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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数据中心 
 

省份 协调人 依托单位 

北京 
行政 史振鹏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技术 王荣焕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中心  

天津 
行政 霍文娟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学军 天津市农作物研究所 

河北 
行政 张梅申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李  辉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山西 
技术 乔治军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行政 穆志新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内蒙古 
行政 李子钦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技术 李晓东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辽宁 
行政 安景文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  辉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 
行政 闫  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李晓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资源研究所 

黑龙江（农垦院） 
行政 李  丹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技术 张景云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农作物开发研究所 

黑龙江（农科院） 
行政 申惠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韩微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草业研究所 

上海 
行政 赵志辉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鸿艳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江苏 
行政 余向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颜  伟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浙江 张小明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安徽 戚少燕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福建 
行政 苏汉芳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金英 福建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江西 
行政 何俊海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戴兴临 江西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山东 
行政 张  正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丁汉凤 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心 

河南 
行政 全  鑫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卢为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湖北 
行政 胡定金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再君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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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行政 彭选明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黎用朝 湖南省水稻研究所 

广东 
行政 黄洁容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曾继吾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广西 
行政 欧昆鹏 广西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李丹婷 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海南 
行政 陈业光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 

技术 胡福初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 

重庆 
行政 任桂英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晓春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特色作物研究所 

四川 
行政 向跃武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杨武云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技术研究所 

贵州 
行政 聂  莉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陈惠查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云南 
行政 方成刚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蔡  青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甘肃 
行政 展宗冰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建平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青海 
行政 金  萍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党  斌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宁夏 
行政 潘占兵 宁夏农林科学院 

技术 王劲松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新疆（农科院） 
行政 王  剑 新疆农业科学院 

技术 徐  麟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新疆（农垦院） 
行政 罗小玲 新疆农垦科学院 

技术 谢宗铭 新疆农垦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西藏 
行政 谭大明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技术 廖文华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陕西 
行政 杜世平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郭东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3 
 

Ⅱ 国家土壤质量数据中心 
 

省份 协调人 依托单位 

北京 
行政 史振鹏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技术 谷佳林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天津 
行政 王正祥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技术 高  伟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河北 
行政 张梅申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贾良良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 

山西 
行政 乔治军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周怀平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内蒙古 
行政 李子钦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技术 皇甫九茹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辽宁 
行政 安景文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  辉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 
行政 闫  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朱  平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黑龙江 
行政 周宝库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马星竹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环境资源研究所 

上海 
行政 吕卫光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 

技术 郑宪清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 

江苏 
行政 余向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汪吉东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浙江 陈  义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环境资源与土壤肥料研究所 

安徽 戚少燕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福建 
行政 苏汉芳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  飞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江西 
行政 罗林广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益仁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山东 
行政 张  正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孙泽强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河南 
行政 全  鑫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水清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湖北 
行政 熊桂云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技术 赵书军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湖南 
行政 彭选明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廖育林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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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行政 黄洁容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艾绍英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广西 
行政 何铁光 广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技术 区惠平 广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海南 
行政 谢良商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冬明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重庆 
行政 任桂英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谢永红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四川 
行政 向跃武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秦鱼生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贵州 
行政 蒋太明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李  渝 贵州省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云南 
行政 方成刚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陈安强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 

甘肃 
行政 展宗冰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车宗贤 甘肃省农科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 

青海（农科院） 
行政 金  萍 青海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李月梅 青海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青海（畜科院） 
行政 张雁平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技术 德科加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宁夏 
行政 纪立东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技术 周  涛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新疆（畜科院） 
行政 武  坚 新疆畜牧科学院 

技术 李学森 新疆畜牧科学院草业研究所 

新疆（农垦院） 
行政 曾胜和 新疆农垦科学院农田水利与土壤肥料研究所 

技术 梁  飞 新疆农垦科学院农田水利与土壤肥料研究所 

新疆（农科院） 
行政 徐万里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 

技术 王西和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 

西藏 谭大明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陕西 
行政 吕家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技术 孙本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mailto:chezongxi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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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国家农业环境数据中心 
 

省份 协调人 依托单位 

北京 
行政 史振鹏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业务 安志装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天津 吴  迪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河北 
行政 张梅申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业务 刘孟朝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 

