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局随机抽查事项市场主体和执法人员名录库

一、市场主体名录
事项
名称

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保护、种子生产经营、种子生产管理

序号 市场主体名称 所在地镇、村 法人 联系电话

1 凤城市种苗繁育中心 凤城市凤城市凤北路68号 张燕夫 13841504800

2 凤城市红旗镇绿源苗木基地 凤城市红旗镇包营村二组 李长军 13130509550

3 凤城市红旗镇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德奎村 徐希全 13941545838

4 凤城市红旗镇春香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德奎村 张春香 15141525287

5 凤城市红旗镇德祥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德奎村 李德祥 13704252389

6 凤城市新苑园林花卉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德奎村 潘远香 13694159096

7 凤城市宝山镇康健绿云苗圃 凤城市宝山镇小四台村 刘  军 13234152530

8 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木森苗圃 凤城市凤山区老爷庙村 张兴勇 15141584777

9 凤城市红旗镇红旗岭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永兴村八组 姜丽艳 13470458308

10 凤城市通远商贸有限公司 凤城市红旗镇黄旗村三组 吴万泉 13470068886

11 凤城市红旗镇虹宇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永兴村八组 李  宁 13614952988

12 凤城市小西湖苗木培育有限公司 凤城市凤山区大梨树村小西湖 王金办 13904152143

13 凤城东吉绿源农牧有限公司 凤城市红旗镇德奎村三组 陈  洁 15841588899

14 凤城市春盛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凤城市红旗镇永兴村 王  平 13604955074



15 凤城市红旗镇春盛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永兴村 王  平 13604955074

16 凤城市红旗镇于艳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包营村七组 于  艳 15241557196

17 凤城市红旗镇瀚霖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德奎村三组 姜殿超 13464559595

18 凤城市大彩苗木绿化有限公司 凤城市红旗镇包营村一组 田广政 13464599998

19 凤城市红旗镇绿地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永兴村六组 那  军 13941559992

20 丹东蓝旗美国红枫基地 凤城市蓝旗镇互助村、蓝旗村 刘忠敏 13942552526

21 凤城市红旗镇霖洋苗圃 凤城市红旗镇德奎村四组 赵晓东 15604954999

22 凤城市东吉园林有限公司 凤城市红旗镇德奎村5组 陈  勇 13704955808

23 东港市金汇苗圃 东港市长山镇山西村 丁国锋 13704955287（王景
田）

24 东港市东尖山苗圃 东港市长山镇富家村 高山 13514151007

25
东港市马家店镇太平村军杰绿化苗
圃

东港市马家店镇太平村 周军 15102428666

26 东港市新城中心苗圃 东港市新城区 杨金富 13941581248

27 东港市龙宇园林绿化苗圃 东港市马家店镇 丛龙涛 13941571039

28 东港市栢杉苗木专业合作 东港市椅圈镇椅山村 王平 13125566652

29 东港市绿城花卉苗圃 东港市长安镇红石村 李月珍 13942556872

30 东港市龙王庙镇龙岩苗圃 东港市龙王庙镇五龙村 林桂华 15841576161（王秀
成）

31 东港市十字街镇林海苗圃 东港市十字街镇龙潭村 江军 13470094035

32 东港市十字街镇森鑫苗圃 东港市十字街镇坎子下村 张娣男 13470467133



33 东港市马家店镇昌林苗木基地 东港市马家店镇油坊村 郑传华 13604951575（张文
彬）

34 辽宁百草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东港市新兴区港都丽府 毕远波 13904251298

35 东港市碧盛源园林绿化苗圃 东港市合隆镇城山村 毕诗尧 0415-7121599

36 东港市龙王庙镇兴林苗圃 东港市龙王庙镇荒地村 王国喜 13942581719

37 东港市黑沟镇林果良种示范园 东港市黑沟镇土门村 穆百强 18804151999

38 东尖山桧柏繁育基地 东港市东尖山镇 王勇 13941541996

39 东港市小甸子镇绿地苗圃 东港市小甸子镇张家堡村 于长威 13470059397（王）

40 东港市春雨苗圃 东港市十字街镇坎子下村 徐之祥 13050354533

41 宽甸满族自治县沐霖苗圃 宽甸县毛甸子镇 吕茂军 18604159676

42 宽甸满族自治县杨木川镇大安苗圃 宽甸县杨木川镇 郑玉娥 18241526617

43 宽甸满族自治县亿林苗木基地 宽甸县青山沟镇 代涛 13904253257

44 宽甸满族自治县红石镇恒岳苗圃 宽甸县红石镇 王维民 13898504972

45 宽甸满族自治县青山沟镇军杰苗圃 宽甸县青山沟镇 孙运杰 13842503418

46 宽甸满族自治县青山沟镇枫彩苗圃 宽甸县青山沟镇 孙元 18698633608

47 辽宁红豆杉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宽甸县石湖沟乡 徐道礼 18241573567

