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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四届“中国林业产业创新奖” 

获奖名单 

（单位 105 个，个人 86 名） 

单  位 

北京市（3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纳波湾月季创新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智慧蜂业管理平台研发及应用 
北京奥金达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沉香结香技术 
国森天香（北京）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河北省（7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柿子深加工技术创新 保定茂源果品股份有限公司 

核桃集约化栽培与繁育 赞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连续平压法生产难燃刨花板项目 易县圣霖板业有限责任公司 

果仁破碎取仁装置 承德亚欧果仁有限公司 

牡丹花期调控技术 邢台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生物气化多联产技术 承德华净活性炭有限公司 

一种从苦杏仁中同时提取多种有效成分的 杏林春晓承德生物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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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5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沙柳重组木技术 
鄂尔多斯市华林沙柳科技有

限公司 

杨柳木材纤维增强沙柳材中密度纤维板关

键技术 

内蒙古农业大学 

鄂尔多斯东达林沙产业开发

有限公司 

阿拉善肉苁蓉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内蒙古阿拉善苁蓉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抗旱乡土树种选育及生态恢复技术 
内蒙古天龙生态环境发展有

限公司 

沙果果浆饮料制造技术 内蒙古沙枝食品有限公司 

辽宁省（1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沙棘资源无废弃物综合利用及系列产品开

发研究 
辽宁东宁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1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爱关杰（梅花鹿筋骨片）的开发与产业化 吉林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1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发明地采暖用实木地板（锁扣型） 天格地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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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12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药用植物工厂化育苗及林下立体高效栽培

技术示范与推广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优良草坪草新种质的创制与配套技术的集

成及推广应用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林业病虫害防治高效施药关键技术与装备

创制及产业化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木本油料适生品种育繁及栽培技术研

发与推广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食品真空冷冻干燥专用设备 
江苏博莱客冷冻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乌饭树等食（药）用植物良种规模化繁育

与产业化开发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落羽杉属树木种质创新与开发利用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抗逆优质主要暖季型草坪草种质发掘与创

新利用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黑莓良种选育与产业化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蓝莓优良品种选育与推广利用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薄壳山核桃种质创新与开发利用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实木石塑复合地板 江苏森茂竹木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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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4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香榧干果加工新工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杭州临安三口花桥食品有限

公司 

竹笋全笋利用开发 浙江耕盛堂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防开裂柔性面实木地热地板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 

微波膨化木装饰表板实木复合地板 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5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木炭改善环境技术 滁州市昌春木炭专业合作社  

蓝莓深加工 怀宁县黄墩镇人民政府 

香榧嫁接苗培育技术规程 黄山巧明贡榧有限公司 

茶油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黄山市徽山食用油业有限公司 

林业产品产业链数字化项目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10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竹重组材生产技术研究 福建省吉兴竹业有限公司 

有机溶剂回收柱状活性炭 福建省鑫森炭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平富贵籽”新品种开发应用 武平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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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产业循环产业链的构建及高附加值产

品开发 

福建胜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竹木复合集装箱底板 福建省闽清双棱竹业有限公司 

直贴饰面实木生态板研发 福建省格绿木业有限公司 

竹材雕刻设备及竹材加工方法 福建省碧诚工贸有限公司 

装配式集成竹多层建筑结构关键技术与示范 邵武市兴达竹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线莲优良种质选育及仿生态栽培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 
邵武市国有林场二都场 

有机固体废弃物好氧发酵技术及其应用 
厦门市江平生物基质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14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油茶综合利用创新 江西神州通油茶科技有限公司  

灵芝蛹虫草颗粒（仙客来灵芝 1 号） 江西仙客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重组竹集成材 江西安竹科技有限公司 

冰鲜竹笋制取 井冈山惊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彩叶桂花新品种紫嫣公主和虔南桂妃的选育 全南厚朴生态林业有限公司 

