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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2015年，我会按照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

要（2014-2020）》要求，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重点工作部

署和授权，先后组织编制、发布《中国林业产业信用体系建

设规划纲要（2015-2020）》（以下简称《纲要》），《中

国林业产业行业诚信评价标准》《中国林业企业信用评级规

范》和《中国林业产业 5A级诚信（企业）单位评定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同时应广大林业骨干企业

要求，报请有关领导批准，发起成立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

统筹推进林业产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五年间，我会先后组织林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骨干

企业先后在井冈山举行诚信企业诚信经营宣誓、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中国林业企业诚信企业品牌万里行启动仪式、《中

国林业诚信企业发展报告》编制等系列诚信活动。并根据《纲

要》和《管理办法》要求，开展了为“中国林业产业 5A级

诚信（企业）”和“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评定活动，

通过严密的资格审查和行业专家的严格评审，中国龙江森林

工业(集团)总公司等 52家涉林骨干企业为中国林业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1），泉阳泉等 181

家企业品牌分四批次先后获得了“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

牌”（名单见附件 2）殊荣。并以此开展了“中国林业产业

诚信企业品牌万里行”推广活动，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大中城市开展“中国林业

企业诚信企业品牌万里行”推广活动，并走出了国门，先后

在巴西、秘鲁等国家和地区开展诚信品牌推广活动，维护涉

林企业合法权益，参与两市场竞争，创造良性发展环境进行

了不懈努力。 

五年来，我会在林草行业主管部门支持下，通过组织开

展一系列诚信推广活动，大大提升了林草企业和品牌的公信

力和影响力；五年来，我们积极倡导推动涉林企业诚信经营，

不仅没有发生一起类似毒地板、假家具等恶性诚信缺失事件，

大大提升了涉林企业的美誉度、信任度，为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物质需求，提供了一批批合格健康林草产品；五年来，

我们坚定不移地担当起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使一批企



业（单位）在申报政府项目、银行融资贷款、国家贴息贷款

和资本运作等过程中享受到诚信经营的红利。 

林草行业企业诚信意识和诚信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履约

践诺、诚实守信的氛围逐渐形成。同时，获得首批“中国林

业产业 5A级诚信企业”和“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

殊荣的单位在诚信经营、社会责任、履约能力、投标信誉、

综合实力与竞争力的体现等方面更是起到责任担当和示范

引领。尤其是 2020 年新春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侵袭全国各地，大亚科技集团、大自然

家居、好想你健康食品、康欣科技等中国林草产业诚信企业

积极参与，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捐钱捐物，再一次体现了诚

信企业的大局意识和胸怀格局。 

为进一步推进林草行业诚信经营、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

环境，经研究决定，根据《纲要》《中国林业产业行业诚信

评价标准》《中国林业企业信用评级规范》和《中国林业诚

信企业（单位）评定管理办法》，对已经获得“中国林业产

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荣誉的企业进行复评，同时对

于这 5年期间涌现出来的一批注重诚信经营的林草企业开展

新一轮“中国林草产业 5A级诚信（企业）单位”推评工作；

旨在进一步倡导推进涉林企业诚信经营，积极参与两个市场

的公平竞争，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林草产品，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生活需求。同时，我会将一如既往地肩负起社会组织



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推动林草产业健康发展，维护涉林企业

合法权益而不懈努力。现根据广大坚持诚信经营企业要求，

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向全国范围内征集联盟会员单位，共

同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倡导的营造良好的市场

经营环境，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推动精准扶贫，

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贡献我们的力量。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国林草产业 5A级诚信（企业）单位”复评事