48 丹东市京石珍贵树种繁育苗圃 宽甸县石湖沟乡 李桂箱 18241573567

49 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湖沟乡鑫悦苗木
基地

宽甸县石湖沟乡 张然 13470037707

50 宽甸满族自治县青椅山镇红叶苗圃 宽甸县青椅山镇 孙成文 18904957772

51 宽甸枫园野生观赏苗木开发有限公
司

宽甸县大川头镇 尤玉香 13841504200



52 丹东鸭绿江生态苗木繁育基地 宽甸长甸镇 孟凡云 13842515042

53 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世辉苗圃 宽甸县毛甸镇 李世辉 13942533755

54 丹东市振安区小智苗圃 振安区九连城镇上尖村 初智和 18858285318

55 辽宁绿畦农业有限公司 振安区楼房镇楼房村 郝英华 13898526682

56  丹东市振安区楼房镇山联溪苗圃 振安区楼房镇楼房村 贾庆春 18741526677

57 丹东双丰小浆果专业合作社 振安区汤山城镇石安村 陈明峰 13898503928

58 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陆林苗木基
地

振安区九连城镇九连城村 陆云清 13470088679

59 丹东市北林经贸有限公司 振安区汤山城镇佛山村 王勇 13941557098

60 辽宁佳园软枣猕猴桃研发有限公司 振安区同兴镇光明村 孙宗慧 18641555666

61 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镇盛园苗圃 振安区五龙背镇新康村 吕德文 15724434179

62
丹东市振兴区易繁苗木花卉种植经
销中心

帽盔山街道白房村铁矿组 吴刚 1334255825

63 华艺苗圃 水源村一组 张小东 18504150718

64 丹东金大路苗圃 丹东市汤池镇萌芽村 陈明 13704155599

65 丹东市振兴区恒和苗木基地 汤池镇汤池村 周恒和 13019693710

66 东园苗圃中心 花园村 史成英 13941505557

67 丹东市振兴区花园园艺场 花园村 聂竹成 13852173866

68 丹东市振兴区花宏苗圃中心 花园村 于深海 13941586656

69 丹东市振兴区兴旺苗圃        花园村 刘连发 18741530314



70 丹东市振兴区弘森园林苗圃 汤池镇石岱村四组 于兆臣 13304158886

71 丹东市金山苗木繁育基地 丹东市元宝区金山一组 侯宁 13941578765

72 丹东畜牧场 元宝区兴工街80号 丁振军 13841589615

73 丹东市元宝区金山苗圃 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一组 李丽华 13009209949

74 丹东鸣宇苗木种植生态园有限公司 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奶场村小盘道岭 王莹 13841525523

75 辽宁省永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丹东市元宝区蛤塻塘镇古城村二组 盖永健 18241594567

76 东港市成林苗木繁育基地 东港市十字街镇龙潭村 闫成林 13591507805（单娟）

77 东港市龙兴潭花木苗圃 东港市十字街镇龙潭村 季冬梅 13941516921

78 丹东市峰洲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振安区楼房镇楼房村 冷云峰 13842530801

