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三批全国林草乡土专家拟聘任名单

序号
地区、单

位
姓名 工作单位

1

北京

王志明 北京康乐种植基地

2 辛建芬 碧森园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3 朱艳明 北京龙湾玉明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4 王 波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5 刘静波 燕赵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6 李定顺 北京奥金达蜂产品专业合作社

7 李彦广 金果天地（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8 马国华 北京格润园艺有限公司

9 杨永起 北京市平谷大华山农业技术推广站

10 崔艮中 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单 军 北京盛世润禾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12 高 丽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限公司

13 许 栩 北京安海之弋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14

天津

王志广 天津怡家家庭农场

15 周述松 四季聚兴农业农作物种植合作社

16 张绍青 蓟州区林业资源保护开发服务中心

17 赵振学 北辰区西堤头镇赵庄子村

18 张建凯 天津东升鑫盛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19 李玉奎 蓟州区林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20 贾景德 东丽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21 焦汝民 天津市谷丰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22 王树奇 天津市树奇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23

河北

潘兆国 兴隆县北营房镇四顷地村

24 柳俊明 保定市满城区苗圃场

25 张新建 保定中森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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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温学芬 井陉县林业工作总站

27 赵桂凤 秦皇岛市海滨林场

28 祁项超 承德绿世界活性炭有限公司

29 张春江 宽城县化皮镇西岔沟村

30 任淑艳 遵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果花质量中心

31 谷国通 文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技术推广站

32 宁丽敏 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农业农村局林业工作站

33

山西

阎 盛 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新沟村

34 崔向华 阳城县华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5 张书安 洪洞县万安镇枣坪村

36 段福军 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

37 程子昂 晋中林果丰种养专业合作社

38 李保全 临县科学技术协会

39 张保计 灵石县双园种植专业合作社

40 武培煜 孝义市煜兴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41 刘春华 太行山国有林管理局营盘林场

42 闫河山 垣曲县皋翔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43

内蒙古

刘亚江
鄂伦春自治旗宜里镇亚江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

44 陈光明 内蒙古森工集团绰源森林工业有限公司

45 张晓波 宁城县小城子镇宁中村

46 李宝华 兴安盟白狼林业局产业发展中心

47 姜红海 林西县非凡家庭农牧场

48 刘 波 敖汉旗亿森明珠林果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49 贾琪安 内蒙古博煜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

50 王来恩 清水河县林业和草原局

51

辽宁

郝 良 盖州市古聚源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52 庞 龙 辽宁青松岭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3 张立国 彰武县大四家子镇林果站



54 佟德元 锦州市小东农商有限责任公司

55 张显秋 铁岭平榛种植实验示范基地

56 张丙坤 盘锦积葭生态板业有限公司

57 杨富安 铁岭县李千户镇扬帆食品有限公司

58

吉林

任宝国 黄泥河林业有限公司资源开发管理处

59 于爱香 吉林省林业产业协会榛子专业委员会

60 杨宝仁 通榆县瞻榆国有林保护中心

61 林喜双 吉林省爱特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62 赵文强 吉林市昌邑区永发蟾蜍养殖专业合作社

63 戴振武 柳河县园丰农林产品专业合作社

64 于建国 吉林市龙潭区新山苗木专业合作社

65

黑龙江

王 振 黑龙江寒地林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6 宋殿春 尚志国有林管理局元宝林场

67 于春友 黑龙江伊春森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8 王彦博 云烁智控（哈尔滨）技术有限公司

69 魏忠旗 鹤岗市十八号林场

70 殷吉龙 哈尔滨市阿城区平山林场

71 王克军 漠河市漠河林场

72 郑文武
伊春市林业和草原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

处

73

上海

沈振兴 上海沪香果业专业合作社

74 陈金昌 樽文生态园

75 周永发 上海前卫柑桔公司

76 沈益德 上海丰柏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77 郭陶然 上海天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78 傅展荣 上海东林方杉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79 陈 亮 上海凯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80 付余芳 上海辰露绿化有限公司

81 江苏 张文献 南京捷利牡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2 张士伟 丰县林业技术指导站

83 陈惠忠 溧阳映山红花木园艺有限公司

84 禹在定 扬州大禹风景竹园

85 李叶红 盱眙石马山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86 顾 勇 泰兴市黄桥果园场

87 周爱东 镇江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检疫站

88

浙江

廖望仪 物产中大长乐林场有限公司

89 黄才松 宁波百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 蒋正剑 浙江聚优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 凌择明 永康市舟山择明家庭农场

92 吴培江 桐乡市乌镇苗木专业合作社

93 金鸣宏 湖州丰溢苗木有限公司

94 黄庆烈 嵊州市谷来土特产有限公司

95 吴养根 松阳县君凯安农家庭农场

96 徐志坚 常山县椿秋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7 许建茹 杭州九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8 丁 强 新昌县永春花木专业合作社

99 吴剑雄 庆元县三禾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孙卫东 杭州临安区湍口山核桃专业合作社