项 

（一）复评范围 

     已经获得“中国林业产业 5A级诚信（企业）单位”与 

“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荣誉的单位，名单详见附件

1、2。 

（二）复评流程 

     1．提交材料：复评单位填写《中国林草产业 5A 级诚

信（企业）单位复评表》（附件 3）。由于疫情原因，同时

减少企业压力，申报材料只接受电子邮件，材料包括《中国

林草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复评表》word 版、主管部

门盖公章扫描件和诚信承诺书（附件 6）扫描件等材料打包

发 lycycxlm@126.com，邮件主题注明“复评诚信企业报名+

企业名称”； 

     2．审核材料：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诚信工作管理办公



室对参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根据初审结果，组织召开

中国林业产业诚信 5A 级(企业)单位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

《中国林业诚信 5A 级(企业)单位评定管理办法》要求审议

材料给复评结果； 

3．复评结果：复评通过企业可以继续沿用“中国林草

产业 5A级诚信（企业）单位”荣誉称号，没有通过的不合

格企业将取消“中国林草产业 5A级诚信（企业）单位”荣

誉，逾期不报视作放弃一并取消“中国林草产业 5A 级诚信

（企业）单位”荣誉，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监督； 

4．公示：根据专家评审会意见，将复评结果通过中国

林业产业网、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网、《中国林业产业》杂

志等相关媒体公示，公示期为 10日。 

二、中国林草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申报事项 

（一）申报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从事生产、经营 3 年以 上； 

2．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具有良好的质

量、资信、合同等诚信信誉和社会声誉,产品质量达到国家

相关质量、服务、环保标准与要求，照章纳税，履行有关义 

务和社会责任； 

3．申报单位以捐款捐物等方式支持防控疫情与获得“中

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荣誉的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将获

得优先参评条件； 



4．申报单位须按照国家规定,给职工上缴国家规定的各

种社保并按时全额支付工资，保障职工工作环境达到国家标

准，切实保障职工权利； 

5．申报单位在社会舆论及行业无重大争议，没有破坏

生态环境、经营活动有悖 生态伦理、商业欺诈、侵犯消费

者权益等不良记录。 

（二）申报流程 

1．申报单位填写《中国林草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

位申报表》（详见附件 4）。由于疫情原因，申报材料只接

受电子邮件，材料包括“申报表”word 版，申报表报所在省

（区、市）林业产业主管部门或林业产业社团组织审核盖章

后扫描件、诚信承诺书（附件 6）扫描件打包发至邮箱

lycycxlm@126.com，邮件主题“申报诚信企业报名+企业名

称”； 

2．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中国林

业产业诚信联盟会员单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推荐主导的

21 家林草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的成员，“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

业品牌”单位均可自荐； 

3、所有被推荐（自荐）单位提交的相关材料要真实可

靠，没有虚报、瞒报。 

（三）评审流程 

   1．审核材料：中国林业产业诚信工作管理办公室对参评

mailto:在省（区、市）林业产业主管部门或林业产业社团组织审核盖章后扫描件和word版一并发至邮箱lycycxlm@126.com；
mailto:在省（区、市）林业产业主管部门或林业产业社团组织审核盖章后扫描件和word版一并发至邮箱lycycxlm@126.com；
mailto:在省（区、市）林业产业主管部门或林业产业社团组织审核盖章后扫描件和word版一并发至邮箱lycycxlm@126.com；
mailto:在省（区、市）林业产业主管部门或林业产业社团组织审核盖章后扫描件和word版一并发至邮箱lycycxlm@126.com；
mailto:在省（区、市）林业产业主管部门或林业产业社团组织审核盖章后扫描件和word版一并发至邮箱lycycxlm@126.com；


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根据初审结果，组织召开中国林业

产业诚信 5A 级(企业)单位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中国林

业诚信 5A级(企业)单位评定管理办法》要求审议材料给出

评审结果； 

2．评审结果：通过评审的企业可以使用“中国林草产

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荣誉称号； 

3．公示：根据专家评审会意见，将评审结果通过中国

林业产业网、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网、《中国林业产业》杂

志等相关媒体公示，公示期为 10日。 

三、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征集会员单位事项 

根据《纲要》要求，进一步提升林草行业的社会公信力

和影响力，打造中国林草产业诚信平台，提高林草业投资和

林草产品消费的社会诚信度，促进林草业企事业单位为社会

提供合格林草产品及服务，构建绿色、诚信的林草产业体系，

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诚挚地邀请林草上下游企业、相关行

业组织、政府事业单位、投资机构、高校、研究机构加入中

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共同推进林草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一）入盟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从事生产、经营 3年以上; 

