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文件
林科发[ 2019 J 107 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同意成立

第二批林业和草原国家创新联盟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内蒙古、大兴安岭

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司局、各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各有关行

业协会(学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林业和草原科技工作会议精神，构建林

草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林草科

技支撑水平，在各省区市及有关单位组织申报的基础上，经研究，

我局同意成立第二批林业和草原国家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名单见附件)，现予公布 O

各地各单位要按照有关要求，切实增强做好联盟各项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对联盟的支持和管理，不断完善联盟组织

管理体系，充分发挥联盟在协同创新、服务林业和草原现代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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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的作用，为推动林业和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

特此通知 O

附件 : 林业和草原国家创新联盟名单(第二批)

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

抄送 : 北京、东北、南京、西南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 O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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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林业和草原国家创新联盟名单 (第二批)

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植被通量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木种质资源利用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乡村生态景观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红树林保护与恢复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典型林业生态工程效益监测评估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外来入侵生物防控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候鸟动态监测保护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草遥感应用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1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草=维可视化技术应用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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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1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科学大数据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1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品贸易与投资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1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质功能材料与制品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1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盐碱地生态修复国家创新联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盐碱地研究中心

1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空气负氧离子监测国家创新联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1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林草规划评估设计国家创新联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1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自然保护地国家创新联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1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林草时空大数据采集和应用国家创新联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1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中心 林业生态经济发展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中林联林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国际竹藤中心 竹类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创新联盟 国际竹藤中心

21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野生动植物基因保护国家创新联盟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2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控国家创新联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

23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雷击火和边境火防控技术国家创新联盟 内蒙古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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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24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蒙树生态修复国家创新联盟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25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城市困难立地绿化造林国家创新联盟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26 福建省林业局 森林公园国家创新联盟 福建农林大学

27 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28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害虫防治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29 北京林业大学 木材防腐技术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30 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植物与人居生态环境建设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31 北京林业大学 林木生物质清洁分离及转化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32 北京林业大学 矿山生态修复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33 东北林业大学 植物天然活性物质利用国家创新联盟 东北林业大学

34 东北林业大学 林木分子生物学国家创新联盟 东北林业大学

35 东北林业大学 野生动物生物安全管控国家创新联盟 东北林业大学

36 东北林业大学 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国家创新联盟 东北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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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37 南京林业大学 园林植物数字化应用与生态设计国家创新联盟 南京林业大学

3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国外松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3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薄壳山核挑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4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椿树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4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泡桐国家创新联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泡桐研究开发中心

42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紫荆国家创新联盟 河南四季春园林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43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山桐子国家创新联盟 湖北旭舟林农科技有限公司

44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油松国家创新联盟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45 江苏省林业局 柳树国家创新联盟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46 河南省林业局 蜡梅国家创新联盟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47 河南省林业局 构树国家创新联盟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48 广东省林业局 南方松国家创新联盟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49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 马尾松国家创新联盟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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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50 贵州省林业局 高山杜鹊国家创新联盟 贵州师范大学

5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胶黠剂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5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门窗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5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文化创意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5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竹家居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

55 国际竹藤中心 竹碳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国际竹藤中心

56 中国林学会 林下生态种植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学会

57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生态中医药健康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58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林草健康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59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森林自驾游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上海娱笠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60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森林旅游交通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

61 中国林业和环境促进会 黄蜀葵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深圳延生药业有限公司

62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海棠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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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63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月季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

64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榆树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65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 文冠果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大连民族大学

66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 鹿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辽阳千山呈龙科技有限公司

67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 果松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68 浙江省林业局 竹笋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69 浙江省林业局 黄精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浙江农林大学

70 浙江省林业局 灵芝一叶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浙江农林大学

71 浙江省林业局 樱花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72 浙江省林业局 绣球花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73 浙江省林业局 紫薇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浙江森城实业有限公司

74 浙江省林业局 林纸功能新材料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由少|、|学院

75 安徽省林业局 刺槐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安徽Y5~森高科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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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76 福建省林业局 二角梅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福建农林大学

77 江西省林业局 南酸枣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江西农业大学

78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玫瑰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平阴县玫瑰研究所

79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欧李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山东云农公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0 湖北省林业局 桑树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81 湖南省林业局 忍冬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82 湖南省林业局 绿色木质包装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箱联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83 湖南省林业局 南方木本油料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84 北京林业大学 木兰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85 北京林业大学 秸轩人造板与制品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86 东北林业大学 寒地花卉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东北林业大学

87 东北林业大学 红松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东北林业大学

88 南京林业大学 银杏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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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89 南京林业大学 搬树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南京林业大学

90 南京林业大学 桂花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南京林业大学

91 南京林业大学 竹质结构材料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南京林业大学

92 西南林业大学 荷花及水生植物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西南林业大学

9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漆树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樱挑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保护与改性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9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石塑复合材料及制品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9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涂料与涂饰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9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质产品质量与安全认证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10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标本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10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古建筑木结构与木质文物保护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nu 



序号 推荐单位 名军事 牵头单位

10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品检验检测技术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10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竹材清洁制浆造纸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10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提取物资源利用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10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 植物新品种保护与产业化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棕科植物新品种权管理有限公司

106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园林景观工程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

107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林草产业流通融合发展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108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银杏生物医药国家创新联盟 中林华慧 (南雄)银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9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木竹材料装饰应用国家创新联盟 上海嘉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0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家居绿色供应链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111 浙江省林业局 竹林碳汇国家创新联盟 浙江农林大学

112 福建省林业局 植物纤维功能材料国家创新联盟 福建农林大学

113 北京林业大学 木质素高值化利用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114 北京林业大学 木(竹)材节能热加工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115 东北林业大学 木工智能化国家创新联盟 东北林业大学

116 南京林业大学 林草生物灾害防治装备国家创新联盟 南京林业大学

11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北方林水多功能协调管理国家创新联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11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南方种苗国家创新联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按树研究开发中心

119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江南乡村直居环境保护与利用国家创新联盟 浙江农林大学

120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天津市自然保护地监控体系国家创新联盟 天津市测绘院

121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天津市滨海湿地生态建设国家创新联盟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22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 农牧交错带草地保护国家创新联盟 辽宁省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123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 北方酸枣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国营朝阳县六家子林场

124 江苏省林业局 长=角地区草坪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25 浙江省林业局 亚热带经济林病虫害绿色防控国家创新联盟 浙江农林大学

126 浙江省林业局 长=角森林生态产业化国家创新联盟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27 安徽省林业局 大别山特色山林资源保育与增值利用国家创新联盟 安徽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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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名称 牵头单位

128 福建省林业局 红壤区水土保持国家创新联盟 福建农林大学

129 湖北省林业局 二峡库区生态防护国家创新联盟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30 湖北省林业局 长江中游特色经济林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31 海南省林业局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国家创新联盟 海南大学

132 陕西省林业局 秦岭大熊猫国家创新联盟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133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青藏高原道地药材开发与利用国家创新联盟 青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34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宁夏干旱区生态治理国家创新联盟 宁夏宁苗生态园林公司

135 北京林业大学 珍贵落叶树种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北京林业大学

136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国家创新联盟 东北林业大学

137 东北林业大学 北方森林生态保护与利用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东北林业大学

1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南方紫色页岩山地生态修复国家创新联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39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湘北平原防护林区林业生态大数据国家创新联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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