事项
名称

木材收购、运输是否合法，其他事项，群众投诉举报和案件线索检查等其他事项。

序号 市场主体名称 所在地镇、村 法人 联系电话

1 汤山城忠石木材加工厂 汤山城镇龙湖村 张中石 13942564810

2 汤山城木材加工厂 汤山城镇汤山城村 武贵仁 13942552296

3 汤山城加工厂 汤山城镇汤山城村 刘新绿 13842515131

4 榆树小学加工厂 汤山城镇榆树村 贺东林 18840153888

5 汤山城镇利鑫木器加工厂 汤山城镇榆树村 张学军 13941519019

6 太河村木材加工厂 汤山城镇太河村 李增军 15904155943



7 汤山城镇丰源木业 汤山城镇石安村 杨杰 13904257426

8 石安村木材加工厂 汤山城镇石安村 于伟 18341544447

9 老古沟恒瑞木材加工部 五龙背镇老古沟村 于全喜 15941588875

10 五龙背荒湾木材加工部 五龙背镇荒湾村 纪庆义 13324152739

11 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镇鸿运木器厂 五龙背镇孙家村一组 胡昕辉
（胡福

13601456269

12 振安区麒虹工业加工厂（有执照） 同兴镇五道村 王民学 13514158086/1351415
8087（宋敏）

13 双拥木材加工厂 同兴镇变电村 陈连生 15841505088

14 丹东市振安区永利木线厂（有执
照）

同兴镇变电村 张忠久 13464528664

15 丹东市振安区恒达木线厂 同兴镇同兴镇变电三组 刘云峰 13942569046

16 丹东忠盛石材有限公司 同兴镇龙母村一组 刘春忠 13904259077

17 同兴镇安泰木制品加工厂（有执
照）

同兴镇五道村三组 李昕益 13941568011

18 振安区志和包装厂 同兴镇日新村五组 傅志宏 13904265317

19 美丽农业园 同兴镇同兴镇日新村三组 原栗慧 13841551579

20 振安区泰山木制品有限公司（有执
照）

金矿办事处板石村一组 徐  斌 13841556139

21 楼房镇广源木业经销处 楼房镇马家村七组 刘文信 13704153617

22 萍强家具厂 楼房镇马家村七组 初智强 13941530982

23 喆友木材加工厂 楼房镇梨树沟村三组 张传友 18741525306



24 森鑫木器加工厂 楼房镇楼房村二组 张同生 13470059888

25 鸿信木器加工厂 楼房镇马家村七组 兰信德 13700158665

26 丹城木器加工厂 楼房镇东城村一组 谢振清 13941505390

27 宏源木器厂 楼房镇梨树沟村三组 赵晓明 13904957005

28 兴春木材加工厂 楼房镇梨树沟村十四组 李兴春 15114160777

29 东林建材综合加工厂 楼房镇马家村七组 李华娟 13050388978

30 丹东市名品家具厂（沐溢家俱有限
公司）

鸭绿江街道鸭绿江村 芦桂玉 13514157085（邹本
清）

31 振安区长城木器厂 鸭绿江街道燕窝村五组 高安立 13941580588

32 松泽木制品包装厂 鸭绿江街道武营村 初  春 13009218908

33 长白山林产品经销处 鸭绿江街道燕窝三组 尹德义 15941514897

34 南方鸿发装饰材料加工部 鸭绿江街道鸭绿江村四组 曹忠启 13941525115

35 晨曦木门厂 鸭绿江街道鸭绿江村三组 兰孝英 13842588419（黄）

36 金水竹器经销处 九连城镇九连城村二组 吴金水 13842518960

37 兴泰沙发加工部 九连城镇套里村 李  彤 13604157617

38 九连城东林木材加工厂 九连城镇龙头村 赫崇利 13352170937

39 丹东市振安区宏森木材加工厂 九连城镇庙岭村四组 宋远德

40 丹东市吉盛木业有限公司 九连城镇庙岭村 时吉永 13841580100于
/13842547777/159415



41 振安区万林木业加工厂 九连城镇庙岭村六组 董金箐 15941545533/1362495
4444

42 九连城镇忠信木材加工厂 九连城窑沟村 张忠信 4165243

43 恒林木器厂 九连城镇庙岭村 孙继荣 /13704154715/133521
78332(孔)

44 振安区名森木器木材综合加工厂 九连城镇窑沟村九组 初正德 13941549817

45 龙鹤家具厂 九连城镇龙头村一组 赫崇高 13704950456

46 九连城镇洪兴木器厂 九连城镇套里村四组 洪高国 13942563443

47 振安区冠華橱柜厂 九连城镇九连城村五组 杨秀杰 13704151429

48 振安区华东木业加工厂 九连城镇下尖村 杨玉春 13941597765

49 丹东瑞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九连城镇套里村三组 夏远国 13941517696

50 太平湾兴龙木器厂 太平湾望江村六组 林小飞 13394253456

51 丹东松林木制品有限公司 太平湾望江村 宋南哲 13358787667/1384259
8687（王欢）

52 振安区太平湾新兴木器厂 太平湾六局五处大院 刘新録 13842515131

53 振安区太平湾燃新木器厂 太平湾六局基地处院内 杨成志 18342545333

54 太平湾江和木制品厂 太平湾水电六局三处大院 姜彦明 13941553360

55 华锋木器厂 望江村十二组靶场 张景威 13704159035

56 丹东市振安区林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丹东市振兴区电子玩具小区13号107 张德顺 2147032

57 振兴区展宏图景观木经销处 集贤村铜矿岭组44号 陈福俊 13704145056



58 振兴区百特园林景观经销处 集贤大街46号 黄清元 13591501087

59 振兴区益胜防腐木经销处 集贤村铜矿岭组183号 陈进步 15842589951

60 振兴区和坤木业经销处 集贤村铜矿岭组10号 关丹 18641546789

61 振兴区隆大景观木经销处 集贤村铜矿岭组 吴建芳 13188228082

62 振兴区锦华防腐木 集贤村铜矿岭组 由元刚 15842563817

63 俄罗斯进口木材批发 接梨树村四组 张立柱 13199660880

64 祥云木业 集贤村大柞树组 苗春艳 15904159698

65 丹东市振兴区百友木业制品厂 汤池镇河深沟村王家堡组 邵广君 13941596516

66 丹东市春江木业制品厂 汤池镇水源村接佛路8号 王有夫 13942517488

67 丹东宏扬家具有限公司 振兴区十一街5-6号 丁有余 13898538893

68 泓林木柴经销处 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道胜利桥 闫玉玲 13019678399

