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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林农乡土专家评选认定委员会文件 
 

吉乡评〔2021〕3 号 

 

关于第四批省级林农乡土专家 

评选认定结果的公告 

 

根据吉林省林农乡土专家评选认定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林农乡土专家”评选认定工作的通知》（吉乡评〔2021〕2 号），

经个人申报、相关专家举荐和有关研究会（学会、协会）、科协推

荐，吉林省北佳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海滨等 97 名林

农生产经营一线的技术能手、经营人才和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

骨干力量被评为第四批省级林农乡土专家。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被认定为省级“林农乡土专家”的，享有参加省森林休憩

保育研究会及相关学会、协会组织的技术培训、考察学习、学术

交流、成果推广和评先创优等活动的优先权。 

二、 授权省级“林农乡土专家”履行下列权责： 

（一）向广大林农宣传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林业（草原）、农

业政策； 

（二）开展林业（草原）、农业科技咨询和服务活动，指导

和帮助林农解决林农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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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办林业（草原）、农业相关技术培训活动，向林农

和公众传授先进林业（草原）、农业实用技术，带头搞好林业（草

原）、农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四）积极完成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等安排的技术服务、

咨询、培训和试验、示范、推广等各项任务； 

（五）积极开拓市场，帮助林农、林农合作社和林农企业畅

通销售渠道，提高经济收益； 

（六）积极反映林农呼声，提出发展涉林涉草涉农生产、提

高经济效益的意见和建议。  

三、吉林省林农乡土专家评选认定办公室要加强管理，每年

对“林农乡土专家”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考评。当年考评合格者，原

认定继续有效；当年考评不合格者，取消其优先权；连续两年考

评不合格者，取消所认定的“林农乡土专家”资格，收回证书，并

取消所有权利。 

四、省林农乡土专家评选认定办公室和有关学会、协会要定

期了解“林农乡土专家”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供帮助。 

五、建立吉林省“林农乡土专家”微信平台，及时对“林农乡土

专家”开展工作、履职尽责、取得成果以及工作业绩、考评情况进

行交流。 

六、持有《吉林省林农乡土专家证书》，表明具有林业（草

原）、农业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是持证人从事林业（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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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相关专业生产经营、管理培训、指导服务等专业技术服务工

作的重要依据，务必妥善保存，不得损毁、涂改或转借他人。对

不慎丢失的，可凭身份证原件到省林农乡土专家评选认定办公室

补办。 

七、欢迎第四批“林农乡土专家”加盟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

究会。凡有入会意愿的，可到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网站下

载、填报《会员登记表》，发至电子邮箱 jsyjh2018@126.com。联

系人：马宝文；电话：0431-85116566，13944943366。 

附：吉林省第四批“林农乡土专家”名单 

 

 

吉林省林农乡土专家评选认定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抄报：省科协，省社管局。 

发至：各市（州）、县（市、区）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林学会、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业生产合作协会，省“林农四会”各分会（专

委会）、办事处、会员组，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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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乡评〔2021〕3 号附件： 

 

吉林省第四批“林农乡土专家”名单 

（共 97 人） 

 

1 徐海滨 吉林省北佳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2 吕清哲 吉林市红源家庭农场总经理 

3 杨  刚 长白县新林菌业合作社社长 

4 苏振财 东丰县博瑞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5 赵新凯 东丰县新巨强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6 王兆武 东丰县关东药用植物有限公司经理 

7 孟祥广 伊通县金辉种植专业合作社副总经理 

8 陆丽仁 吉林省吉龙种业有限公司技术员 

9 林  江 伊通县山里红野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10 仝艳芹 伊通县翼彤家庭农场农场主 

11 宋曙光 榆树市坤泰农产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2 郭秀利 吉林市润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3 赵本利 敦化市北方生物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14 郑目君 敦化市灵芝产业协会会长 

15 王大权 吉林省权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6 赵显清 敦化市联益农副产品供销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 

17 刘振江 敦化市千峰草养鸡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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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武传锋 吉林省海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19 毕诗杰 敦化市绿色蔬菜种植协会会长 

