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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联〔2016〕44 号 

 

关于‚首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年度人物、

感动人物‛推选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文明建设‛、‚一

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进一步落实国家林业局、中国林业产

业联合会等领导‚关于开展‘2015——2020 生态文明促进计

划’系列活动‛的批示精神，推动中国林业产业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实现可持续经营，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林产品，

由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支持，《中国林业产业》杂志联合相

关单位和部门于 2016年第四季度举办首届‚生态文明〃绿

色发展国际论坛‛，共同探寻供给侧改革给林业产业带来的

新机遇，共同推动林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绿色发展，推动林

业精准扶贫，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论坛主题为‚绿色发

展，合作共赢‛。届时，将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绿色发

展年度人物‛、 ‚绿色发展感动人物 ‛举行颁奖盛典 ，

邀请社会各界嘉宾及国际友人围绕核心议题以权威发布、主

旨演讲、嘉宾论坛的方式为与会者呈现关于绿色发展的‚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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餮盛宴‛。 

为确保本次活动的公开、公正、公平，体现权威、全面，

客观的精神，本届推选的‚绿色发展年度人物‛、 ‚绿色

发展感动人物 ‛将采用网民投票、专家评审、主管部门审

定的方式进行。经研究，关于推选首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年度人物、感动人物活动的通知如下： 

一、本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年度人物、感动人物的推

选条件：（一）参选个人必须在推进生态文明进程，改善生

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具有领军作用；（二）参选个

人在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经营，推进林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做出巨大贡献，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

面具有示范作用；（三）参选个人在推进林业产业行业信用

建设和诚信经营，推广诚信品牌，保障职工和消费者权益，

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诚信林产品等方面具有带动作用。 

二、本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年度人物、感动人物的推

选程序：第一阶段：推选候选人名单（本次推选活动名单是

依据国务院批复保留的‚中国林业产业突出贡献奖‛历届名

单、国家林业局近年来评定的‚林业劳模‛、‚林业先进工

作者‛和本刊近年来推评的‚林业产业先锋人物‛等名单，

组织行业专家遴选而定）；第二阶段：将在中国林业产业网

www.chinalycy.com、中国林业产业诚信网 www.cfiin.org、

中国林业产业杂志订阅号 linyechanyezazhi，接受网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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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家评审后将产生初选名单各 50 名；第三阶段：在初选

名单基础上由网民投票，经专家评审后产生复选名单各 20

名；第四阶段：由专家评审和主管部门审定，确定最终绿色

发展年度人物、感动人物名单各 10 名。 

三、活动规则： 

（一）本次推选活动第一轮投票时间为 7 月 06日—8 月

05 日，第二轮投票时间为 8月 12日—8月 22日； 

（二）投票过程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进行，决不

允许有刷票行为，一旦发现将取消推选资格。此次投票为多

个选项，每个 IP只能投选一次，并且选出 20 人，超出或少

于均为无效票。投票过程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 

（三）本次推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任何单位或个人

不得以推介活动的名义从事商务活动。如有发现，将给予严

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司法部门处理，欢迎监督。 

监督电话:(010)  64211350   64283516 

联系人:邵岚  李广龙  李文军  崔玮  李影 

附件：1.首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年度人物推选名单。 

2.首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感动人物推选名单。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扫二维码参与投票             2016 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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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首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年度人物推选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共 100人）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批企业家，他们在推进林业产业

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倡导并厉行‚节约、低碳、循环、

安全‛的理念为己任，诚信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探寻、

践行林业产业供给侧改革，推动林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绿色

发展，推动精准扶贫，极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并为之

作出杰出贡献，他们就是我们要推选的‚首届生态文明〃绿

色发展年度人物‛。 

 

丁鸿敏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卜立新   书香门地（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  宏   河南省郑州市种苗花卉公司总经理 

于  海   沈阳三峰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洪臣   北京市博亮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海军   吉林森工集团董事长 

马  宁   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玉珠   辽宁北方山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宏伟   北京润成创展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孔东宁   辽宁东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大兵   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志臣   内蒙古阿里河森工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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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熙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尚义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石聚彬   好想你枣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仲  刚   上海万耀企龙有限公司总裁 