69 东南木业 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道胜利桥 王明寿 18019800688

70 闽东木业（防腐木） 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道胜利街 潘亚东 13664288801

71 兴佳园林（防腐木） 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道黄海路 王明刚 13204155351

72 好运来 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道地质路 刘玉生 13694167433

73 胜利物资 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道胜利桥 潘国庆 13942555789

74 永兴物资 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道胜利桥 欧金洪 13941547202



75 金盛木材 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道地质路 周玉香 15041581333

76 丹东市恒业木业加工厂 振兴区地质路679-1号 王恒业 15942579218

77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中心木材加工
厂

江海办事处胜利居委会 曲洪伟 13470061666

78 为民木器有限公司 浪头镇北安民村 李福祥 18641531877

79 富民木器有限公司(更名为丹东安
民木业集团木瑞祥家居有限公司）

浪头镇忠杰村 李福祥

80 丹东市安民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浪头镇文斌村 李贵军

81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洪祥木材加工
点

浪头镇文斌村九组 孙国平 13941514016

82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大正木器厂 浪头镇顺天村三组 王  洋 13050369577

83 丹东晟林贸易有限公司 江湾工业区1幢号1层 刘玉国 15842511855

84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森盛木材加工
厂

江海街道办事处胜利村六组 鞠云龙 13842578487

85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桦艺木材加工
厂

曾庆刚

86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丰松木器厂 安民镇中和村四组 孙桂华 13130518297

87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泰金木制品厂 安民镇金板村2组 范太金 13050383979

88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长利木制品加
工厂

浪头镇忠杰村二组 杨长利 13604157771

89 丹东市元宝区鑫阅木材加工厂 元宝区兴工街80号 徐国红 13941569783

90 丹东市元宝区福安木材加工厂 黑沟村6组 韩福安 13941569783

91 元宝区佳祥木业加工厂
元宝区蔡家菜委会二组（暂时不加
工）

田  浩 13654150558



事项
名称

违反辽宁省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林地现状调查表编制等中介服务行业规范标准的
事项

序号 市场主体名称 所在地镇、村 法人 联系电话

1 丹东坤霖林业服务有限公司
丹东市振安区珍珠街道欧尚广场16号

楼1单元2601
王宏坤 13704959017

2
丹东岳林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
限公司

丹东市振安区珍珠街道欧尚广场16号
楼1单元2601

姚淑艳 13704959017

3
丹东坤霖林业服务有限公司宽甸分
公司

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
西环路西环明珠4#楼1、2层

朱柏轩 18741523855

4 丹东鼎林林业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金矿北路353号 刘景瑜 13464562170

5 丹东桂华林业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九连城

村八组
王丽华 13332165238

6 凤城市丰源林业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省丹东凤城市凤凰城区河畔新城

三期52-9
刘超 14740506060

7 凤城市东泰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辽宁省丹东凤城市凤凰城管理区山东

街福海家园7-B8-2-601
戴金龙 18604958118

8 凤城市合众林业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辽宁省丹东凤城市凤凰城区石桥路林

业综合楼6#
邹立亚 13841508838

 

二、执法人员名录库
事项
名称

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保护、种子生产经营、种子生产管理

序号 姓名 部门 职务 执法证编号



1 王云龙 资源保护和执法部 部长 丹林字B15025
2 张引婷 种苗和产业部 职员 丹林字C18107
3 王蕊 种苗和产业部 部长 丹林字C20031
4 张宇辰 资源保护和执法部 职员 丹林字C20023

事项
名称

木材收购、运输是否合法，其他事项，群众投诉举报和案件线索检查等其他事项。

序号 姓名 部门 职务 执法证编号
1 王丹林 资源管理科 科长 丹林字A18152
2 丁峰 资源管理科 主任科员 丹林字A18155
3 卢春田 资源管理科 科员 丹林字C18134
4 韩希祥 资源保护和执法部 职员 丹林字B18012
5 张秋剑 资源保护和执法部 职员 丹林字C18109
6 杨伟民 资源保护和执法部 职员 丹林字C18110

事项
名称

违反辽宁省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林地现状调查表编制等中介服务行业规范标准的
事项。

序号 姓名 部门 职务 执法证编号
1 张辉 综合法规科 科长 06J15026
2 刘源森 综合法规科 科员 丹林字A18044
3 刘双江 综合法规科 科员 丹林字C20026
4 张岩岩 综合法规科 科员 丹林字B18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