20 钟素春 吉林省柳河县亨通镇成人农业技术教育助理 

21 孙成涛 吉林省柳河县亨通镇黄崴子村蔡家屯屯长 

22 王巨海 柳河县北方园艺特产研究所所长 

23 张  震 柳河县金彭农作物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 

24 马桂杰 柳河县春发私营林场办公室主任 

25 张  闯 柳河县春发私营林场生产科科长 

26 孙  维 通化珍宝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7 李莉萍 梅河口市天润丰隆农资商行经理 

28 尚  千 吉林市天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9 常恕清 吉林市龙潭区恕清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30 范德林 双阳区葡萄协会副理事长 

31 朱宝华 双阳区鹏飞家庭农场农场主 

32 赵月军 双阳区葡萄协会理事长 

33 杨振邦 长春市双阳区万宝永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34 高玉森 吉林省宏科稻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35 宋建兵 吉林省雅酷园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36 崔新富 通化市东昌区横道子村支部书记 

37 张重辉 通化市东昌区横道子村副主任 

38 李广先 白山市江源区荣斌农副产品合作社理事 

39 高之利 吉林省利华苗圃有限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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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马德福 江源区大石人镇农民 

41 李  政 吉林省丰满区里正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 

42 徐国臣 吉林省乾溢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 

43 王振和 兰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44 穆旭东 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双兴苗圃理事长 

45 董  辉 通化市二道江区庆阳家庭农场总经理 

46 闫孟军 永吉县西阳镇吉顺葡萄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 

47 王靖尧 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益民蚕种场场长 

48 于  聪 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益民蚕种场检验科监理 

49 赵益臣 延吉市益华土特产商店经营人员 

50 任宝国 黄泥河林业有限公司资源开发管理处 员工 

51 郑灿利 吉林省敦化市黄泥河镇农民 

52 曹桂红 九台波泥河昊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 

53 张兴海 吉林省星海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社长 

54 宣丙余 吉林省农技协吉林果树分会副会长 

55 张绪波 辽源市宏瑞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56 殷禄年 辽源市龙山区禄年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57 于长敏 辽源市长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58 臧连军 辽源市素清食用菌种植场场长 

59 刘福库 辽源市龙山区福库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60 易香 辽源市易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61 谢宝忠 辽源市宝忠养鹿合作社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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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孙艳霞 辽源龙山区绿健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63 王明乾 辽源市明乾绿色禽蛋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64 苏明明 辽源市舒展种植合作社社长 

65 杨大勇 吉林省茂霖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66 刘景成 吉林市吉蜜源蜂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67 张元香 四平市铁东区天迈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68 高明远 吉林市龙潭区顺翔种植专业合作社技师 

69 张建宽 磐石市吉桃植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70 周彦荣 林市吉龙潭区江密峰彦荣种植农场农场主 

71 吴俊丰 吉林市龙潭区俊丰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72 金  君 和龙市东城镇淳哲有机大米农场有限公司经理 

73 金贞爱 延边东城无公害农特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74 韩金田 和龙市头道镇优质水稻促进发展协会会长 

75 朴明子 和龙市夜真露黑木耳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76 吕燿男 临江市嘉泉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77 谭生红 临江市谭老二种植家庭农场总经理 

78 闻  明 永吉县启丰沙棘种植合作社理事长 

79 李生军 吉林省植物深根壮杆生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80 陈长有 敦化市长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81 崔元浩 珲春市曙光农产品加工厂厂长 

82 丁艳文 吉林市丰满区云腾菌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83 高连平 集鑫养蜂家庭农场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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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孔令海 吉林省大安市大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85 李化东 靖宇县金泽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86 曲治国 敦化市国艳煎饼标准化食品加工厂厂长 

87 孙德宝 吉林市春城酿酒厂厂长 

88 王德柱 大安市御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 

89 王秀玲 吉林省思文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90 武发明 长春市金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91 杨立军 吉林省恒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92 杨新宇 中农交农产品总部基地（吉林）有限公司总顾问 

93 张立国 汪清县丰硕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94 喻红军 柳河县姜家店丰田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95 李德宝 磐石市田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96 李  俊 磐石市药材种植协会副会长 

97 徐振家 农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