关润开   广东润成创展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英   吉林兄弟木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群   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一川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正彦   湖北正全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壮青   广东宜华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宝东   青岛彬圣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建新   湖南福湘集团董事长 

刘忠新   陕西中兴林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祝赞   中林公信企业管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家国   湖北汉家刘氏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晓俊   重庆星星套装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彬彬   上海菱格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硕真   中山市创意玩家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富鑫   天华木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文杰   内蒙古森工集团得耳布尔森林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次  顿   西藏林升森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汝继勇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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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礼家   长白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江昌政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贻信   深圳燕加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佘学彬   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长龙   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静渊   浙江梦天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晨曦   北京闼闼饰家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雪松   华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景贤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权礼   中国林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张  斌   广州蓝白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露   泰州市玉林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少华   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东彪   大兴安岭神州北极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永成   长白山森工集团吉林新元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学勤   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董事长 

张杰强   广东富林国际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恩玖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桂生   淄博万家园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刚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云康   浙江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建兵   成都建丰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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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铭   昆明新飞林人造板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绍鹏   内蒙古图里河森林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金亮   山东省曹普工艺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树铭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洪信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景波   吉林延边林业集团珲春森林山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渝黔   贵州大自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碧霞   江西春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永萍   天津市永鑫达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永东   四川爱心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先龙   湖北骏马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国荣   安徽新荣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洪斌   云南省瑞丽市千紫木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沈鸣生   江苏洛基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大启   安徽大国实业有限公司总裁 

邱炳发   广西国有高峰林场常务副场长 

陈  伟   北京伟士佳合展览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晓龙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英学   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集团董事长 

周艳昌   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森林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孟荣富   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岳红涛   长葛市正天制板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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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英   生活家地板总经理 

范永华   大连双华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长岭   日照中兴森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施德泉   东阳市东艺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斌   江西艺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天地   吉林省鸿乔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赵崇联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门业分公司总经理 

钟三明   江西康替龙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骆祥钢   海林市森宝源天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方荣   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学文   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索朗欧珠 西藏加查县雅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郭志先   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  延   长白山森工鸿美苗木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诗华   宜昌龙源林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效军   中国林产工业公司总经理 

梁明武   嘉成林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发根   秦皇岛卡尔〃凯旋木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志文   上海佳美乐美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蒋  卫   苏州大卫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滕小平   湖南九九慢城杜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殿生   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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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首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感动人物推选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共 100人） 

在我们身边有一批科技工作者，他们倡导绿色发展，长

期科研攻关，推动着产业转型升级，他们是林业产业创新战

略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也有一批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他们看似平凡,却

胸怀大爱，从点滴做起，为我们的家园平添了几许绿色；还

有一批社会公众人物，他们在社会上大有名望，有的几乎家

喻户晓，不为扬名、施恩不图报，他们倡导绿色发展,只求

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大爱送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感到无比

的温暖，无比的感动。他们就是我们推选的‚首届生态文

明〃绿色发展感动人物‛。  

 

马永志   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东山林场高级工 

马应全   河北省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 

马金林   上海皇母蟠桃种植合作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尹伟伦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校长 

王  萍   吉林省九台市波泥河林场场长 

王文彪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刘洋   黑龙江森工总局沾河林业局坤得气林场防火瞭望员 

王志京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国有天宝山林场护林员 

王学力   内蒙古森工集团克一河森工公司贮木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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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斌   广东省浮市国有同乐林场场长、政工师 

付志平   天津市蓟县国营林场农艺师 

卢玉金   上海施泉葡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卢银喜   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青山林场工人 

宁进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农一师十二团 

林业工作站中级工 

白岩松   央视著名主持人、‚志蓝环保行动‛形象大使  

白音苍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林业局 

红花尔基林场高山瞭望站站长 

乔月玲   大兴安岭十八站中驿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环卫队队长 

全明海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林业局办公室工人 

刑田明   内蒙古自治区免渡河林业局万资木材厂工人 

刘  军   黑龙江省翠峦林业局幺河经营所营林工程师 

刘  劲   八一电影制片厂影视演员（周恩来扮演者）、 

绿色生态公益形象大使 

刘义旭   安徽省肥西县三岗苗木花卉经纪人协会会长 

刘全民   河南省国有三门峡河西林场护林员 

刘兴年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营镇前兴村农民 

刘明伟   大兴安岭加格达齐林业局森林消防一大队大队长 

刘翠兰   黑龙江省迎春林业局试验苗圃工人 

孙培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农十师一八二团 

林业工作站护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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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英   河南省济源市克井镇枣庙村村民（祖孙三代植树造林） 

