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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秘书处召开 2016 年工作部署会议 

2016 年 1 月 11 日，联盟理事长陈进、秘书长胡华斌与联盟秘书

处成员召开 2016 年度工作部署会议，就秘书处 2016 年主要工作任

务、分工及时间节点等做出详细部署，以确保联盟各项工作同步有序

推进。会后将《中国植物园联盟秘书处 2016 年工作计划》发至副理

事长、理事会单位商议并形成最终计划。 

陈进理事长访问仙湖植物园 

为推进中国植物园联盟建设，有效服务于中国植物园发展，中国

植物园联盟陈进理事长、胡华斌秘书长等一行 5人于 2月 24日访问

仙湖植物园，就中国植物园联盟为 2017 国际植物园大会等相关事宜

进行了交流。 

下午，陈进理事长作了关于植物园园林园艺与物种迁地保护专题

讲座。课后陈主任与大家进行了热烈地互动交流，与大家分享了许多

其关于植物园的建园理念、规划经验、园艺技艺及科普教育等思想观

点。仙湖植物园领导班子成员，部门副主管及专业技术副高以上人员

共计 30余人参加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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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理事长访问华南植物园 

2月 25日，中国植物园联盟陈进理事长、胡华斌秘书长等一行 5

人访问华南植物园，就其负责承担的联盟课题“国家标准体系建设”

的工作进展及经费使用情况等相关事宜进行交流。 

上午，陈进理事长听取了廖景平研究员对于课题工作进展的汇报，

对其所做的大量工作给予肯定，同时对课题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意见。下午，陈进理事长与黄宏文研究员会面，商讨下一步工作方

案。 

中国植物园联盟建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2015 年 10 月，联盟秘书处同院科发局合作编写中国植物园联盟

建设工作进展《引领植物园发展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植物园联盟

建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供院领导审阅，并通过中科院科学传播

局以《中国科学院简报》（2015年第 20期，总 329期）形式，分送中

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

公厅、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省市

区党委、政府。下载地址： http://www.cubg.cn/info/zhbd/2016-01-

04/1040.html 

1月 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对中国植物园联盟

“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试点）计划”进行全面报道。观看网址：

http://news.cntv.cn/2016/01/22/VIDEBBWr2rNNegnvcCdM5l42160122.

shtml  

2月 15日，《中国科学报》刊登

了题为《中国植物园联盟的“加法”

之道》的专题文章，对联盟建设的

初衷及重点开展项目进行了详细介

绍。下载地址： 

http://www.cubg.cn/info/zhbd/2016-

02-16/1069.html 

 

 

 

经过两年半努力，联盟各

项工作全面推进，现有成员单

位 94家植物园，遍及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含香港特区）。

联盟的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

（试点）计划、植物园建设的

规范与标准、公众科普与环境

教育及能力建设等重点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受到上级领

导部门及国家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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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植物园年报 2015》正式发布

由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主编、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财政部战略生

物资源科技支撑体系运行专项资助、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编辑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年

报 2015》正式发布。 

《年报》全面介绍了 2014年 10月至 2015

年 12月期间中国科学院 13家植物园在物种

保育与资源利用、科学研究、知识传播与科

学普及、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工作进展，并

公布了相关数据。 

下载地址：http://www.cubg.cn/Download/Report/2016-03-01/1072.html  

 

版纳植物园降香黄檀被盗案告破，植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1月 18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公安局召开新闻通报会，宣

布成功破获 2015 年“10·10”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降香

黄檀（黄花梨）被盗案。 

2015年 10月 10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降香黄檀被盗

案发生后，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在西双版纳州林业公安局锲而不

舍的努力下，历时两个半月，转战勐腊、老挝、缅甸，最终抓获犯罪

嫌疑人 3名，并缴获全部被盗降香黄檀芯材。通过审查，犯罪嫌疑人

对盗窃黄花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犯罪分子被成功缉拿归案，有助于遏制通过破坏珍贵植物资源获

取不法收入的行为，有助于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工作的开展，有助于

提高群众的守法意识。 

mailto:cubg@xtb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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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植物园举办第十三届茶花展 

1 月 28 日上午，中科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举行第十三届茶花展开

幕式，开幕式邀请了昆明植物所所

长孙航及昆明市茶花协会理事长

张棨致辞。 

本次茶花展的科普活动，有“赏

美丽山茶 品醇香茗茶”主题科普

展板、“山茶之约”有奖征文、“我

爱山茶花”亲子活动和“缅怀历史

传承科学精神”山茶花认养活动。 

北京植物园举办第十二届兰花展 

本次兰展的中心展区是热带展

览温室。展区内共展出 300 余个品

种近万株兰花。展区中由蝴蝶兰、

石斛、火焰兰、文心兰、兜兰、大花

惠兰等洋兰，以及猴年植物、年宵

花卉等植物搭 2016年 2月 1日—3

月 1 日，北京植物园将第十二届兰

花展在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及

周边主要展馆内开展。期间，300余

个品种的万余株兰花与近万株特色

花卉共聚一堂，让大家在春节期间感受花卉盛宴。建出“花果山”、

“辉煌万代”、“精品植物展区”、“童话世界”、“猴年植物展”等九大

特色景点。 

“活化石”植物瓦勒迈松在庐山植物园引种成功 

江西省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活化石”植物瓦勒迈松繁

殖技术的研究，近日在庐山植物园取得成功。 

mailto:cubg@xtb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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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这一极度濒危的珍稀植物，自 2004年 4月 1日始，澳大利