2．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具有良好的质

量、资信、合同等诚信信誉和社会声誉,产品质量达到国家

相关质量、服务、环保标准与要求，照章纳税，履行有关义



务和社会责任； 

3．申报单位须按照国家规定,给职工上缴国家规定的各

种社保并按时全额支付工资，保障职工工作环境达到国家标

准，切实保障职工权利； 

4．申报单位在社会舆论及行业无重大争议，没有破坏

生态环境、经营活动有悖生态伦理、商业欺诈、侵犯消费者

权益等不良记录； 

5．拥护并遵守联盟章程，履行成员义务并积极参与联

盟以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6．申报单位如有省部级以上“龙头企业”等相关荣誉

称号者，将获得优先参评条件； 

7．申报联盟副主席以上单位须具备以下条件:申报单位

生产总值，销售总额需在同行业及所在省份确属领头地位；

申报单位能站在引领行业发展的高度，担负引领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8．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推荐主导的 21 家国家创新联盟的成员

单位，首批“中国林草产业 5A级诚信（企业）”单位与“中

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单位均可自荐。 

（二）入盟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填写《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申请表》（详见

附件 5）。由于疫情原因，申报材料只接受电子邮件，材料



包括《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申请表》word版，诚信承诺书

（附件 6）、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申报单位获得荣誉、

证书等材料扫描件打包发至邮箱 lycycxlm@126.com，邮件主

题“诚信联盟入盟+企业”。 

    四、申报及评审时间： 

申报： 2020 年 3 月 10 日～2020 年 5 月 15 日 

评审： 2020年 5 月 15 日～2020 年 5月 20 日 

公示： 2020年 5 月 21日～2020 年 5 月 28日  

五、特别说明：此次推评和复评活动不收受任何费用。 

六、联系方式： 

林草产业诚信工作管理办公室、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

秘书处 

联系人：邵岚 赵领山 

电 话：010-64211075 

手机：13581776408  18910900282 

附件：1.首批“中国林草产业 5A级诚信（企业）”与“中

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单位名单 

2.首批“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名单 

3.中国林草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复评申报表； 

4.中国林草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申报表； 

5.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入盟申报表； 

6.中国林草产业诚信企业诚信承诺书； 



（以上附件在“中国林业产业网”与“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网”下载专区下载）。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 

2020 年 3 月 10日 

 

 

 

 

 

 

 

 

 

 

 

 

 

 

 

 



附件 1 

中国林业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名单 

  （52 家，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总公司 

  中国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白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 

  森林国际旅行社 

  大兴安岭神州北极木业有限公司 

  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 

  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中兴林产有限责任公司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 

  苏州大卫木业有限公司 

  日照中兴森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兄弟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鸿利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阿凡达精工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四季春园林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康替龙竹业有限公司 

  江西南丰振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 

  北京伟士佳合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湖南德群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广西三威林产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燕加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润成创展木业有限公司 

  中盐银港人造板有限公司 

  淄博万家园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盛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新飞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海南久久木屋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贺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洛基木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卡尔·凯旋木艺品有限公司 

  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江西春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富林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宝佳实业有限公司 

  西藏林升森工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汉森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经济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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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首批“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 名单 
 

