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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批“最美林草科技推广员”名单 

（共 200 名） 

 

序号 地区单位 姓名 工作单位 

1 

北京 

孟丙南 北京市林业科技推广站 

2 魏  琦 北京市林业科技推广站 

3 周晓杰 北京京彩弘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4 潘彦平 北京市林业保护站 

5 袁启华 北京市温泉苗圃 

6 吴丽娟 大兴区林业工作站 

7 

天津 

李广宇 宝坻区林业事务中心 

8 李玉奎 蓟州区林业局 

9 付新爽 宁河区苗木良种服务中心 

10 张  颖 武清区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 

11 王宝龙 静海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12 

河北 

王百千 文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3 赵京献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 

14 刘子民 保定市林果技术推广站 

15 佟景梅 青龙满族自治县林业局 

16 王月霞 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7 商贺利 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18 
 

山西 

冯  斌 晋中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9 牛红霞 长治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20 高晋东 山西省林业推广和经济林管理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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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杨  飞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22 程志枫 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 

23 申向飞 晋城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24 

内蒙古 

吴向东 
达拉特旗政法委（原单位：达拉特旗绿化委

员会办公室、林业局） 

25 刘宏义 阿拉善左旗林业工作站 

26 王宝侠 通辽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27 闫  锋 鄂尔多斯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28 焦慧芬 巴彦淖尔市造林技术推广站 

29 金  宇 呼伦贝尔市林业工作站 

30 

辽宁 

姜宗辉 朝阳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31 王云飞 建昌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 

32 于  晶 本溪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33 李  委 辽宁省实验林场 

34 

吉林 

夏守平 辉南县林业局 

35 玄永男 延边林技术推广站 

36 阎立波 吉林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37 韩玉生 通榆县自然资源局 

38 刘玉梅 大安市林业和草原局 

39 

黑龙江 

胡振宇 佳木斯市孟家岗林场 

40 刘昭明 黑龙江省草原站 

41 徐连峰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42 隋鹏超 七台河市林业和草原局铁山林场 

43 石艳霞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 

44 

上海 

韩玉洁 上海市林业总站 

45 张岳峰 上海市林业总站 

46 郁海东 上海市林业总站 

47 顾旭忠 松江区林业站 

48 龚洪斌 闵行区林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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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江苏 

戴  蔚 盐城市林业局林业工作站 

50 殷云龙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51 冯育青 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 

52 佘广美 常州市林业工作站 

53 刘  彬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54 黄  冰 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润州分局 

55 

浙江 

楼  君 杭州市富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56 严邦祥 景宁畲族自治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57 胡文翠 东阳市林业种苗管理站（东阳市香榧研究所） 

58 刘  军 杭州市余杭区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中心 

59 潘晓路 温州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60 

安徽 

余益胜 宁国市林业技术服务中心 

61 刘若森 利辛县林业局 

62 刘建中 青阳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63 方明刚 广德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64 孙灿辉 太和县林业局 

65 王  军 岳西县五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66 

福建 

林振清 建瓯市竹类科研所 

67 欧建德 明溪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68 洪永辉 龙岩市林业种苗站 

69 邹跃国 华安县林业局 

70 

江西 

林朝楷 崇义县林木种苗站 

71 刘  蕾 赣州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72 朱培林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 

73 曾广腾 吉安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74 姜晓装 江西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 

75 杨  军 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76  

 

宋永贵 滨州市自然资源科技教育中心 

77 赵之峰 山东省经济林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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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山东 

吴全宇 菏泽市林业产业发展中心 

79 杨庆山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80 鲁仪增 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中心 

81 刘国利 无棣县小泊头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82 

河南 

周耀伟 鲁山县林业技术推广站 

83 何长敏 新乡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84 李红喜 栾川县林业技术服务站 

85 王守龙 济源市林业工作站 

86 李纪华 西峡县林业技术推广站 

87 王铭敏 新密市林业局 

88 

湖北 

肖之炎 武汉市林业工作站 

89 陈贝贝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科学研究院 

90 徐永杰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91 高  霜 咸宁市林业科学院 

92 白  涛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3 解志军 襄阳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 

94 

湖南 

王国晖 怀化市林业科技推广站 

95 刘欲晓 攸县林业局 

96 龚雄夫 新化县林业科技推广站 

97 和红晓 湘西自治州林业综合服务中心 

98 高国宏 宁乡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99 刘西苑 邵阳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100 