101 张东良 仙居县俊雄农场

102 程伟达 金华世轩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03

安徽

柳士勇 六安市安徽奥林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104 张柏玉 池州市楠林园艺有限公司

105 史 良 阜阳市颍泉区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106 田德志 蚌埠市安徽新恒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07 洪爱娟 黄山市山野土特产有限公司

108 顾成杰 滁州市安徽林桥园林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109 何的明 合肥市安徽万利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10 宋大伟 池州市适四时农业有限公司



111

福建

苏明川 惠安县田船余甘专业合作社

112 廖玉霞 龙岩市欣卉营林有限公司

113 李志阳 漳州市长泰区岩溪镇顶山村

114 周建华 永春华辰盆景研发中心

115 张少智 光泽县圣丰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116 饶小琼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

117 颜正聪 德化县祥盛工艺有限公司

118 吴轩毅 福建省山珍源油茶开发有限公司

119 潘锡章 福建省鼎模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20

江西

李 飞 婺源县钟吕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1 杨和平 江西省宜丰县新昌镇城北路

122 黄明辉 全南县天龙林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3 张卿柳 信丰县大塘埠镇万星村

124 江期文 江西省德义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25 潘小兵 江西三农花木园林有限公司

126 曾宪荣 龙南市东江乡中和村荣华苗圃

127 卢 信 江西省鑫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28 刘新颂 江西果满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29

山东

苏丰忠 山东飞天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30 张允东 淄博凯创园林有限公司

131 侯宝顺 东营市河口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132 朱志奇 莱州市宏顺梅花种植科技有限公司

133 钟道君 聊城市禾木竹子发展研究中心

134 李加宝 滨州市花卉苗木协会

135 徐 英 新泰市林业保护发展中心

136 王志伟 中科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137 刘敬国 沂南县国有林场总场

138 陈仁鹏 安丘市林业发展中心

139 河南 魏富安 新郑市安富林果专业合作社



140 董庆春 兰考县庆春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141 贺超锋 国有洛宁县全宝山林场

142 刘克帅 卫辉市悦农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143 王瑞旺 河南省瑞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44 张卢峰 卢氏县香盛轩核桃专业合作社

145 吴永军 南召县金豆皂业有限公司

146 崔广军 河南省益智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147 何存继 光山县育才花卉苗木有限公司

148

湖北

徐泽刚 利川市箭竹溪黄连专业合作社

149 吕成华 丹江口市兴源生橄榄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0 秦志强 孝感市龙康油茶专业种植农民合作社

151 加子明 随州市岳雄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52 谢 辉 湖北绿尚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153 谭勋桃 建始县龙坪乡林业管理站

154 祝晓东 京山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155

湖南

师艳林 浏阳市好韵味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156 黎永勤 浏阳市大围山缘润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57 谭叙平 湖南喜杨杨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158 张水波 醴陵市金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159 黎志勇 株洲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60 黄永忠 湖南南苹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61 覃仕永 石门县林下中蜂产业协会

162 杨子云 洪江市金土地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163 刘楚南 湘潭县心景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164 徐晓龙 张家界茶林河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65 曹文章 湖南省三村竹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66 杨祥新 通道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67 刘作宽
湖南新宁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舜皇管

护站



168

广东

凌凤清 广东华清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9 黄春龙 茂名市电白区春龙奇楠沉香种植专业合作社

170 张导荣 广东客嘉源南药种植有限公司

171 陈佛传 广东兴源农林有限公司

172 冯惠容 广宁县祥景种养专业合作社

173 陈东明 广东态合堂实业有限公司

174 许黎明 广东海鹏竹纤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75 刘 军 广东惠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76 黄炳辉 阳春市恒豐实业有限公司

177 卢六坚 广东百荟园林种苗有限公司

178

广西

黄国容 广西益元油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79 黄家伟 广西澳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80 池勇权 南宁市玉洲苗圃场

181 胡存宁 岑溪市波塘镇东岸村

182 张日明 广西日兴苗木有限公司

183 黄 林 广西扶绥水宝养殖有限公司

184 李一陆 广西桂平市丰穗农业种养专业合作社

185 陶春发 桂林陶园花卉有限公司

186

海南

王永庆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87 蒲正禹 海南红椰子研究开发公司

188 胡昌月 昌江黎族自治县林业协会

189 陈有师 海口东山金茂苗木有限公司

190

重庆

刁建琨 重庆港荣园林有限公司

191 廖秀兰 重庆中林油鼎桐林业有限公司

192 彭文清 重庆康寿无花果开发有限公司

193 张瑞君 重庆市永川区国有林场

194 陆 华 酉阳县合农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195 李小文 长寿区八颗街道办事处

196 游小军 荣昌区荣富花椒股份合作社



197 周 全 奉节县甲高镇安家村

198

四川

周恩军 四川省旺达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99 丁耀华 西昌富华金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 张小平 华蓥市双可街道双桥村原高一矿医院

