关结果

以 Ancient orogenic and monsoon-driven assembly of the world’s richest temperate 

alpine flora 为题在线发表于《科学》（Science）。横断山高寒地区种子植物达 3000 种

以上，占约全球高山植物的 30%，其高寒生物多样性形成历史对认识与其毗邻的青藏高

原和喜马拉雅的生物多样性形成历史至关重要，并且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从

而强有力地证明了保护这个温带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新的生物地理模型让追溯特定

植被类型的演化历史成为可能。 

相关新闻： 

研究发现横断山是高寒植物的起源地和避难所 

 

举办第九届中科院植物园名园名花展，凸显植物园对促进旅游业复苏的重要意义 
7 月 27 日，中国科学院植物园第九届名园名花展在版纳植物园开幕。本届名园名

花展以“品众莲之韵，驾一叶之舟”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版纳植物园多年来所收集的王莲、

睡莲以及荷花品种，荷花展出 50 余个品种，睡莲 80 余个种和品种。开幕当天，“我的

王莲我的船”、莲花主题国画现场创作、精品莲花欣赏、莲花产品展示、荷叶效应科普等

活动精彩纷呈。在疫情影响下，旅游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而植物园是疫情期间

最适合公众休闲的游览场所，本届名园名花展的如期举办显示出植物园在促进旅游业复

苏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意义。 

相关新闻： 

第九届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名园名花展”开幕 

 

版纳植物园多项科技成果荣获 2019 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7 月 9 日，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版纳植物园独立完成的

《WRKY 蛋白通过激素途径调控植物抗性建成的分子机制》成果获得云南省自然科学一

等奖，《云南植物区系的起源与演化研究》成果获得云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参与完成的

《陆稻种间亚种间杂交育种理论与技术创新及应用》成果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蓖麻胚乳油脂累积的生理与分子基础研究》成果获得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相关新闻： 

版纳植物园四项科技成果获 2019 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http://www.xtbg.cas.cn/xwzx/kydt/202007/t20200731_5648412.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7/t20200727_5645809.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7/t20200709_5621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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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联合党建新平台，构建园地合作新常态 
2020 年，版纳植物园党委与勐仑镇党委精诚合作，以“罗梭江党建+”这一创新性联

合党建平台为抓手，实施“党建+教育”、“党建+产业”、“党建+生态保护与旅游”等多项工

作计划，推动园地间合作迈向“睦邻友好、资源共享、开放合作、协同发展”的新常态，

在推动勐仑镇中小学教育、周边村寨美丽乡村建设、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取得新

进展。一是牵线搭桥促教育发展，邀请督学专家进驻勐仑中学指导。二是资源共享助力

村寨绿化，支持勐仑镇村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三是发挥优势支持特色产业，全力支持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四是党建带动深度交流融合，不断深化与勐仑镇及各级党组织的党

建合作交流。 

相关新闻： 

依托党建新平台 构建园地合作新常态——2020上半年版纳植物园与勐仑镇合作交

流工作进展 

 

9 月 
 

中国植物园联盟建设（Ⅱ期）项目圆满完成，推动全国植物园联合发展以及战略植
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9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国植物园联盟建设（Ⅱ期）项目验收会召开。由中科院院士

许智宏担任组长的专家组认为植物园联盟（Ⅱ期）项目的实施为增进全国植物园的联合

发展，保护和利用战略植物资源起到积极作用。中国植物园联盟建设（Ⅱ期）项目包括

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植物园标准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三个课题，旨在充分利用国家部

委、地方政府、自然保护区等多方资源和力量，摸清试点地区本土植物本底，评估每种

植物受威胁等级，分析植物受威胁原因，为各植物园制订引种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确保

各地区 75%以上受威胁物种在保护区或者植物园系统内得到有效保护。完成中国植物园

相关规范、标准的制订，促进我国植物园的科学发展和规范建设。通过加强对植物园的

人才培养、开发植物园活植物管理系统、加强秘书处建设，提升植物园建设和管理能力。 

相关新闻： 

中国植物园联盟建设（Ⅱ期）项目验收会议在秦岭召开 

 

 
与普达措国家公园共建联合实验室，为国家公园保护注入科技力量 
依托香格里拉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与中科院“国家队”的科研实力，9 月 8 日，香格

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与版纳植物园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生态保护与环境教育联

合实验室”。自 5 月以来，普达措国家公园与版纳植物园双方正式开展合作，共建全境野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7/t20200720_5638075.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7/t20200720_5638075.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9/t20200912_5695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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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物实时动态监测系统、公里网格生物多样性观测与研究、寒温性针叶林 20 公顷大

型动态监测样地、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等 4 个科研监测平台。随着公园内的科

研元素日益增多，园区内生态保护的效果也在日益凸显，将有效推进普达措国家公园试

点工作，促进对国家公园实行更系统和更有效的保护。 

相关新闻： 

版纳植物园积极推进普达措国家公园长期生态学观测与研究平台的建设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态保护与环境教育