广东 

梁远楠 肇庆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101 汪求来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102 张梅兰 南雄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103 
 

 

广西 

阳桂平 资源县资源林场 

104 侯立英 三江县林业局 

105 张  清 昭平县林业局 

106 吴艺梅 岑溪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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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梁  运 东兰县林业局 

108 龙永泰 永福县林业局 

109 

海南 

陈喜蓉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10 钟才荣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11 陈宗铸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12 陈飞飞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13 洪文君 三亚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114 

重庆 

吕玉奎 荣昌区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 

115 徐  兵 黔江区林业局 

116 李秀珍 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117 高勇军 梁平区林木种苗和林业科技站 

118 肖国林 江津区先锋镇农业中心（林业站） 

119 

四川 

何长斌 平昌县林业局 

120 蒲元忠 剑阁县林业局 

121 杨廷勇 甘孜州草原工作站 

122 金银春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23 罗  旭 通江县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124 熊剑文 广安市广安区林业技术推广站 

125 

贵州 

杨承荣 黎平县营林总站 

126 杨先义 毕节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127 袁昌选 天柱县林业产业发展中心 

128 刘四黑 玉屏侗族自治县林业局 

129 韦昌盛 贞丰县林业局 

130 杜维娜 关岭自治县林业局 

131 

云南 

唐红燕 普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132 黄佳聪 保山市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站 

133 熊竹兰 永胜县林业技术推广站 

134 杨利华 普洱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135 楚永兴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科技推广站 

136 梅徐海 禄劝县林业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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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西藏 

拉  顿 那曲市林草局 

138 赵  俊 西藏自治区林木科学研究院 

139 普  罗 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 

140 普布昌决 工布江达县林业和草原局 

141 

陕西 

曹席轶 安康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142 张治有 商洛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143 陈余朝 安康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144 郭军成 渭南市林业工作站 

145 王小亚 榆阳区林业和种苗工作站 

146 刘  毅 
陕西省林业科技与国际项目管理中心（陕西

省林业工作站） 

147 

甘肃 

魏秀红 酒泉市林果服务中心 

148 姚宏渊 环县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149 辛  平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 

150 武  斌 临夏州林木种苗服务站 

151 张广忠 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52 

青海 

赵昌宏 互助县北山林场 

153 石长宏 玛可河林业局 

154 马玉寿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155 索南江才 澜沧江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 

156 贡  保 循化县拉毛太云杉种植专业合作社 

157 

宁夏 

韩映晶 固原市原州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58 张国庆 宁夏林权服务与产业发展中心 

159 史  宽 吴忠市利通区林业和草原局 

160 陈克斌 彭阳县林业和草原局 

161 唐希明 中卫市林业和草原局 

162  

 

 

赵玉玲 精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 

163 
哈地尔·依

沙克 
新疆林业科学院经济林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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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新疆 

刘丽媛 吐鲁番市林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65 张  峰 库尔勒市林草局 

166 
帕坦

木·艾沙 
阿克苏地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67 

新疆 

兵团 

王春芳 第二师 31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168 张建军 第四师林业工作管理站 

169 杨  雪 第九师林业工作管理站 

170 何  磊 第一师 12 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171 

中国 

林科院 

曾炳山 热带林业研究所 

172 裴  东 林业研究所 

173 龚榜初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174 杜红岩 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 

175 江锡兵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176 卢立华 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177 谷  勇 资源昆虫研究所 

178 
竹藤 

中心 

刘广路 竹藤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179 李  岚 产业处 

180 漆良华 安徽太平试验中心 

181 
中国 

林学会 
邬玉芬 浙江省宁海县林特技术推广站 

182 
大兴安岭

林业集团 

庞启亮 大兴安岭地区农林科学院 

183 李晓平 塔河林业局 

184 李海臣 呼中林业局 

185 
内蒙古 

森工集团 

马立新 阿龙山林业局 

186 杨英新 吉文林业局 

187 乔  莉 阿里河林业局 

188 
吉林 

森工集团 
周春艳 露水河林业局 

189 
北京 

林业大学 
敖  妍 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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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东北 

林业大学 

邹  莉 林学院 

191 钱  程 科学技术研究院 

192 

南京 

林业大学 

周建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93 王福升 竹类研究所 

194 张往祥 林学院 

195 葛之葳 生物与环境学院 

196 
西南 

林业大学 

董文渊 林学院 

197 辉朝茂 林学院 

198 李莲芳 林学院 

199 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 

李树战 林学院 

200 侯金波 林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