亚实行了一个由植物园扩展至商界的瓦勒迈松繁殖计划。通过技术交

流与多方沟通，2007年 11月，庐山植物园从澳大利亚引种了两株瓦

勒迈松幼苗到庐山种植，使得庐山植物园成为中国内地首次引种瓦勒

迈松的学术机构。 

峨眉山植物园培育的两性花猕猴桃“龙山红”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

权证书 

峨眉山植物园（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

院院峨眉山生物资源实验站）科研人员在王

明忠研究员的带领下，经过 10余年选育，近

日新品种两性花猕猴桃“龙山红”已获得国家

农业部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授权号

CNA 20120952.0)。 

该品种适应性强，具有抗寒、抗病和抗湿

能力强的特点，早结丰产，嫁接苗第二年可试

花结果，四年生果园平均株产 10kg，折合亩

产 1000kg。该品种为两性花，自花结实，在

生产上完全避免了

雄株的应用，从而使

亩产提高 10%-20%，

系世界首个具有商

业开发价值的两性

花彩色猕猴桃品种，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对我国猕猴桃产

业品种的升级换代

具有重要意义。 

 

联盟数据统计 

成员登记： 

自 2013年 6月 6日联盟成立以来，共有来自中科院、林业、住建

部、农业、教育等多个系统的共 94 家植物园登记注册。详情访问

www.cubg.cn/member/ 。 

网站建设： 

联盟网站 www.cubg.cn/ 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对外开放。自 2014

年 4月中旬至现在，总访问量超 16万次，IP总数近 2.4万。 

联盟英文网站 en.cubg.cn/ 于 2014年 2月份正式对外开放。 

mailto:cubg@xtb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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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一年以来，联盟通过 9次培训共培养环境教育、园林园艺与景观

建设以及植物分类方面人才共计 263人次。 

联盟开通微博公众平台 

2014 年 7 月 25日，中国植物园联盟正式开通

官方微博啦！想要了解国内外植物园的最新资讯、

欣赏更多植物园美景、掌握植物园联盟建设项目的

最新动态。请扫一扫右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

微博。http://weibo.com/cubg  

中国植物园联盟 2016 年植物分类与鉴定培训班报名通知 

本次分类鉴定培训班的课堂设置在远离城市喧嚣的郊外、植物学

实习的圣地——浙江省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理论课程将紧紧围绕学员

们平时工作的主要需求设置，且完成理论课程的同时立即进行野外实

践，加深印象，做到学以致用。培训班将安排高强度的野外采集活动，

是对学员身体与意志的一种挑战，做到实践出真知。 

报名地址：http://www.cubg.cn/tzgg/2016-03-15/1094.html  

中国植物园联盟 2016 年植物园解说系统规划设计培训班报名通知 

联盟首次设置的短期培训班。 

培训地点：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培训方式：专题授课、小组讨论、案例分享、园区实践结合，特别

要求：学员每人需在参加培训前准备 PPT 分享各自单位的解说系统

现状，培训期间进行分享讨论，每人不超过 15分钟。 

培训内容：植物园解说系统建设、中外旅游景区解说系统比较、

植物园解说系统规划设计案例、植物园解说牌标识功效分析等。 

报名地址：http://www.cubg.cn/tzgg/2016-03-30/1120.html  

mailto:cubg@xtb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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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简报介绍及内容征集 

为了更好地发挥联盟增进植物园间信息沟通与交流的功能、督促

联盟更好地为成员服务，从 2013 年第四季度开始，联盟将按季推出

工作简报，内容暂包括：工作动态、成员消息以及友情提示三个板块，

定时向成员们汇报联盟的工作进展并共享植物园间信息。 

作为中国植物园网络宣传平台，联盟成员单位都在借助联盟网站，

利用新闻与精美照片，积极宣传各植物园。特别感谢上海植物园、中

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植物园、北京市植物园、

峨眉山植物园等对联盟网站工作的支持。  

各成员单位可将本单位有意义的或者有趣的消息告诉我们，邮箱

地址为：cubg@xtbg.ac.cn ,让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成长与快乐。 

 

 

 

 

编辑：焦阳 

 

mailto:cubg@xtbg.ac.cn
mailto:cubg@xtbg.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