联合实验室揭牌 

版纳植物园参加普达措国家公园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筹建专家咨询会 

 

 

10 月 
 

圆满完成精准扶贫任务，为地方脱贫攻坚贡献植物园力量 
10 月 19 日，在勐腊县 2020 年脱贫攻坚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版纳植物

园荣获脱贫攻坚先进集体，驻村工作队员何树平荣获脱贫攻坚“先进扶贫工作者”称号。

自 2015 年以来，版纳植物园在定点扶贫的象明乡倚邦村委会曼拱一队、二队和高家队

开展持续深入的扶贫工作，为定点扶贫 3 个村小组“量身打造”，“软”“硬”兼施，重点组织

实施扶贫项目。直接投入帮扶资金 77.4 万元，发动村民自筹资金 74.5 万元，解决 4 个

村小组 113 户的饮水问题，资助 3 个村小组完成 5 公里入户道路硬化，建设 2 座出行水

中桥，率先帮助改善村小组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资助建成 3 间集体经济门面房和 1 座

曼拱村民俗文化馆，并以茶马古道为契机和抓手，帮助打造象明乡茶马古道文化旅游产

业。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党建工作，大力开展村容村貌整治和村民文化建设使 3 个村小组

和村民精神风貌焕然一新，成为象明乡的脱贫攻坚精神文明建设标杆。 

相关新闻： 

版纳植物园获勐腊县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及个人荣誉称号 

版纳植物园援建曼拱民俗文化馆开馆 

 

 

首次从分子机制上揭示榕树气生根形成发育等研究成果在《细胞》（Cell）上发表 
10 月 8 日，版纳植物园陈进课题组与福建农林大学明瑞光课题组等国内外单位合

作，发布了榕树和榕小蜂精细基因组图谱，并首次在分子机制上揭示了榕树气生根发育、

性别决定和榕树-榕小蜂协同多样化等多项未解之谜，相关结果以 “Genomes of the 

Banyan Tree and Pollinator Wasp Provide Insights into Fig-Wasp Coevolution”为题在线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6/t20200623_5610688.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9/t20200909_5690060.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9/t20200909_5690060.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5/t20200513_5578634.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10/t20201022_5720584.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08/t20200820_5664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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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细胞》（Cell）。该研究首次揭示了榕树的气生根的形成和发育是与一条光诱导

的生长素合成和运输能力提升的分子通路相关，为榕树气生根特征进化和相关园艺品种

开发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构建了迄今最大的基因组水平上榕树系统树，在基因组层面

上揭示了榕树-传粉榕小蜂在形态和生理上协同适应相关的基因区间的变化对双方协同

分化的可能影响，从而为未来开展协同进化促进物种多样化的机制研究提供更明晰的方

向。 

相关新闻： 

榕树-榕小蜂基因组揭示榕树气生根发育、性别决定和榕-蜂协同多样化的分子机制 

 

 
11 月 

 

全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讨会在版纳植物园召开  

11 月 26 日至 28 日，全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讨会暨第十四届青年学术研讨会在

版纳植物园举行。全国 100 多家机构的 500 余名代表参加现场会议，200 余名代表线上

参会。会议围绕植物分类与资源、系统发育和生物地理、古植物、物种形成和适应性进

化等 4 个专题展开，设置了 5 个大会报告，4 个特邀交叉报告，10 个大会青年报告，

130 个分会场报告和 47 个交流墙报，与会人员就系统学、适应性进化、生物多样性形成

与保护、基因组学的应用等方向取得的新进展和面临的新挑战展开交流和讨论。本次会

议为国内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提供交流平台，促进国内外青年科研人员交流最新研究

进展，研讨本学科未来发展方向，为进一步突出学科特色和提高国内外影响力做出积极

贡献。 

相关新闻： 

全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讨会在版纳植物园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启动“十四五”规划编制 
11 月 24 日，版纳植物园党委召开 2020 年第四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

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重要

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园各级组织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贯彻到

版纳植物园的“十四五”规划制定和各项中心工作中。 

6 月 19 日至 21 日，版纳植物园“十四五”规划战略研讨会召开，进行为期 3 天对植

物生态学、植物资源学、保护生物学、园林园艺、环境教育、旅游管理、行政管理等 7

http://www.xtbg.cas.cn/xwzx/kydt/202010/t20201009_5714098.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kydt/202010/t20201009_5714098.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12/t20201201_5805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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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题进行研讨，共有 71 位报告人先后发言，总结“十三五”以来的成绩和存在问题，提

出“十四五”规划的初步思考。本次会议从“一三五”规划的科研领域布局入手，通过建设

核心植物园在组织体制机制变革上着力，提出“十四五”规划建议以及相应的“人才-项目

-资产”等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化调整措施。  

相关新闻： 

版纳植物园党委召开 2020 年第四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版纳植物园举行“十四五”规划战略研讨会 

 

 

十五年持之以恒，与国家级自然保护机构持续构建战略性科技合作机制 
11 月 18 至 20 日，以“自然保护地的全域化生态监测与研究”为主题的版纳植物园与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理）局 2020 年度科技合作交流年会在元江县召开。来自云南