山西 
行政 乔治军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业务 翟广谦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中心 

内蒙古 
行政 皇甫九茹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业务 张福金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资源环境研究所 

辽宁 
行政 安景文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业务 王  辉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环境研究所 

吉林 
行政 闫  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业务 郑金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黑龙江（农科院） 
行政 申惠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业务 冯延江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耕作栽培研究所 

黑龙江（农垦院） 李  丹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上海 吕卫光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 

江苏 
行政 余向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业务 汪吉东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浙江 俞巧钢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环境资源与土壤肥料研究所 

安徽 
行政 戚少燕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行政 徐  磊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福建 苏汉芳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江西 夏文建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山东 刘  晓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 杨占平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湖北 范先鹏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湖南 邓  晶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行政 黄洁容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业务 唐拴虎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广西 
行政 钟昌松 广西农业科学院 

业务 周柳强 广西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海南 吴宇佳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重庆 行政 廖敦秀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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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杭晓宁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四川 彭建华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贵州 
行政 聂  莉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业务 范成五 贵州省农业资源与环境（土壤肥料）研究所 

云南 
行政 方成刚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业务 潘艳华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环境资源研究所 

甘肃 
行政 展宗冰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业务 张绪成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 

青海 
行政 党  斌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业务 德科加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宁夏 
行政 刘  伟 宁夏农林科学院 

业务 周  涛 宁夏农林科学院资源环境研究所 

新疆（农垦院） 梁  飞 新疆农垦科学院 

新疆（农科院） 
行政 杨  涛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 

业务 徐万里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 

西藏 邓  岚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陕西 
行政 杜世平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 

业务 田霄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注：新疆农垦科学院负责协调铁门关市，奎屯市，石河子市，额敏县，北屯市，墨玉县;新疆农业科学

院协调库尔勒市，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拜城县，墨玉县，泽普县，额敏县，伊宁市，奇台县，玛纳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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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国家植物保护数据中心 
 

省份 协调人 依托单位 

北京 燕继晔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 

天津 
行政 霍文娟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万立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北 
行政 张梅申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马  平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山西 
行政 乔治军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范仁俊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内蒙古 
行政 李子钦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技术 云晓鹏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辽宁 
行政 周  攀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白元俊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吉林 
行政 闫  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高月波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黑龙江 
行政 申惠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滕险峰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上海 
行政 赵志辉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蒋杰贤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 

江苏 
行政 余向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永锋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浙江 吕要斌 浙江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究所 

安徽 
行政 戚少燕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戚仁德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 

福建 
行政 苏汉芳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何玉仙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江西 
行政 罗林广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李湘民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山东 
行政 刘  晓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门兴元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南 
行政 全  鑫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振臣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湖北 
行政 胡定金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友平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湖南 
行政 彭选明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  勇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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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行政 黄洁容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何自福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广西 
行政 欧昆鹏 广西农业科学院 

技术 韦善富 广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海南 
行政 吉训聪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技术 陈绵才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重庆 
行政 任桂英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吴  霜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四川 
行政 向跃武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  勇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员 

贵州 
行政 聂  莉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何永福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云南 
行政 方成刚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谌爱东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 

甘肃 
行政 展宗冰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新瑞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青海 
行政 党  斌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郭青云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植保所 

宁夏 
行政 潘占斌 宁夏农林科学院 

技术 沈瑞清 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新疆（畜科院） 行政 武  坚 新疆畜牧科学院 

新疆（农科院） 技术 陆宴辉 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西藏 
行政 谭大明 西藏自治区农科院 

技术 姚小波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陕西 
行政 杜世平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胡小平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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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国家畜禽养殖数据中心 
 

省份 协调人 依托单位 

天津 王文杰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河北（畜牧所） 安永福 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河北（农林院） 王昆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山西 毛杨毅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内蒙古 孙海洲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 

辽宁 王占红 辽宁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吉林 郎洪彦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科学分院 

黑龙江（农科院） 王根林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黑龙江（畜牧所） 刘学峰 黑龙江省畜牧研究所 

黑龙江（农垦院） 宋伟红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上海 严华祥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江苏（农科院） 丁成龙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江苏（家禽所） 高玉时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 

