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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六届理事会、监事会名单

一、第六届理事会

（一）会长、副会长

会 长： 张延秋

副会长：

蒋协新 万建民 马淑萍 邓光联 刘 信 朱 岩

廖翠猛 宋维波 王登社 刘显辉 江玉明 许 勇

李 炜 李军民 何利成 何国威 张 琴 陈章瑞

金危危 胡保民 侯传伟 徐福春 郭安平 王龙祥

备注：划横线的参会代表为将变更为副会长的参会代表

（二）常务理事

（按姓氏笔画排列）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丁 宁 北京大京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1 王龙祥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 万建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 12 王登社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 马云国 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邓光联 中国种子协会

4 马宗海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邓秀峰 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

5 马淑萍 中国种子协会 15 卢怀玉 河间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

6 王 晖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 16 丛 颖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

7 王大民 大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朱 明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8 王义波 北京联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朱 岩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9 王书平 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9 伍先敏 仲衍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王玉玺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0 刘 信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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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21 刘显辉 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52 陈章瑞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齐世军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53 武金燚 石家庄大地种业有限公司

23 闫永生 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54 尚春树 山西强盛种业有限公司

24 江玉明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55 易国良 湖南希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许 勇 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56 罗松彪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严辉民 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 金危危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27 杜永臣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58 金黎平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8 李 炜 农民日报社 59 郑 清 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

29 李 帮 四川农大高科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60 屈 平 北京宝丰种子有限公司

30 李文华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61 赵秀珍 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31 李兴盛 山东华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62 胡保民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32 李军民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 钟世良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

33 李继军 河南富吉泰种业有限公司 64 侯云鹏 北京屯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34 李新海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所 65 侯传伟 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杨 飞 天津种子协会 66 贾 俊 北京华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6 杨 沙 北农（海利）涿州种衣剂有限公司 67 倪 丹 四川国豪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37 肖世和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所 68 徐进锋 新疆康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何 懿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 69 徐福春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39 何利成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70 郭安平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40 何国威 广东省农业厅种子管理处 71 唐昌华 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1 何金龙 江苏省种子管理站 72 黄 涛 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

42 沈 丽 四川省种子站 73 黄培劲 海南神农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宋 钢 南宁市桂福园农业有限公司 74 隋国民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44 宋维波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75 蒋协新 中国种子协会

45 张 琴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76 蒋红云 江苏中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6 张少虎 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 77 韩天富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所

47 张延秋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中国种子协会 78 喻树迅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48 张连平 北京市种子管理站 79 程式华 中国水稻研究所

49 张秀文 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 廖翠猛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张学昆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81 熊成国 安徽省种子管理站

51 张振华 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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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丁万志 吉林省种子协会 34 文彤明 海南省种子总站

2 丁 宁 北京大京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35 亢建斌 宁夏回族自治区种子工作站

3 丁俊平 武汉国英种业有限公司 36 方连平 江苏省种业协会

4 卜建军 陕西大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37 邓光联 中国种子协会

5 万建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 38 邓秀峰 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

6 马 林 昌吉州西亚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39 石维国 山西诚信种业有限公司

7 马云国 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0 韩小云 中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 马玉龙 宁夏固原天启薯业有限公司 41 卢怀玉 河间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

9 马生祥 青海昆仑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42 叶祥富 重庆帮豪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0 马运粮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 43 丛 颖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

11 马宗海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4 乐开富 福建六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2 马振球 厦门市种子协会 45 冯彦辉 吉林省鸿翔农业集团鸿翔种业有限公司

13 马淑萍 中国种子协会 46 曲 政 辽宁壮苗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马德华 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 47 吕春波 辽宁丹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王 晖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 48 朱 明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16 王 锋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49 朱 岩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17 王 雷 北京新实泓丰种业有限公司 50 朱 洲 湖北凯瑞百谷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王大民 大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朱 鸿 福建省种子管理总站

19 王小波 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52 朱文革 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司

20 王久恩 河北久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3 朱方金 湖南桃花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王义波 北京联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54 朱黎辉 四川同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2 王书平 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55 伍先敏 仲衍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3 王玉玺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56 冯五平 河北省种子协会

24 王占廷 安徽皖垦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57 任红平 山东中农汇德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5 王伟文 北京爱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8 刘 宁 山东中农天泰种业有限公司