省 12 个自然保护区和 1 个国家公园的 100 余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十五年来，版纳植物

园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技合作历程不凡，成果丰硕。秉承“独行快，众行远”的发展

理念，版纳植物园将继续携手自然保护地机构，以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为保护

地单位“十四五”规划以及 2035 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提供战略支点和科技支撑，为云

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再提升贡献科技力量。 

相关新闻： 

版纳植物园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理）局 2020 年度科技合作交流年会召开 

 

 

举办首届中科院核心植物园青年科学节，实现西双版纳、华南和武汉三园联动  
11 月 1 日至 2 日，以“遇见植物”为主题的首届中科院核心植物园青年科学节暨版纳

植物园第五届青年科学节举行。依托中科院核心植物园在物种保育、资源植物学、保护

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版纳植物园、华南植物园、武汉植物园共同策划、协同启动

首届中科院核心植物园青年科学节。本届科学节共征集了来自三家植物园的 100 余名研

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的 148 个鲜活科学故事，涵盖“奇异珍稀”、“大树密码”、“生存智慧”、

“育种魔法”、“相互驯化”等多个专题。其中，星油藤、猕猴桃、陆稻、枸杞、西番莲、跳

蚤草等特色资源植物和产品，以及寄生花模型、植物标本化石、设备仪器等实物展示与

互动内容深受公众尤其青少年的喜爱。 

相关新闻： 

首届中科院核心植物园青年科学节举行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11/t20201126_5787299.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11/t20201123_5772393.html
http://www.xtbg.cas.cn/xwzx/zhxw/202011/t20201102_5734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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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植物化石揭示青藏高原中部 4700 万年前存在亚热带森林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院
院刊》（PNAS）上发表 

版纳植物园苏涛团队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院所，经过 5 年的大量野外工作及相关研

究，揭示青藏高原中部 4700 万年前存在亚热带森林。研究人员还推断，中始新世时期

西藏中部地区海拔为 1500±900 米。同时，该地区发现的植物群与同时期欧洲、北美的

植物群相似度非常高，说明青藏高原在当时对于北半球的植物区系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12 月 8 日，相关成果以“A Middle Eocene lowland humid subtropical “Shangri-La” 

ecosystem in central Tibet”为题在线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这项研究为

认识青藏高原主体在形成初期时的生物多样性面貌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探讨高原的形

成过程提供重要的古生物学依据。今后研究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演变历史与古环境变化

过程，需要考虑青藏高原形成过程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相关新闻： 

植物化石揭示青藏高原中部 4700 万年前的亚热带森林 

http://www.xtbg.cas.cn/xwzx/kydt/202012/t20201208_5813037.html

	7月27日，中国科学院植物园第九届名园名花展在版纳植物园开幕。本届名园名花展以“品众莲之韵，驾一叶之舟”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版纳植物园多年来所收集的王莲、睡莲以及荷花品种，荷花展出50余个品种，睡莲80余个种和品种。开幕当天，“我的王莲我的船”、莲花主题国画现场创作、精品莲花欣赏、莲花产品展示、荷叶效应科普等活动精彩纷呈。在疫情影响下，旅游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而植物园是疫情期间最适合公众休闲的游览场所，本届名园名花展的如期举办显示出植物园在促进旅游业复苏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意义。
	相关新闻：
	第九届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名园名花展”开幕
	依托香格里拉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与中科院“国家队”的科研实力，9月8日，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与版纳植物园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生态保护与环境教育联合实验室”。自5月以来，普达措国家公园与版纳植物园双方正式开展合作，共建全境野生动物实时动态监测系统、公里网格生物多样性观测与研究、寒温性针叶林20公顷大型动态监测样地、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等4个科研监测平台。随着公园内的科研元素日益增多，园区内生态保护的效果也在日益凸显，将有效推进普达措国家公园试点工作，促进对国家公园实行更系统和更有效的保护。
	相关新闻：
	版纳植物园积极推进普达措国家公园长期生态学观测与研究平台的建设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态保护与环境教育联合实验室揭牌
	版纳植物园参加普达措国家公园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筹建专家咨询会
	11月24日，版纳植物园党委召开2020年第四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园各级组织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贯彻到版纳植物园的“十四五”规划制定和各项中心工作中。
	6月19日至21日，版纳植物园“十四五”规划战略研讨会召开，进行为期3天对植物生态学、植物资源学、保护生物学、园林园艺、环境教育、旅游管理、行政管理等7个专题进行研讨，共有71位报告人先后发言，总结“十三五”以来的成绩和存在问题，提出“十四五”规划的初步思考。本次会议从“一三五”规划的科研领域布局入手，通过建设核心植物园在组织体制机制变革上着力，提出“十四五”规划建议以及相应的“人才-项目-资产”等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化调整措施。
	相关新闻：
	版纳植物园党委召开2020年第四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版纳植物园举行“十四五”规划战略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