 企业名称 品牌名称 
1 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 泉阳泉 
2 湖北荣星家具有限公司 红荣居 
3 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 高原露 
4 淄博万家园木质防火制品有限公司 万家园木门 
5 湖北邓村绿茶集团有限公司 邓村绿茶 
6 湖北老龙洞杜仲开发有限公司 似仙 
7 江西腾达竹木业有限公司 定江 
8 陕西中兴林产有限责任公司 西京 
9 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 生活家地板 
10 江苏洛基木业有限公司 洛基 
11 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大亚人造板 
12 吉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露水河 
13 江西春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得尔乐 
14 湖北智慧果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果 
15 吉林森工金桥地板集团有限公司 金桥 
16 青海清华博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青海青 
17 湖北正全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人人康 
18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永林蓝豹 
19 吉林兄弟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兄弟木门 
20 东阳市东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艺 
21 海南香树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香树 
22 苏州大卫木业有限公司 大卫 
23 六合院古典艺术家具有限公司 六合院 
24 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 小龙人 
25 共和县玉苗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湖红 
26 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 富得利 
27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门业分公司 霍尔茨 
28 中山市红古轩家具有限公司 红古轩 
29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莫干山 
30 青海诺蓝杞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诺蓝杞 
31 大兴安岭神州北极木业有限公司 神州北极 
32 河南四季春园林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巨紫荆 
33 杭州华海木业有限公司 千年舟 
34 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 金棕榈 
35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好想你 
36 内蒙古美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红猴 
37 湖北省发夏食品有限公司 百年木 
38 云南云澳达坚果开发有限公司 珍果云果 
39 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康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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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有限公司 贵太太 
41 中国龙江森林工业总公司 黑森 
42 广东润成创展木业有限公司 润成创展 
43 广西浩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博大浩林 
44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 久盛 
45 衡阳市天天见梳篦实业有限公司 天天见 
46 青海诺木洪农场 柴达木 
47 吐鲁番楼兰酒业有限公司 楼兰 
48 黑龙江省迎春林业局 迎春黑蜂 

 

 
 

第二批“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名单 
 单    位 申报品牌名称 

1 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 本草天香 

2 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祥宇 

3 贵州大自然科技有限公司 大自然 

4 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域果园 

5 生命果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果 

6 老知青集团有限公司 老知青 

7 江西南丰振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振宇、恬馨 

8 中山市东成家具有限公司  東成 

9 安徽大别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木皇金 

10 日照中兴森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兴森工 

11 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沙漠之花 

12 三亚柏盈热带兰花产业有限公司 盈兰 

13 青岛紫斐蓝莓研究有限公司 紫斐 

14 贵州红赤水集团有限公司 红赤水、桫椤妹 

15 河北鑫鑫木业有限公司 鑫木 

16 甘肃祁连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祁连传奇 

17 湖南青钱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百春 

18 广东山马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天湖茶油 

19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帝龙 

20 柳林县凯旋红枣专业合作社 凯旋 

21 新疆乡都酒业有限公司 乡都 

22 湖北品源食品有限公司 楚品源 

23 浙江大清翰林古典艺术家具有限公司 大清翰林 

24 陇南田园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田园品味 

25 宜城大山合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大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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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位 申报品牌名称 

26 海南东盛弘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盛弘 

27 海南鑫雨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细水湾 

 

 