浙江 周卫东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安徽 詹  凯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福建 周伦江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江西 韦启鹏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山东 黄保华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河南 李绍钰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湖北 梅书棋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湖南 彭英林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广东 王  刚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广西 廖玉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 

海南 王  峰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重庆 杨飞云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四川 何志平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贵州 尚以顺 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云南（草科院） 李乔仙 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云南（畜科院） 洪琼华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甘肃（农科院） 郎侠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 

甘肃（畜牧所） 桑国俊 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青海 柴沙驼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宁夏 马  青 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新疆（畜科院） 武  坚 新疆畜牧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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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垦院） 罗小玲 新疆农垦科学院 

西藏 央  金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陕西 姚军虎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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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国家动物疫病数据中心 

省份 协调人 依托单位 

天津 鄢明华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河北 李杰峰 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山西 韩一超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内蒙古 王  峰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 

吉林 田来明 长春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农垦院） 桑学波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黑龙江（兽医所） 陈  亮 黑龙江省兽医科学研究所 

上海 刘惠莉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江苏 张小飞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 

浙江 张  存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安徽 胡晓苗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福建 黄  瑜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江西 康昭风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山东 艾  武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 

河南 金前跃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湖北 罗青平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湖南 周望平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广东 魏文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广西 杨  威 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  

海南 曹宗喜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重庆 付利芝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四川 张金灵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贵州 余  波 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云南 李华春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甘肃 王  斐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 

青海 马利青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宁夏 梁小军 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新疆（畜科院） 黄  炯 新疆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 

新疆（农垦院） 钟发刚 新疆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西藏 元振杰 西藏畜牧兽医研究所 

陕西 周恩民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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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监测种类 协调人 依托单位 

鱼类疫病 

鱼类虹彩病毒病 史成银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迟缓爱德华氏菌病 李  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刺激隐核虫病 许力文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鯽造血器官坏死病 曾令兵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鱼类弹状病毒病 黄志斌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无乳链球菌病 石存斌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甲壳类 

疫病 

病毒性偷死病 张庆利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凡纳滨对虾虹彩病毒病 董  宣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急性肝胰腺坏死症 

（副溶血弧菌） 
万晓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虾肝肠胞虫 房文红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贝类疫病 牡蛎疱疹病毒病 白昌明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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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国家农用微生物数据中心 
 

省份 协调人 姓名 依托单位 

北京 
行政 史振鹏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技术 张淑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 

天津 
行政 霍文娟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志军 天津市林业果树研究所 

河北 
行政 张梅申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李社增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山西 
行政 乔治军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郭  尚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内蒙 
行政 皇甫九茹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技术 王燕春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 

辽宁 
行政 王  辉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吕立涛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微生物工程中心 

吉林 
行政 闫  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高月波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黑龙江 
行政 申惠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技术 刘  杰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能源研究所 

上海 鲍大鹏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江苏 丁成龙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浙江 蔡为明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安徽 戚少燕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福建 
行政 张海峰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陈  峥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 

江西 
行政 何俊海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  诚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应用微生物研究所 

山东 宫志远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河南 
行政 全  鑫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李绍钰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湖北 
行政 胡定金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开梅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农药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 
行政 彭选明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梁志怀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 

广东 
行政 黄洁容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顾文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广西 行政 欧昆鹏 广西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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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郎  宁 广西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海南 严婉荣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重庆 

行政 任桂英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雷开荣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技术 刘志云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四川 
行政 向跃武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甘炳成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贵州 
行政 聂  莉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陶  刚 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 

云南 
行政 方成刚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董家红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甘肃 
行政 展宗冰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文丽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所 

青海 
行政 金  萍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党  斌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新疆 郭文超 新疆农业科学院微生物应用研究 

西藏 张君丽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陕西 
行政 杜世平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韦革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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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国家渔业科学数据中心 
 

重点任务 姓名 依托单位 

57 中国土著鱼种生物多样性评价 柳淑芳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 

58 内陆流域濒危水生动物种群评价 杜  浩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长江水产研究所 

59 
水产外来种调查分中心与 

生态安全评估监测 
顾党恩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珠江水产研究所 

60 近海养殖结构与环境容量评估监测 张继红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 

61 
典型流域水产养殖结构和养殖方式 

变化监测 
朱  健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62 渔业水域环境污染与生态效应监测 沈公铭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63 
远洋渔场及关键渔业资源调查 

