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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绿色食品评审专家库（2020 版）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专业 工作单位 

1 陈永民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2 杜相革 男 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3 傅尚文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4 金连登 男 研究员 种植 上海浦东百欧欢有机生态产业研究院 

5 廖超子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6 刘宏斌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7 刘继芳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8 龙怀玉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9 罗斌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出版社 

10 欧阳喜辉 男 研究员 种植 北京市农业环境监测站 

11 屈宝香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12 史咏竹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13 陶岭梅 女 研究员 种植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14 王锋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15 王旭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16 王志本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17 吴志凤 女 研究员 种植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18 辛景树 男 研究员 种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9 徐东辉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0 杨洪强 男 教授 种植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 

21 张宏军 男 研究员 种植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22 张华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23 张龙 男 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 

24 张文 男 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25 张新明 男 研究员 种植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26 张志斌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7 赵跃龙 男 研究员 种植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28 朱景全 男 研究员 种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9 邹国元 男 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30 雷秋良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1 武淑霞 女 副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2 翟丽梅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3 邹亚杰 女 副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34 班丽萍 女 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 

35 蔡学斌 男 研究员 种植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36 季颖 女 研究员 种植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37 刘绍仁 男 研究员 种植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38 唐浩 男 研究员 种植 农药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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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万方浩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40 王天宇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41 信军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42 马会勤 女 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43 潘君廷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44 王洪媛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45 杜连凤 女 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46 高利娟 女 副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47 谷佳林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48 胡学旭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49 李吉进 男 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50 李鹏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51 李顺江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52 李天忠 男 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53 李艳梅 女 副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54 刘光华 男 副教授 种植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55 刘广洋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56 刘善江 男 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57 宋烨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院 

58 刘云慧 女 副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59 吕军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60 吕贻忠 男 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 

61 马常宝 男 研究员 种植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 

62 阮志勇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63 石鹏君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64 王甲辰 男 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65 魏雨泉 男 副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66 肖强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67 衣文平 男 研究员 种植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68 张延国 男 副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69 江幸福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70 李志芳 女 教授 种植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71 李书田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72 刘海良 男 研究员 畜牧 全国畜牧总站 

73 田河山 男 研究员 畜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74 徐一 男 研究员 畜牧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75 王海 男 研究员 畜牧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76 张秀英 女 研究员 畜牧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77 顾进华 男 副研究员 畜牧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78 侯水生 男 研究员 畜牧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79 贾志海 男 教授 畜牧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80 杨利峰 女 教授 畜牧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81 马曦 男 教授 畜牧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营养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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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陈学洲 男 研究员 水产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83 刘巧荣 女 研究员 水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84 宋怿 女 研究员 水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85 王德芬 女 研究员 水产 中国渔业协会 

86 张黎 男 研究员 水产 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87 贾丽 女 研究员 水产 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88 王联珠 女 研究员 水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89 王玉堂 男 研究员 水产 中国渔业协会河豚鱼分会 

90 赵文武 男 研究员 水产 中国水产学会 

91 韩刚 男 副研究员 水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92 刘欢 女 副研究员 水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93 穆迎春 女 副研究员 水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94 程波 男 副研究员 水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95 任迪峰 女 教授 加工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96 任广旭 男 研究员 加工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97 王立平 女 研究员 加工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98 陈述平 男 研究员 加工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99 段长青 男 教授 加工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100 王强 男 研究员 加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101 黄家章 男 副研究员 加工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102 季俊夫 男 副教授 加工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103 马玲君 女 副教授 加工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104 闫新焕 女 副研究员 加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院 

105 刘雪梅 女 副研究员 加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院 

106 郑晓冬 男 副研究员 加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院 

107 吴玉杰 女 研究员 加工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108 胡清秀 女 研究员 食用菌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109 李熠 男 研究员 蜂产品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110 杜章留 男 研究员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111 李季 男 教授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112 李艳霞 女 教授 生态环境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113 刘晓霞 女 教授 生态环境 北京市农业环境监测站 

114 刘月仙 女 教授 生态环境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115 乔玉辉 女 教授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116 王庆锁 男 研究员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117 朱昌雄 男 研究员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118 吴迪 男 副教授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119 袁京 女 副教授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120 张爱平 女 副研究员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121 李玉中 男 研究员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122 佘永新 男 研究员 质量安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123 姜春光 男 副研究员 质量安全 北京市农业环境监测站 

124 刘建华 男 研究员 质量安全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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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万靓军 男 研究员 质量安全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126 王敏 女 研究员 质量安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127 朱彧 男 研究员 质量安全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128 温少辉 男 研究员 质量安全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129 陈刚 男 研究员 质量安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130 郭林宇 女 副研究员 质量安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131 张学杰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132 郭春敏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 

133 张德纯 男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134 郑建秋 男 研究员 种植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135 赵德明 男 教授 畜牧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136 陈爱萍 女 研究员 水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137 谢忠明 男 研究员 水产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138 于广宝 男 研究员 水产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139 宁宜宝 男 研究员 畜牧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140 王在时 男 研究员 畜牧 中国兽药监察所 

141 王爱国 男 教授 畜牧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142 李宝海 男 研究员 加工 西藏农牧科学院 

143 薛颖 女 研究员 加工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4 杨正礼 男 研究员 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145 生吉萍 女 教授 加工 中国人民大学 

146 王蒙 女 副研究员 加工 北京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中心 

147 王金花 女 研究员 质量安全 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148 雷绍荣 男 研究员 质量安全 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成都） 

149 王富华 男 研究员 质量安全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 

150 焦必宁 男 研究员 种植 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 

151 王爱平 女 研究员 质量安全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152 孙炜琳 女 研究员 种植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院 

153 赵爱鸿 女 副教授 质量安全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154 王艳 女 研究员 质量安全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155 陈永红 男 教授 种植 宁波大学商学院 

156 郑小平 男 教授 加工 上海必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57 寇远涛 男 研究员 质量安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158 张照新 男 研究员 
农村经济 

政策研究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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