第三批“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名单 
 单    位 申报品牌名称 

１  江西恩泉油脂有限公司 恩泉 

２  江西赣森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赣森 

３  昆明新飞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飞林 

４  江西飞宇竹业集团有限公司 春红 

５  江西康替龙竹业有限公司 映山 

６  江西康达竹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通贵 

７  海林市森宝源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森宝源 

８  北奇神集团大兴安岭新林绿色产业有限责

任公司 
樟子松 

９  大连金桥木业有限公司 品桥木门 

１０  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森林山木业有限公司 森林山 

１１  大兴安岭佰利食品有限公司 佰利佰瑞 

１２  海南荣丰花卉有限公司 荣丰花卉 

１３  江西友尼宝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友尼宝 

１４  江西绿海油脂有限公司 绿海茶油 

１５  大兴安岭绿源蜂业有限公司 蜜司令 

１６  大兴安岭百盛蓝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蓝百蓓 

１７  漠河百环北极泉天然饮品有限公司 北极泉 

１８  江西山村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山村 

１９  广东银葛宝科技有限公司  银葛宝 

２０  深圳市凯新益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茶丽健 

２１  珲春市神怡菌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齐家珍 

２２  大兴安岭超越野生浆果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超越 

２３  大兴安岭森达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库伦斯 

２４  大兴安岭呼中森林大益有限责任公司 呼中 

２５  呼玛县益生林下产品经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林浓、北奇神 

２６  大兴安岭北极冰蓝莓酒庄有限公司 北极冰 

２７  雅安太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时坊 

２８  西藏加查县雅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藏域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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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位 申报品牌名称 

２９  华中绿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华中绿谷 

３０  书香门地（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书香门地 

３１  淅江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康大王 

３２    

 
 

  

第四批“中国林业产业诚信企业品牌”名单 
 

      

 单    位 品牌名称 

1  山东省赛博特科技有限公司 天下果粹 

2  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 本草天香 

3  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祥宇 

4  贵州大自然科技有限公司 大自然 

5  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域果园 

6  生命果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果 

7  老知青集团有限公司 老知青 

8  江西南丰振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振宇”“恬

馨” 

9  中山市东成家具有限公司  东成 

10  安徽大别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大别山、木香

金 

11  日照中兴森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兴森工木屋

/ 中兴森工木

门 

12  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沙漠之花 

13  三亚柏盈热带兰花产业有限公司 盈兰 

14  青岛紫斐蓝莓研究有限公司 紫 斐 

15  贵州红赤水集团有限公司 
红赤水、桫椤

妹 

16  河北鑫鑫木业有限公司 鑫鑫/鑫木 

17  甘肃祁连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祁连传奇 

18  湖南青钱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百春 

19  广东山马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山马农林 

20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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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位 品牌名称 

21  柳林县凯旋红枣专业合作社 凯旋 

22  新疆乡都酒业有限公司 乡都 

23  湖北品源食品有限公司 楚品源 

24  浙江大清翰林古典艺术家具有限公司 大清翰林 

25  陇南田园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田园品味 

26  宜城大山合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大山合 

27  海南东盛弘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盛弘 

28  海南鑫雨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细水湾 

29  江西恩泉油脂有限公司 恩泉 

30  江西赣林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赣森 

31  昆明新飞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飞林 

32  江西飞宇竹业集团有限公司 春红 

33  江西康替龙竹业有限公司 映山 

34  江西康达竹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通贵 

35  海林市森宝源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森宝源 

36  
北奇神集团大兴安岭新林绿色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樟子松 

37  大连金桥木业有限公司 品桥木门 

38  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森林山木业有限公司 森林山 

39  大兴安岭佰利食品有限公司 佰利佰瑞 

40  海南荣丰花卉有限公司 荣丰花卉 

41  江西友尼宝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友尼宝 

42  江西绿海油脂有限公司 绿海茶油 

43  大兴安岭绿源蜂业有限公司 蜜司令 

44  大兴安岭百盛蓝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蓝百蓓 

45  漠河百环北极泉天然饮品有限公司 北极泉 

46  江西山村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山村 

47  广东银葛宝科技有限公司  银葛宝 

48  深圳市凯新益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茶丽健 

49  珲春市神怡菌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齐家珍 

50  大兴安岭超越野生浆果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超越 

51  大兴安岭森达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库伦斯 

52  大兴安岭呼中森林大益有限责任公司 呼中 

53  呼玛县益生林下产品经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林浓、北奇神 

54  大兴安岭北极冰蓝莓酒庄有限公司 北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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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位 品牌名称 