26 王丽红 河南省现代种业有限公司 59 刘 伟 垦丰吉东种业有限公司

27 王建龙 湖南金健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60 刘 军 贵州金农马铃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8 王建华 中国农业大学 61 刘 兵 江西现代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王晓燕 宁波市种子有限公司 62 刘 信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30 王焕强 青海省种子管理站 63 刘 勇 四川省种子协会

31 王登社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4 刘良柏 安徽华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32 王德海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 65 刘宝民 黑龙江龙科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33 卞关涛 上海种子行业协会 66 刘春阁 北京顺鑫农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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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67 刘显辉 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03 李稳香 湖南省种子管理服务站

68 刘铁斌 绿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 杨 飞 天津种子协会

69 齐世军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105 杨 沙 北农（海利）涿州种衣剂有限公司

70 闫书鹏 中蔬种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06 杨军善 新疆华西种业有限公司

71 闫永生 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07 杨佳林 重庆农投种业有限公司

72 闫洪志 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杨荐钧 内蒙古西蒙种业

73 江 玲 四川禾嘉种业有限公司 109 杨德祯 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

74 江玉明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110 肖世和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所

75 许 勇 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11 肖建成 浙江美之奥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76 许正嘉 安徽省种子协会 112 吴周团 宁夏丰禾种苗有限公司

77 孙 茂 三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13 何 懿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

78 孙书库 齐齐哈尔市富尔农艺有限公司 114 何志军 海南春蕾南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9 孙名元 山东华良种业有限公司 115 何利成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80 孙志伟 中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116 何国威 广东省种子管理总站

81 严勇敢 陕西省种子管理站 117 何金龙 江苏省种子管理站

82 严辉民 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8 闵 军 湖南省种子协会

83 苏金煌 广东省种子协会 119 沈 丽 四川省种子站

84 杜永臣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120 沈宏刚 宁夏种子协会

85 杜贵才 厦门华泰五谷种苗有限公司 121 宋 钢 南宁市桂福园农业有限公司

86 李 伟 河南省经研银海种业有限公司 122 宋协良 丹东登海良玉种业有限公司

87 李 炜 农民日报社 123 宋继辉 兵团种子管理站

88 李 帮 四川农大高科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124 宋维波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89 李小盛 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 125 张 平 吉林省平安种业有限公司

90 李从朗 武汉武大天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6 张 阁 张家口弘基农业集团

91 李文华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127 张 健 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2 李文纯 河南天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28 张 琴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93 李兴盛 山东华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29 张 斌 天津科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4 李军民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 张 毅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95 李军华 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31 张少虎 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

96 李忠粮 新疆富全新科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32 张西岭 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 李春来 种子世界杂志社 133 张延秋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中国种子协会

98 李相如 河南省种子协会 134 张全杰 北京捷利亚种业有限公司

99 李洪建 辽宁省种业发展中心 135 王永波 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

100 李勇和 山东省种子协会 136 张连平 北京市种子管理站

101 李继军 河南富吉泰种业有限公司 137 张秀文 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2 李新海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所 138 张国合 河南永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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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39 张学昆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175 屈 平 北京宝丰种子有限公司

140 张学信 山东登海西玉种业有限公司 176 赵小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种子管理站

141 张彦良 山西省种子协会 177 赵久然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

142 张振华 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8 赵秀珍 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43 张 浩 广东鲜美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179 郝光方 陕西大地种业有限公司

144 张海军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80 胡 昌 广西皓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5 张常在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科河种业有限公司 181 胡建广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146 张银宝 新疆金丰源种子公司 182 胡柏耿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47 张锡铭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种子管理局 183 胡保民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48 张增为 山东冠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84 查联群 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49 陈乔保 云南大天种业有限公司 185 柳继凤 河北沃土种业有限公司

150 陈华璋 贵州金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86 钟世良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

151 陈丽娟 中国种业编辑部 187 侯三元 济源市绿茵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152 陈应志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88 侯云鹏 北京屯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53 陈启武 贵州省种子协会 189 侯传伟 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 陈章瑞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0 施俊生 浙江省种子产业协会

155 邵林生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191 洪金条 厦门中厦蔬菜种籽有限公司

156 武志兴 山西潞玉种业有限公司 192 耿月明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157 武金燚 石家庄大地种业有限公司 193 贾 俊 北京华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58 范 龙 北京克劳沃草业技术开发中心 194 贾生活 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59 林 平 山东科源种业有限公司 195 贾 娜 天津科润北方种衣剂有限公司