梾木果食用油加工工艺研究 于都中和光皮树开发有限公司 

板材生产无人化智能化车间 赣州爱格森人造板有限公司 

新型植物嫁接工具和技术创制 德兴市荣兴苗木有限责任公司 

樟树药用、香料、油用品系定向选育及精

深加工利用研究 
江西思派思香料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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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区雷竹种植加工关键技术改进项目 江西竹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年产 16 万立方米以竹代木无公害生态复

合板产业化项目 

江西南丰振宇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开袋即食竹笋系列产品研发及加工生产项目 江西广雅食品有限公司 

一种灵芝的野生栽培方法及林下野生灵芝

推广 
江西罗山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实木家具制造行业先进企业模式 
江西省润华教育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省（2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可饰面定向刨花板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与产

业化示范 
寿光市鲁丽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值循环利用杏树嫁接梅花速成技术研发 
莱州市宏顺梅花种植科技有

限公司 

河南省（2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丰花艳花型巨紫荆新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

研究 
鄢陵中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新品种杨树速生丰产及多伦采伐技术 河南省吉德智慧农林有限公司 

湖北省（5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油茶全产业链精深加工技术集成与示范 湖北四季春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核桃丰产栽培技术集成与应用 保康县核桃技术推广中心 



 
- 7 - 

新型枸杞复合果酒的酿造工艺 湖北枸杞珍酒业有限公司 

鳄鱼养殖和深加工技术 孝感顺利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木本油料植物山桐子优良品种繁育与加工 湖北旭舟林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6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利用山茶油制备高纯油酸的技术及应用 湖南万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油茶授粉意蜂驯化繁育技术 
常宁市丽水蓝天林业专业合

作社 

鲜油茶果直接榨油方法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中秋酥脆枣裂果病的防治方法 祁东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杜仲黑茶 
张家界茶坤缘杜仲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恩松本草天然植物发酵饮品 湖南思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3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森林生态旅游区喷淋防火带系统关键技术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大小工件往复式喷涂的Ω线型工艺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抗变斜锯沟槽技术板材 
广东工部尚书木业发展有限

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2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基于林地土壤大数据的广西主要人工林测 广西华沃特生态肥业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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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与推广 限公司 

生态环保刨花板 广西祥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8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现代林业产业体系建设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竹编的产业化技术的集成与综合利用 
四川省青神县云华竹旅有限

公司 

斑布竹本色纸品及其制备方法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朝天核桃品种培育及产业开发 广元市朝天区林业局 

珍稀彩叶苗木母本园及产业化标准示范基

地项目 
四川七彩林科股份有限公司 

玫瑰栽培技术及深加工技术创新 银谷玫瑰科技有限公司 

珍稀食用菌栽培和废弃果枝循化利用研究

与示范推广 
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系列推拉门外观创新设计 四川依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云南省（1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高性能防潮型刨花板及胶粘剂开发研制 昆明新飞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陕西省（5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花椒产业综合发展项目 
陕西为康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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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麝养殖产业发展 凤县林业局 

花椒芽菜辣酱 
韩城市金太阳花椒油纸药料

有限公司 

“清香”核桃引种试验及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与推广 
宜君县核桃产业办公室 

胶东卫矛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宝鸡市林业科技信息中心 

甘肃省（6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冰葡萄酒研制 
甘肃祁连葡萄酒业有限责任

公司 

荒漠区设施葡萄延后栽培技术集成应用与

示范 
张掖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GSDQ750-132L 单向牵引式半隐蔽型固

沙机的研发 

甘肃建投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成县核桃地方种质资源选育及应用 成县林业和草原局 

酿酒補萄葡萄抗寒砧木定向引选及抗寒栽

培技术研完 
武威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华亭县核桃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技术示范推

广研究 
华亭市林果业综合服务中心 

青海省（2 个）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柴达木枸杞资源综合利用深度开发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海高原枸杞良种选育及快繁技术研究与

示范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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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北京市（4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竹材工业前序工段高效加工