55  雅安太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时坊 

56  西藏加查县雅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藏域圣源 

57  华中绿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华中绿谷 

58  书香门地（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书香门地 

59  淅江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康大王 

60  
大兴安岭富林山野珍品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永富 

61  山东省博兴县天龙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龙士得 

62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有限公司） 玉西 

63  逊克县鑫荣农副产品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熙麦 

64  根河假日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冷极 

65  通辽绿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绿野 

66  内蒙古和盛生态育林有限公司 蒙树 

67  浙江久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益堂 

68  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新雅 

69  宁夏枸杞企业（集团）公司 碧宝 

70  宁夏中杞枸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福寿果、天景

山 

71  宁夏云雾山庄果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云雾山庄 

72  湖北胜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Mysld/胜昌/

国酉 

73  宜昌龙源林业有限公司 龙源华海 

74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丰林 

75  内蒙古毕拉河林业局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 达尔滨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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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 

复 评 申 报 表 

 

 

 

 

   

 

单位名称：（盖公章）                        

单位所在地：        省        市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制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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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 

复 评 申 报 表 

表 1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地 址  

注 册 日 期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担任职务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电子信箱  

企业（单位） 

占 地 面 积（亩） 
 职工人数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港澳合资 □港澳合作 □其他 

会员及入盟 

情况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员中国林产工业协

会会员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会员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推荐主导的 21家国家创

新联盟的成员单位其他 

主营业务 

（按营业执照填写） 
 



 

2 
 

主营业务 

所属产业 

□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经济林产品的种植与采

集□花卉的种植与培育□木竹材采运□木竹竹

藤棕草制品制造□木竹浆造纸□林产化学产品

制造加工□林下经济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旅游

及林业机械生物制药 □其他           

 

 

 

表 2    复评单位诚信指标信息 

荣获荣誉称号（省部级、国家级社

团及相关机构） 

 

是否认可联盟章程，继续履行联盟

职责和义务 

是否 □其他       

是否继续担任联盟相应职务 
是否 □其他       

是否自愿签署中国林草产业诚信

企业诚信承诺书 

是否 □其他       

客户与消费者有无不良评价 有无 □其他       

舆论和监督有无不良评价 有无 □其他       

是否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是否□其他                           

是否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 

是否□其他                           

企业银行借贷信用有无不良记录 有无 □其他       

企业纳税信用有无不良记录 有无 □其他       

企业履行合同信用有无不良记录 有无 □其他       

职工工作环境是否达到国家有关
标准 

是否□其他       



 

3 
 

是否按时发放工资 是否□其他       

是否按国家标准缴纳职工社保 是否□其他       

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 是否□其他       

企业曾获得何种表彰、褒奖  

企业曾得到何种投诉、曝光  

企业曾承担何种社会责任  

申报（自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自荐单位不填） 

签

 字：       

                            年       

月       日 



 

4 
 

专家评审委员会意见 

意见 

专

家

评

审

委

员

会

主

任

签

 

字

：

       

                            年       

月       日 

评审单位确认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中国林业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 

 申 报 表 

 

 

 

 

   

 

单位名称：（盖公章）                        

单位所在地：        省        市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制 

2020 年 3 月 

 

 



 

1 
 

中国林业产业 5A 级诚信（企业）单位 

申 报 表 

表 1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地 址  

注 册 日 期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担任职务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电子信箱  

企业（单位） 

占 地 面 积（亩） 
 职工人数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港澳合资 □港澳合作 其他 

会员及入盟 

情况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员中国林产工业协

会会员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会员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推荐主导的 21家国家创

新联盟的成员单位其他        

主营业务 
（按营业执照填写） 

 

主营业务 

所属产业 

□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经济林产品的种植与采

集□花卉的种植与培育□木竹材采运□木竹竹

藤棕草制品制造□木竹浆造纸□林产化学产品

制造加工□林下经济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旅游

及林业机械□生物制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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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申报单位其他指标信息 

项目 企业信息 

企业经

营绩效 

总资产规模 
 

产品总产值 
 

营业额 
 

纳税总额 
 

出口创汇率（年） 

（无出口免填） 
 

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 
 

社会诚

信形象 

品牌知名度 
 

荣获荣誉称号（省部级、国家级

社团及相关机构） 

 

