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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四届“中国林业产业突出贡献奖” 

获奖名单 

（按区域排序，单位 135 个，个人 135 名） 

单  位 

 

北京市（8 个） 

北京中林联林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润禾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林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盛景国信（北京）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北京福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碧海怡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中国林学会学术部 

中国林业物资有限公司 

河北省（6 个） 

石家庄市林果技术研究推广服务中心 

河北鑫鑫木业有限公司 

青龙满族自治县林业局 

遵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邢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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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肥乡区林业局 

山西省（5 个） 

山西省林业种苗管理总站 

吕梁野山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 

山西省交口县林业局 

山西省黑茶山国有林管理局石桥林场 

内蒙古自治区（3 个） 

乌兰察布市林业产业化办公室 

鄂尔多斯林业和草原局 

内蒙古绿草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1 个）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3 个） 

上海沪香果业专业合作社 

上海农家苑葡萄有限公司 

金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6 个） 

南通市林业局 

江苏省顶上油用牡丹科技有限公司 

华东森林产品电商城（江苏木艺园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洛基木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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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阳县金森源木业有限公司 

南京金甬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8 个） 

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林业）局 

常山县林业水利局 

龙泉市林业局 

浙江省香榧产业协会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 

淳安县林业局 

安徽省（5 个） 

宿州市林业局 

全椒县林业局 

太湖县林业局 

黄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安徽徽王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7 个） 

南平元力活性炭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靖县林业局 

福建省上杭白砂国有林场 

福建省连江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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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平市花卉协会 

福建省长汀县林业局 

福建源华林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3 个） 

抚州市林业产业发展管理局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森林药材与食品研究所 

江西森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6 个） 

菏泽市林业局 

寿光市林业发展中心 

泰安市岱岳区生态林业发展中心 

济南紫金玫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飞龙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三羊榛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10 个） 

河南省联兴油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济源市鸿润苗木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祥和牡丹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四季春园林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桐柏山野茶开发有限公司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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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杜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宏达木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5 个） 

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旭舟林农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巨宁森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宝源木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11 个） 

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总院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常德市鼎城区林业局 

湖南省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资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湖南九九慢城杜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神农国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紫薇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山润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茶坤缘杜仲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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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深圳市国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东莞市莞香园艺科技有限公司 

富林家居（中国）有限公司 

保仪生态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5 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六万林场 

广西南宁树木园 

崇左市林业局 

浦北县木业产业科技协会 

广西三门江生态茶油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4 个） 

重庆星星套装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琥珀茶油有限公司 

重庆大地园林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五福盈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5 个） 

广元市林业局 

泸州市林业和竹业局 

巴中市林业局 

四川永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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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叙州区林业局 

云南省（1 个） 

昆明海之灵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1 个） 

西藏昌都市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6 个） 

商洛市林业局 

宝鸡市林业局 

陕西省森林资源管理局 

镇巴县林业局 

榆林市榆阳区林业局 

西安绿环林业技术服务公司 

甘肃省（4 个） 

武威市林业和草原局 

静宁县果树果品研究所 

庆城县林业和草原局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滩歌林场 

青海省（2 个） 

青海省玛可河林业局 

班玛县林业和草原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4 个） 

宁夏林权服务与产业发展中心 



 

 
- 8 - 

吴忠市利通区林业和草原局 

玺赞庄园枸杞有限公司 

宁夏中杞枸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森工集团（3 个） 

内蒙古阿里河林业局 

内蒙古森工集团绰源林业局 

内蒙古库都尔林业局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1 个） 

大兴安岭富林山野珍品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 个） 

    塔里木大学植物科学院 

龙江森工集团（3 个） 

黑龙江省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亚布力林业局 

桦南农盛园食品有限公司 

长白山森工集团（2 个） 

延边兴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天桥岭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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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北京市（8 名） 

史玉琴 北京市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 

李定顺 北京奥金达蜂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开勇 北京京彩燕园园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治美 万华生态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CEO 

康勇军 中国绿色时报社编辑部主任 

曹小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 

胡文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盛富 北京绿奥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津市（1 名） 

    孟继森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果服务站高级农艺师 

河北省（4 名） 

李志民 河北怡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兴泉 秦皇岛市林业局种苗站站长 

王月霞 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果树站站长 

刘  艳 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科员 

山西省（5 名） 

黄亚平 闻喜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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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平 岚县林业局局长 

白  英 晋中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杨  飞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 

朱晓基 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科员 

内蒙古自治区（4 名） 

陈学勋 敖汉旗双井林场场长 

刘春林 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和林业草原局产业化办公室主任 

于忠芳 准格尔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潘晓明 内蒙古华洪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辽宁省（1 名） 