201 侯银堂 广元市朝天区蒲家乡硕星富民农场

202 权家成 合江县福森种养专合社

203 荆 亮 峨眉山圣果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204 向洪智 安岳县铁福林木专业合作社

205 聂玉昆 富顺县富又顺油茶专业合作社

206 黄志标 四川广安和诚林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7

贵州

李 伟 毕节拱拢坪农林生态园专业合作社

208 王登虎 水城县玉舍乡俄脚村旭鑫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209 杨胜彬 铜仁市碧江区红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10 龙见长
榕江县平永镇扣友坳生态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

211 姚本祥 贵州祥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12 黄红缨 贵州瓮安鑫产园茶业有限公司

213 熊天远 贵州平塘金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4 姚优凤 荔波茂兰竹艺有限公司

215 谭晓辉 荔波昌辉食业

216 盛永贵 遵义市汇川区林业局

217 杨安仁 贵州鸿发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18 龙朝清 贵州子昇养殖有限公司

219

云南

阮忠山 鲁甸县小雨点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220 张 洪 会泽县者海镇拖茨村

221 黄 校 昌宁县校通圆食品有限公司

222 韦堂友 麻栗坡县友缘农业专业合作社

223 李绍光 弥勒市弥阳街道母乃村

224 郭金凤 法脿镇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



225 兰付益 泸水付益脱贫攻坚造林扶贫专业合作社

226 赵灿柏 云南中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27 刘晓明 宁蒗县丽川生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28 林春然 芒市宏康重楼种植专业合作社

229

西藏

郭儒钦 西藏藏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30 吴 骋 西藏墨奇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231 谭言庆 朗县拉多乡人民政府

232 江 华 西藏饲廊桑草畜科技有限公司

233 布穷次仁 昌都市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234

陕西

党显茹 杨凌快活林养殖专业合作社

235 王喜玲 扶风县喜林苗木果蔬专业合作社

236 任婉婧 扶风县天度镇乔山柿子园

237 田成山 陕西中科万家农业有限公司

238 刘亚玲 陕西天行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39 杨金荣 陇县丰田蜂业专业合作社

240 长孙艳艳 陕西青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41 王勇超 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

242 董兆斌 商洛盛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43 王 锋 商洛市商州区陈塬街道上河村

244

甘肃

魏海忠 临洮县洮阳镇柯栳村

245 王选强 庄浪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

246 谈召林 武都区召林良种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47 张继蕊 靖远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技术推广站

248 李文会 天水市麦积区石佛镇周半村

249 侯秀全 嘉峪关丰源农业科技示范园有限公司

250 邱雅林 庆阳市林木病虫检疫防治站

251 潘建强 玉门市恒旺循环农业示范园区

252 祁文辉 东乡县河滩镇韩杨村

253 青海 冯天庆 青海中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54 李生恩 湟中恩成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255 扎西桑俄 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256 韩英杰 都兰金泰农业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57 宗 钰 西宁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58 丁谊忠 大通丁翔苗木繁育专业合作社

259 罗 彬 青海宏博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60 屈生龙 贵德县生龙中藏药材种植协会

261 汪治军 湟中尼玛隆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262 马海山 大通县海顺农产品种植营销专业合作社

263 贺连珍 青海互丰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64 袁秀明 大通县秀明家庭农场

265 赵全录 共和县玉苗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266
李卓玛永

山
互助县业盛生态养殖公司

267 韩永红 湟源绿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268 徐生发 海东市平安区昌新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269 李同岩 青海万里红绿色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270 李维业 海东市乐都区维连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271 南 钱
尖扎县措周乡洛哇村仁青加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

272 杨 簇 青海绿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73 李自崇 贵德县林清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274

宁夏

马元红 吴忠市中苗果树研究所有限公司

275 柳强强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强强家庭农场

276 王小亮 宁夏弘兴达果业有限公司

277 毛广明 中宁县鸣雁苹果专业合作社

278 马成斌 宁夏农垦黄羊滩农场有限公司

279 李 玉 永宁县俊玉彩叶植物专业合作社

280 王爱彬 彭阳县红河镇常沟村



281 杨金国 宁夏大秦枣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282

新疆

刘留拴 喀什新鑫果业有限公司

283 姜建昌 玛纳斯县建昌保鲜专业合作社

284 马新荣 尉犁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285
努尔买买

提·孜比不拉
新疆荣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86 郑兴国 新疆博林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87
买买提艾

力·达吾提
叶城县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

288

新疆生

产建设

兵团

肖 健 第一师 16 团 17 连

289 王秀琴 第二师 29 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290 李 臣 第六师奇台农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291 姜 峰 第二师 33 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292 吴 燕 第一师 10 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293

大兴安

岭林业

集团

杨丽君 生态修复处技术推广站

294 于洪芝 生态修复处技术推广站

295 刘国忠 图强林业局

296 盖云雷 漠河林业局

297 程广东 十八站林业局

298 王天军 呼中林业局

299 秦 军 新林林业局

300 王春生 松岭林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