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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文件 
中产联〔2017〕6 号 

 

关于征集杜仲产业相关标准主编（参编）单位 

及中国杜仲产业智库专家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13 号）与国家林业局印发的《全国杜仲产业发

展规划 2016～2030》等文件精神，提升杜仲行业标准化管理水平，

逐步建立杜仲资源培育、良种繁育、生产加工等技术规范及产品

质量标准体系，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参与标准编、制修订的体制创

新，充分发挥社会各有关方直接参与杜仲产业相关标准制修订工

作的积极性，完善标准内容，提高标准适用性，推动杜仲行业标

准化生产，促进杜仲产业健康发展，确保各相关企业为社会提供

合格林产品和服务，经研究并报相关领导批准，现面向全国公开

征集杜仲产业相关标准的主编（参编）单位和起草人。欢迎有意

向参与杜仲产业相关标准的企事业单位、行内专家积极报名参加，

并为标准编制提供支持，我会将为各参编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并

在标准中署名，颁发相关证书及牌匾，扩大参编单位的行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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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社会知名度。 

同时为整合杜仲产业专家优势资源，调动和发挥专家人才的

作用，为产业发展促进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助力杜仲产业快速、

健康发展，经研究并报相关领导批准，决定组建中国杜仲产业智

库，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杜仲产业智库专家。 

一、杜仲智库专家应具备的条件 

（一） 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或副处级（含）以上行政职级，或企业单位负责人职务； 

（二） 对从事专业有较深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熟

悉有关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行业动态； 

（三）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

地履行职责； 

（四） 身体健康状况能适应工作需要，无违法违纪等不良信

用记录。 

二、杜仲智库专家主要职责 

（一）为相关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咨询及人才培训； 

（二） 参加相关专题研讨，提供专业建议和意见； 

（三） 参与杜仲产业相关标准的编制、修订和评审； 

（四） 参加相关评选、评定申报的评审。 

三、加入杜仲智库名额 

（一）国家林业局各相关业务司局、直属单位，各省区市林

业厅局、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分管产业领导，产业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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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负责人，省级林业产业社会组织负责人，各一名； 

（二）各涉林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杜仲研究的专家、学

者各一名； 

（三）各从事杜仲栽培种植，杜仲产品加工（杜仲橡胶、药、

油、保健品、食品、饲料、有机肥等）、杜仲森林康养、旅游服务

等一二三产骨干企业负责人，各一名。 

四、入库申请程序 

（一） 专家报名入库可采取单位推荐和自我推荐方式。 

（二） 申请入库的专家报送申请材料一式两份至中国林业产

业联合会杜仲产业发展促进会，申请材料包括： 

1.《中国杜仲产业智库专家申请表》（见附件）； 

2.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3.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 

4.职称证书或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5.获奖证书复印件； 

6.近期两寸免冠彩照两张。  

（三） 我会将对申请入库的专家申请材料组织审查遴选，符

合入选条件的列入专家库，颁发《中国杜仲产业智库专家证书》。 

五、联系方式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信息部 

联系人：李  近 

电话：（010）6428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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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2 号院 6号楼 211 室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杜仲产业发展促进会 

联系人：申胜彪（1352068522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 15 号楼 215室 

中林九九杜仲产业研究院 

联系人：陈钟鑫（1851538369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西里 55号楼 201 室 

电话：（010）84121950    传真：（010）84241950 

邮箱：duzhongcujinhui@126.com 

 

附件：1.杜仲产业标准主编（参编）单位申请书 

2.主编（参编）杜仲技术标准申请清单 

3.中国杜仲产业智库专家申请表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2017 年 2月 20日

mailto:duzhongcujinhu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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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杜仲产业标准主编（参编）单位申请书 

单位全称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法定代表人  职务  手机/电话  

联系人  职务  手机/电话  

申请类编 □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民营企业  □中外合资  □港澳台合资 

□港澳台合作  □其他                       

单位简介 

（主要业务

及产品） 

 

学科/技术

带头人及

团队情况 

 

装备支撑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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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技

术说明 
 

获得发明

专利技术

情况 

 

获得的资质  

获得的奖项

或品牌建设

情况 

 

参与标准化

工作情况 
 

推荐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核准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7 

附件 2 

主编（参编）杜仲技术标准申请清单 

一、培育技术标准（规程） 

序号 标准名称 主（参）编 备注 

1 杜仲籽（育苗用）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2 杜仲嫁接育苗技术规程  行标已颁布 

3 杜仲雄花园营建技术规程  行标已颁布 

4 杜仲果园化栽培技术规程  行标已颁布 

5 杜仲高密度叶皮材兼用林栽培技术规程  行标已颁布 

6 杜仲药（材）用林栽培技术规程  行标已颁布 

7 杜仲采穗圃营建技术规程  行标已颁布 

8 杜仲剥皮再生技术规程  行标已颁布 

二、杜仲原料、提取物及药品、保健品质量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主（参）编 备注 

1 杜仲种仁质量等级标准  行标已颁布 

2 杜仲叶（粉）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3 杜仲雄花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4 杜仲叶提取物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5 杜仲籽油（亚麻酸）软胶囊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三、杜仲食品质量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主（参）编 备注 

1 杜仲雄花（代用）茶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2 杜仲籽油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3 杜仲种子酒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四、杜仲功能饲料及其畜禽产品质量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主（参）编 备注 

1 
杜仲（蛋、肉）鸡、鸭专用饲料质量标

准 
□主编 □参编  

2 杜仲猪专用饲料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3 杜仲羊专用饲料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4 杜仲（肉、奶）牛专用饲料质量标准 □主编 □参编  

五、杜橡胶提取技术及其产品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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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主编 □参编 备注 

1 杜仲橡胶生物提取技术标准 □主编 □参编  

2 杜仲橡胶综合提取技术标准 □主编 □参编  

3 其他技术、质量标准(请各有关单位根据

工作需要进行补充) 
□主编 □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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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杜仲产业智库专家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照 

片 

籍贯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职称  

手机  电话  

传真  邮箱  

微信  从事杜仲工作年限  

工作单位  职务  

单位地址  

通讯地址  

单位性质 

□党政机关  □社会团体  □科研机构 

□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从事杜仲

工作领域 

□良种繁育  □种植栽培   □杜仲胶 

□杜仲医药  □杜仲保健品 □食品饮料 

□杜仲饲料  □杜仲有机肥 □杜仲养殖 

□装备研发  □杜仲行业管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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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历 

及 

主要业绩 

 

主要成果

及 

荣誉奖项 

（主要包括学术专著、论文、技术发明专利、标准

制订、产品批文等。以上成果请附复印件） 

所在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核准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