杨志刚 沈阳邦迪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林省（1 名） 

王新娟 通化市林业局科员 

上海市（5 名） 

朱春玲 上海市林业总站副站长 

韩慧琴 上海嘉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金明 上海瀚达木业有限公司总裁 

刘彬彬 天格地板有限公司董事长 

卜立新 书香门地（上海）美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苏省（5 名）              

雷礼纲 江苏省林业有害生物检疫防治站副站长 

左其峰 泗阳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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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静 南京牛首山林场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国栋 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政资源管理站站长 

陈建军 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浙江省（10 名） 

马英刚 浙江省林业产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王建江 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 

陈小宝 义乌市林业种苗管理站站长 

夏云飞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程师 

章志焕 嘉善县木业协会原秘书长 

吴谷汉 文成县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 

朱  磊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设计院处长 

骆冠军 冠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金昌 诸暨市香榧博物馆正高级工程师 

张  凯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董事长 

安徽省（6 名） 

吴学懿 安徽祥融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 

葛浩新 阜阳市新丰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士勇 安徽奥林园艺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 

胡维华 池州市林业局产业站站长 

白卫萍 安徽省林业局国合产业处四级调研员 

孔祥永 蒙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福建省（6 名） 



 

 
- 12 - 

高  琼 福建省林业局林业改革与产业发展处二级调研员 

吴建辉 南平市林业局产业发展科科长 

俞先禄 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跃宁 福建省宏盛园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饶春荣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义文 永泰县林业局局长 

江西省（6 名） 

陈春泉 吉安市林业局局长 

万发令 江西省林业产业发展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 

雷和辉 弋阳县林业局局长 

佘贻谋 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俊 中国共产党宜丰县委员会书记 

孙  勇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油茶分会副秘书长 

山东省（6 名） 

陈志坤 临沂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吉贵 茌平县国有广平林场场长 

伏小猛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改革发展科科长 

鞠传龙 威海市场圃管理站高级工程师 

陈志刚 东营市自然资源局林业改革发展科高级工程师 

崔相印 济南市长清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科技产业负责人 

河南省（4 名） 

岳纲亮 淇县联发种植农民农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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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中 西峡县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张文颇 洛阳农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翔 河南世纪立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湖北省（3 名） 

刘先俊 湖北省太子山建设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何贻信 湖北燕加隆九方圆板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陈志丽 湖北沛林生态林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省（6 名） 

张仲凤 湖南省绿色家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冯友根 湘潭盘龙生态农业示范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盛克寨 湖南无患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明红 湖南南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 

杨  莉 湖南洋利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 

李建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院长、教授 

广东省（3 名） 

王碧安 中共南雄市委书记 

李敦华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韶关市委员会会长 

刘祝赞 广东鸿利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7 名） 

马锦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刘  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场长 

杨卫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派阳山林场副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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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亮 柳州市笑缘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炳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东门林场场长 

廖兵余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派阳山林场副场长 

吴艺梅 岑溪市林业局营林股负责人 

重庆市（5 名） 

吕玉奎 荣昌区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站长 

方  文 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究所所长 

李秀珍 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袁招荣 江津区林业局产业科科长 

巫艾玲 重庆邦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四川省（5 名） 

万红缨 四川省青神县林业和园林局党组书记、局长 

苏曲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林业与草原产业科科长 

刘  刚 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易  从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米运达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大霍山枣子专合社理事长 

云南省（2 名） 

朱仕荣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农业与生态环境 

工程设计所所长 

李小英 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 

西藏自治区（1 名） 

和劲松 西藏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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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9 名） 

原双进 陕西省林业科技推广与国际项目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张西省 陕西省林业产业发展中心副调研员 

周春栋 岚皋县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建国 略阳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吴中秋 延长县林业工作站高级工程师 

任  枫 西安绿环林业技术服务公司总经理 

王孝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设计院办公室主任 

封斌奎 陕西大统生态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拉岐 杨凌金山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甘肃省（5 名） 

魏文生 酒泉市林业和草原局绿化产业科科长 

叶友恩 天水市麦积区林业和草原局高级工程师 

窦长保 临泽县林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工程师 

何丽霞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正高级工程师 

严子柱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青海省（2 名） 

井建青 海西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徐  晶 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科副科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4 名） 

郭  嘉 宁夏润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朱金忠 中宁县杞鑫枸杞苗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雍跃文 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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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伟 宁夏枸杞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内蒙古森工集团（4 名） 

张晓超 内蒙古阿尔山林业局党委书记 

周敏庆 内蒙古满归林业局白马坎林场主任 

邰宝刚 内蒙古毕拉河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 

郭成文 内蒙古克一河林业局产业科长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1 名） 

曲迎君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体工队副队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 名） 

王立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工作管理总站站长 

龙江森工集团（2 名） 

张  云 黑龙江省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隋晓东 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长白山森工集团（3 名） 

刘志宏 长白山森工集团工程师 

胡立平 吉林省汪清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 

宋国涛 吉林新元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