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京林

业机械研究所 
周建波 

乡土花草系列优质生态产品

的开发与应用 

北京绿普方圆花卉科技有

限公司 
时海龙 

花卉科研、技术创新、智能生

产、创新经营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由有限

公司 
林巧玲 

分布式农林生物质发酵-热解

耦合智能化处理设备及控制

系统 

嘉成林业控股有限公司 梁明武 

河北省（5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申报人 

冀西干旱山坡特色经济树种

栽培技术研究 
井陉县林业工作总站 段润泉 

杏核破碎取仁工艺研究 承德亚欧果仁有限公司 薛志强 

优质酸枣种植繁育及丰产栽

培技术推广 

河北省定州市林业技术推

广中心 
黄志欣 

核桃新品种“中宁强”繁育及配

套栽培技术推广 

河北省定州市林业技术推

广中心 
刘  佳 

《燕山板栗矮化密植技术集

成与产品综合开发》 
承德市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耿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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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2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贮水伸根免脱育苗杯研发与应用 晋中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贺迎春 

林木品种选育创新 临县林业局 
唐五顺 

王雪梅 

内蒙古自治区（4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沙柳重组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内蒙古清研沙柳产业工程

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李  一 

荒山绿化中生态节能的可持

续发展应用 

内蒙古天龙生态环境发展

有限公司 
崔贵明 

一种渗滴灌与点播、条播或植

苗装置联合作业机具 
鄂托克前旗林业和草原局 金伊图拉 

大规格的沙柳木建材发明 
鄂尔多斯市华林沙柳科技

有限公司 
李茂林 

江苏省（1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林农剩余物气化关键技术创

新及产业化应用 
南京林业大学 周建斌 

浙江省（3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户外重组竹材关键技术及应用 杭州庄宜家具有限公司 刘红征 

珍贵树种实木地热地板增值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 王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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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技术 

水煮竹笋生物保鲜方法及其

生物保鲜剂 

浙江耕盛堂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伊奎鑫 

安徽省（2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油茶产业精准扶贫标准》 
安徽省龙成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吴伍兵  

林业企业调查研究 潜山市林业局  孙民强  

福建省（3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新型复合层积装饰型材关键

技术集成及产业化研究 

福建南平市元乔木业有限

公司 
杨大发 

一种锅炉供料装置研究 南平市华泰木竹有限公司 杨建雄 

改性聚乙烯胶膜（TAF）研发

及应用 
福建清芯科技有限公司 杨学震 

江西省（9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果用南酸枣产业 崇义县林业局 林朝楷 

《龙虎山道地铁皮石斛种植

加工关键技术及产业研究》 

江西九草铁皮石斛科技协

同创新有限公司 
王国鑫 

红壤低丘马尾松低效林改造

技术研究 
上饶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朱  恒 

茶油生产实用新型专利 江西赣岭茶油开发有限公司 张盘宇 

森林生态旅游开发经营三产

融合模式创新 

抚州源野农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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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创新 江西圣盛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李  安 

一种用于净化农业废水的生

态沟渠的构建方法 

江西省润邦农业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向  往 

一种化学法生产木质活性炭的

节能内热回转炉及制备方法 
江西天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章英如 

临川虎奶菇种植及深加工 
抚州市临川金山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方金山 

山东省（5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环保节能木材单板微波干燥

技术研究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李长贵 

曹州光皮木瓜专用新品种培

育及标准化技术研发 
菏泽市林业产业管理办公室 吴全宇 

家具外观设计 山东龙涟家居有限公司 石  银 

黄泛平原杨树胶合板材定向

培育技术研究 
菏泽市林业科技推广站 刘建军 

一种园林绿化苗木起挖土球

的定倍数测量设备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张忠峰  

河南省（3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森林家生态文化创意产业园 
西峡县森林家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 
宋红昌 

杜仲高产胶系列良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泡桐研

究开发中心 
王  璐 

杜仲活性成分绿色制备技术、

功效评价及综合应用 
河南大学 李  钦 

湖北省（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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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木本油料植物山桐子优良品