160 林 绿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196 夏龙平 上海市种子管理总站

161 尚书旗 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197 党继革 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62 尚春树 山西强盛种业有限公司 198 倪 丹 四川国豪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63 易国良 湖南希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9 徐永林 陕西杨凌伟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64 罗玉兵 贵州省种子管理站 200 徐进锋 新疆康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5 罗松彪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 徐福春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166 金危危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202 凌鸿如 湖南金稻种业有限公司

167 金祖平 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3 栾兆水 德州市德高蔬菜种苗研究所

168 金黎平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04 高中霞 宁夏西夏种业有限公司

169 周小东 四川西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5 郭少龙 广东省良种引进服务公司

170 周玉忠 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6 郭安平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171 周正红 江苏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07 郭秦龙 陕西秦龙绿色种业有限公司

172 周泽宇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08 郭恩华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173 周爱兰 甘肃爱兰马铃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09 唐 浩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174 郑 清 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 210 唐昌华 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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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211 唐忠平 广西种子管理局 229 韩仁长 安徽国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12 唐维超 重庆科光种苗有限公司 230 韩书荣 青岛胶研种苗有限公司

213 王龙祥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31 韩吉书 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214 黄 涛 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 232 喻树迅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215 黄文斌 温州市神鹿种业有限公司 233 程式华 中国水稻研究所

216 黄春峰 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 234 曾庆忠 江西省种子协会

217 黄培劲 海南神农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5 温 君 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18 崔广海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236 鄢又国 湖北荆楚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19 崔野韩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237 赫 萍 海南绿川种苗有限公司

220 康广华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38 蔡有华 青海互丰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21 阎会平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 239 廖翠猛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2 隋启君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240 谭建林 广西种子协会

223 隋国民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241 熊成国 安徽省种子管理站

224 彭悦珲 河南省豫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42 潘金豹 北京农学院

225 彭绪冰 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43 霍清涛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26 蒋协新 中国种子协会 244 戴 扬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227 蒋红云 江苏中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45 魏 杰 绵阳市全兴种业有限公司

228 韩天富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所

二、第一届监事会成员

监事长：刘天金

监 事：杨海生、程景鸿

注：参加常务理事会议、理事会议的代表（每单位 1 名），有意愿参

加 2020 中国种子大会的，按照 2020 中国种子大会通知上的大会时间地点

参会即可，注意携带本人身份证，大会使用自助报到和人脸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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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六届四次理事会注册指南

注册前，请准备好参会人本人的信息，包括：参会人姓名、

手机号、邮箱、身份证号、近期证件照。

参会注册→新用户点击注册→填写相关信息（*为必填项）

上传人脸照片→选择注册类型→完成注册→酒店预订（酒店预订

非必填项）

1.输入 http://www.cnseedc.com/，进入 2020 中国种子大

会官网，选择“参会注册”栏目进行报名。

注：尽量选择搜狗浏览器、谷歌浏览器登录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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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新用户注册”，进入到个人注册信息填报界面。

3.依次填写电子邮箱、手机号码等信息，其中“*”为必填

项，然后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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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入“上传人脸照片”界面，请准备好近期证件照，按照

提示信息上传。此处网页速度快，可重新点击“上传人脸照片”

查看上传照片情况。

5.选择“六届四次理事会”注册类型，进行报名。如参加六

届四次理事会和参加加快现代种业发展培训班的代表为同一人，

请选择“参加培训班和理事会”注册。

（注：需要输入正确的单位名称，以通知附件单位名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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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册后需要后台审核，审核时间为 1 个工作日，完成注册

后，获得唯一的参会二维码。

注：如参会人有变，请参会前与我们联系，避免影响参会。

张文艳 电话：010-59194250 手机：15010452706

杨倩倩 电话：010-57209647 手机：18611880015

邢海风 电话：010-59195171 手机：15910988663

7.酒店预订→选择酒店→填写信息→完成酒店预订

（注：酒店预订非必选项，请自行承担住宿费）

注册完成：

（1）请记住注册号（为参会凭证）

（2）二维码：可凭此二维码或身份证现场报进行签到

1 2



―15―

（1）亚运村宾馆预订→输入会议密码“69”→按照要求填写酒店预

订信息→完成酒店预订

注：会议酒店联系人：吴霖芳 010-64991880

（2）北辰五洲酒店预订→按照要求填写酒店预订信息→完成酒店预订

注：会议酒店联系人：010-84985588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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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中国种子协会秘书处 2020 年 1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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