朱传义   浙江省开化县林场马金分场高级工 

朱如云   浙江省平阳县林业技术指导站站长 

朱新礼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兴无   安徽省潜山县驼岭林场麻岩林业队队长、高级工 

汤国平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林业工作站站长 

齐国林   内蒙古森工集团克一河森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森林消防队班长 

位俊波   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帽山林场场长 

余锦柱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林业局水口瞭望台瞭望员 

吴正庭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天台山国有林场护林员 

吴向荣   阿拉善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造林人 

吴宏敏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老山林场中级工 

吴浩斌   江西省余江县塘潮源营林林场场长 

宋继承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镇塔仙石榴专业合作联社负责人 

张万春   黑龙江省汤旺河林业局森林消防大队大队长 

张永宽   云南省金沙江木材水运局驾驶员 

张永德   黑龙江省鸡西市林业局胜利林场工人 

张立华   河南省镇平县五岳庙林场场长 

张齐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张佳峰   天津市北辰区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技工 

张德全   河南省内黄县林业局豆公林业站中级工 



 12 

李光柏   云南省金沙江林产品公司护林员 

李守发   辽宁省开原市李司令榛子合作社理事长 

李成武   湖北省随州市国有大洪山林场场长 

李阳贵   四川省国营叙永县大安林场护林员 

李佐林   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林业局 206 林场 

龙滩头森林管护站站长 

李明辉   贵州省湄潭县林业局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李泽强   广东省惠州市国营鸡笼山林场老场部工区工区长 

李潘福   福建省武夷山国有林场场长 

杜红岩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杜仲工程中心副主任、教授 

杨大可   重庆市云阳县大果水晶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杨刚烈   陕西省山阳县天竺山林场高级工 

杨洪臣   黑龙江省伊春市新青林业局林业调查设计队森调队队长 

杨绪龙   内蒙古森工集团吉文森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防火办副主任 

陈吉良   海南省抱龙林场场长 

陈秀龙   浙江省绍兴市东坞林木良种繁育中心高级工程师 

陈树新   吉林延边林业集团敦化林业有限公司贮木场场长 

居来提〃库尔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防风治沙工作站站长 

林同璋   福建省平潭国有防护林场场长 

罗政忠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大桂山林场护林员 

苗培宏   山西省阳泉市狮脑山林场工人 

郑克龙   湖南省洪江市林业局黔城镇林业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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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珠尼玛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林业中心苗圃场长 

胡小龙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张家林场场长 

胡宜兆   江西省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场长 

郝殿明   陕西省府谷县石马川林业工作站站长 

倪明强   海南省国营岛西林场场长 

党永忠   青海诺木洪防沙治沙林场场长 

唐国强   八一电影制片厂影视演员（毛泽东扮演者） 

中国环境大使 

夏连忠   河北省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 

徐龙飞   湖北省广水市大贵寺林场场长 

殷玉珍   陕西省靖边县东坑乡伊当湾村农民 

涂继芳   湖北省国有赤壁市官塘驿林场工人 

秦习武   重庆市开县国有马云林场副场长 

贾文其、贾海霞   河北省井陉县冶里村农民 

贾召建   河南省郑州市苗木场高级工 

郭树云   北京市大兴区林业保护工作站站长 

郭树平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高玉红   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工人 

高桂梅   大兴安岭林业育才中学教师 

曹茂珍   临江林业局大西林场工人 

曹福亮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林业大学校长 

储冬生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林场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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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丽   贵州省盘县老厂国有林场邓家湾工区工人 

董守莲   青海省湟源县林业工作站站长 

蒋和平   贵州省龙里林场高级工 

谢惠民   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森工公司贮木场技术员 

韩建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一二一团七连高级农艺工 

甄长龙   黑龙江省伊春市上甘岭林业局林区防火巡护员 

褚时健   云南褚橙创始人 

赖锦昌   福建省林业工程公司高级政工师 

廖孟森   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育英林场工人 

谭  晶   国家一级演员，致力于绿色环保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