种繁育与加工 
湖北民族大学 陈耀兵 

香菇种植模式和深加工技术

创新 
湖北裕国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雷远征 

鄂西地区核桃良种选育及高

效栽培技术集成应用 
宜昌市林木种苗推广中心 陈邦清 

鄂西漆树资源评价与生漆深

加工技术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杨志斌 

油茶高产新品种应用和规模

化扩繁技术集成示范 
湖北省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周伟国 

江汉平原杨树良种选育及其

丰产栽培关键技术 

湖北省潜江市林业科学研

究所 
张兴虎 

竹产业产品应用 湖北楚风竹韵科技有限公司 邱福清 

油茶良种选育与高效栽培技

术集成示范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邓先珍 

湖南省（6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油茶籽油加工增值关键技术

创制与产业化应用 

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徐学文 

黄花梨木雕《清明上河图》（含

补全） 

湖南聚典阁古典家具有限

公司 
纪  智 

油茶良种选育与高效栽培技

术创新与示范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陈永忠 

厚朴等林下黄连栽培技术研究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乔中全 

金银花优良品种‘丰蕾’选育及

繁殖技术研究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曾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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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式立体盆栽 湖南绿博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杨江波 

 

 

广东省（3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湿加松及其亲本良种产业化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赵奋成 

实木木材热改性技术及其功

能性材料研发应用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曹永建 

樟树良种选育及其种苗产业

化快速繁育技术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何波祥 

广西壮族自治区（7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柠檬香茅草优株筛选、高效栽

培及深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

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

研究院 
周丽珠 

刨花板表层铺装箱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派阳

山林场 
韦仁刚 

纤维板裁边料再生纤维颗粒

分离装置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博白

林场 
张世球 

镶嵌型装饰木砖 广西锡山升华木业有限公司 吴均艺 

广西杉木良种选育及大中径

材高效培育技术研究与示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

研究院 
黄开勇 

竹莹素开发利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

研究院 
杨  漓 

马尾松优良品系选育试验林

的营建方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派阳

山林场 
韦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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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8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元宝树资源综合利用深加工

技术 

成都元宝枫农业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杨茂忠 

四川省主要景观竹林资源保

护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青神县林业和园林局 王  灵 

四川秦巴山区绿色食品开发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慕长龙 

四川主要用材林遗传资源及

高效培育技术研究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郭洪英 

羊肚菌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庄国庆 

四川核桃产业培育关键技术

创新与示范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罗成荣 

油茶籽油的生产 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侯学勇 

推广林业标准化栽培技术，发

展现代林产业 
蓬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徐志伦 

陕西省（4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花椒清选及深加工新科技项

目成果 

韩城市宏达花椒香料有限

公司 
陈双亭 

设施冬枣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成果 
泾阳佳沃农业有限公司 刘宗强 

高品质道地中药材柴胡的规模

化种植生产集成与示范研究 
宝鸡市博仁药业有限公司 王招社 



 
- 17 - 

鲜食核桃气调贮藏新技术 
陕西大统生态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 
封斌奎 

 

甘肃省（3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油橄榄引种选育丰产栽培技术 
陇南市武都区油橄榄研究

开发中心 
赵海云 

敦煌李广杏栽培示范推广项目 敦煌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刘生虎 

有机肉苁蓉机械化栽培及丰

产接种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曾  荣 

青海省（1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柴达木枸杞产业升级关键技

术开发与示范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王占林 

宁夏回族自治区（1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特色林果业高效节水综合生

产技术集成研究 

宁夏林权服务与产业发展

中心 
李  国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1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版画旅游产品 大兴安岭地区群众艺术馆 张士勤 

长白山森工集团（3 名）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姓  名 

朝鲜淫羊藿人工栽培技术研究 延边林业科学研究院 安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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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 TiO2 改性木器漆在治理

室内甲醛污染中的应用研究 
吉林新元木业有限公司 尹铁元 

三层实木复合框架结构地板

技术研究 
吉林新元木业有限公司 郭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