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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乙级

2 国家林业局大兴安岭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甲A级

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甲B级

4 北京中森国际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5 北京福森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丙级

6 北京创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乙级

7 涉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乙级

8 滦平坑木林场林业调查队 乙级

9 偏关县林业工作站 丙级

10 山西沃成生态环境研究所 乙级

11 扎兰屯市林业局林业调查设计队 丙级

12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院监测规划所 乙级

13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乙级

14 方正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乙级

15 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乙级

16 南京林知境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17 江苏森茗生态景观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18 南京朴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丙级

19 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20 浙江省常山县友情林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丙级

21 浙江世联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22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乙级

23 衢州市全盛森林资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丙级

24 龙泉市天创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丙级

25 滁州市绿色家园林业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26 安徽省瀚青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级

27 安徽扬子生态园林建筑有限公司 丙级

28 全椒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室 丙级

29 合肥润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丙级

30 合肥禾田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丙级

31 安徽林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32 安徽森嘉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33 福建闽山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34 德化县兴林林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级

35 南靖县瑞衡林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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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大田县茂林林业有限公司 乙级

37 福建省坤山林业设计有限公司 丙级

38 福建省万佳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乙级

39 清流县青峰林业技术服务中心 丙级

40 福州榕邦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丙级

41 江西山和林业工程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甲B级

42 上饶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乙级

43 南昌市江农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丙级

44 日照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丙级

45 泰安市泰山圣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46 青岛捷利达地理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丙级

47 山东金鹰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乙级

48 山东润昌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丙级

49 枣庄市林海森林资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丙级

50 泌阳县板桥林场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室 丙级

51 泌阳县马道林场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室 丙级

52 罗山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乙级

53 西峡县宏洋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乙级

54 郧西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乙级

55 湖北省远安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乙级

56 潜江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57 襄阳市襄州区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58 洞口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59 泸溪县林业勘察设计院 丙级

60 慈利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61 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62 深圳市鹏城林业调查规划院有限公司 乙级

63 佛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丙级

64 惠东县林业技术推广站（惠东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丙级

65 韶关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66 广东森霖造绿有限公司 甲B级

67 高州市便民林业服务有限公司 丙级

68 梅州荣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级

69 广州市绿之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70 广州市泓泰林业规划服务有限公司 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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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广东绿邦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丙级

72 湛江市畅盛造林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73 柳江县宏森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丙级

74 柳城县森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丙级

75 防城港市防城区木材公司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76 武鸣县美林林业服务有限公司 丁级

77 广西华森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甲B级

78 广西盛麒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79 南宁市绿城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乙级

80 河池市航洋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丙级

81 广西林信科技有限公司 丙级

82 广西信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丙级

83 丰都腾飞林业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84 重庆永能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85 四川华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86 四川有庆中孚林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87 四川丹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丙级

88 贵阳中雄林业生态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89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甲B级

90 施甸县森林资源管理站 丙级

91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丙级

92 云南省林木种苗工作总站 乙级

93 云南省凤庆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94 芒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咨询中心 丙级

95 弥勒市林业调查规划队 乙级

96 陇川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97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大理分院 乙级

98 红河州石岩寨国有林场林业调查规划队 丙级

99 普洱银鑫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丙级

100 云南三木木业有限公司沙坝田林场调查设计队 丙级

101 景东力奥林产集团有限公司 丙级

102 云南云绪林业规划管理有限公司 乙级

103 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 甲A级

104 镇坪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 丙级

105 神木弘森生态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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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陕西美绿林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107 岚皋县森林调查设计队 乙级

108 陕西资环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丙级

109 安康市汉滨区国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丙级

110 民勤县林业技术推广站 乙级

111 民乐县林业调查规划队 乙级

112 清水县林业勘察设计队 乙级

113 环县佳合工程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114 青海久农林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丙级

115 中卫市华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116 新疆阿勒泰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 丙级

117 福州闽诚林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118 金寨森茂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丙级

119 内蒙古浩瀚森林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丙级

120 陕西省长青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丙级

121 广西南宁盛茂林业调查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丙级

122 四川长青生态园林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丙级

123 烟台佳信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丙级

124 宁波江南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研究院 丙级

125 根河林业局森林调查设计大队 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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