评估监测 
张胜茂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 

64 
水产养殖生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与 

种质核心群监测 
许  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注：国家渔业科学数据中心的省级协调人为各重点任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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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国家天敌等昆虫资源数据中心 
 

省份 协调人 依托单位 

北京 
行政 史振鹏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技术 王  甦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 

天津 
行政 霍文娟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谷希树 天津市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北 
行政 张梅申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王玉波 衡水市农业科学院 

山西 
行政 乔治军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曹天文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内蒙古 
行政 皇甫九茹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技术 杜  磊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辽宁 
行政 安景文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  辉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吉林 
行政 闫  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高月波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黑龙江（农科院） 
行政 申惠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兴龙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黑龙江（农垦院） 
行政 李  丹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技术 穆娟微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上海 
行政 赵志辉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袁永达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 

江苏 
行政 余向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永锋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浙江 
行政 吕要斌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郦卫弟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究所 

安徽 
行政 戚少燕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戚仁德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 

福建 
行政 汤  浩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张艳璇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江西 
行政 李思明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黄水金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山东 
行政 刘  晓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翟一凡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南 
行政 张  磊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黄建荣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17 
 

湖北 
行政 胡定金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万  鹏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湖南 
行政 彭选明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胡雅辉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广东 
行政 黄洁容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李敦松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广西 
行政 欧昆鹏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技术 姜建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海南 赵海燕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重庆 
行政 任桂英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郭  萧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 

四川 
行政 喻春莲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  旭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贵州 
行政 聂  莉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胡  阳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云南 
行政 方成刚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陈福寿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 

甘肃 
行政 展宗冰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周昭旭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青海 
行政 金  萍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郭青云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宁夏 
行政 潘占斌 宁夏农林科学院 

技术 刘  浩 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新疆（农科院） 杨  森 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新疆（农垦院） 
行政 林克剑 新疆农垦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技术 王振辉 新疆农垦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西藏 
行政 谭大明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技术 王文峰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陕西 
行政 刘同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技术 张世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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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数据中心 
 

省份 协调人 依托单位 

北京 
行政 史振鹏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技术 马智宏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中心 

天津 
行政 霍文娟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郭永泽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河北 
行政 张梅申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关军锋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山西 
行政 乔治军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秦  曙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所 

内蒙古 
行政 皇甫九茹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技术 张福金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资源环境研究所 

辽宁 
行政 王  辉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建忠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开放实验室（质标所） 

吉林 行政 闫  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黑龙江（农科院） 
行政 申惠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技术 程爱华 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 

黑龙江（农垦院） 行政 李丹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上海 
行政 赵志辉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 周昌艳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江苏 
行政 余向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董  飞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 

浙江 
行政 吕要斌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  强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 

安徽 
行政 戚少燕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戚仁德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 

福建 
行政 汤  浩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傅建炜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江西 
行政 李思明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黄光明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 

山东 
行政 刘  晓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郎文培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 

河南 
行政 张  磊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贾  斌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湖北 行政 胡定金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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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周有祥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湖南 
行政 彭选明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李高阳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行政 黄洁容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王  旭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公共监测中心 

广西 
行政 欧昆鹏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技术 莫磊兴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海南 
行政 赵海燕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技术 谢圣华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重庆（农科院） 行政 任桂英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重庆（畜科院） 技术 解华东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食品加工研究所 

四川 喻春莲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贵州 
行政 聂  莉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段婷婷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云南 
行政 方成刚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刘宏程 云南省农科院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甘肃 
行政 展宗冰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技术 李瑞琴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青海 
行政 金  萍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技术 孙小凤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宁夏 
行政 李云翔 宁夏农林科学院 

技术 李  冬 宁夏农林科学院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新疆（农科院） 行政 杨  森 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新疆（畜科院） 技术 高维明 新疆畜牧科学院畜牧业质量标准研究所 

新疆（农垦院） 行政 林克剑 新疆农垦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西藏 
行政 谭大明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技术 次  顿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研究所 

陕西 
行政 刘同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技术 刘学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