客户与消费者评价  

舆论监督评价情况  

 

 
 

企

业
    

内部

管理 

上市公司报表是否准确、真实                      

非上市公司是否完成上市辅导

期，是否完成股份制改造 

 

企业管理制度、财务制度是否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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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水

平 

人力资源管理情况 
 

信息

化管

理 

信息化投入 （用于硬件软件设

备购买维护支出/营业收入） 

 

是否使用管理、财务等办公信息

系统 

                     

品质

管理 

是否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水平                      

产品执行的标准及标准水平                      

专职从业人员数  

其它认证情况  

社
会

责

任 

企业

信用 

银行信用  

纳税信用  

合同信用  

环境
保护 

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  

是否被评为环保企业  

是否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  

职工
权益

保证 

职工工作环境是否达到国家有

关标准  

是否按时发放工资 
 

是否按国家标准缴纳职工社保 
 

资源

节约 
是否被评为节能先进单位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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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贡献 

抗击新冠疫情捐赠对象、捐赠内

容  

近 3 年来解决社会就业人数 

（平均数）  

近 3 年来有无破坏生态环境、经

营活动有悖生态伦理、商业欺

诈、侵犯消费者权益等不良记录 
 

近 3年来社会捐赠及公益赞助次

数、金额  

近 3年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贡献

度  

申报（自
荐）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

位意见
（自荐

单位不

填） 

签 字：       

                            年       月       日 

专家评

审委员
会意见 

意见 

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

签 字：       

                            年       月       日 

评审单

位确认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 

申报表 
 

 

 

 

 

 

 

 

 

申  报  单  位：                   

推荐（自荐）单位：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制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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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申报表 
年      月     日 

企业全称   

注册地址       

经营地址  邮政编码  

注册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资产总额                        万元 

纳税数额（年） 万元 职工人数 人 

申报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有限     □有限责任    

□中外合资  □港澳台合资  □港澳台合作   □其他         

联 系 人  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传真  

推荐单位意见

（自荐单位免填） 
 

推荐（自荐）

联盟职位名称 
□轮值主席单位  □副主席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主营业务 

（按国家统计

局标准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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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所属产业 

 

□木材生产基地  □林产工业  □森林旅游业    □木本粮油  

□林下经济      □竹产业    □花木业    □林业生物产业   

□繁育利用业    □沙产业    □其他 

企业曾获得何

种表彰、褒奖 
 

企业曾得到何

种投诉、曝光 
 

企业曾承担何

种社会责任 
 

推荐（自荐）

单位印鉴盖章 

推荐（自荐）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委员

会意见 

        

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联盟秘书处确

认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和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理事单位，21 家中国林业产业联合

会发起推荐的国家创新联盟成员单位均可自荐；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与获得荣誉、证书等材料请另附于申请表后； 

（3）所有申报材料电子文档须同时发送至联盟秘书处邮箱，并装订成册，以备存档。



 

 
 

附件:5-1.  

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申报（自荐） 单位 

 诚信自传 （可另附页） 

 

申报(自荐) 

单位 

 

 

 

 

 

 

 

 

 

 

 

 

 

申报（自荐）单位（盖章） 

 

 

2020年   月   日 



 

 
 

附件 5-2.  

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诚信承诺书 
 

为规范我国林业产业行业秩序，推动我国林业产业健康稳定发

展，营造公平、诚信、和谐的市场环境，我们特向全社会郑重承诺： 

1. 我们提供的所有申报材料真实可靠，没有任何虚假成分； 

2. 近 3 年内我们没有侵犯消费者权益等任何不诚信的经营活动

与不良记录； 

3. 加入联盟后，我们将积极履行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成员单

位各项义务，遵守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章程，发挥“林业产业诚信

联盟”成员的主体作用和示范作用； 

4. 我们将继续坚持合法经营，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信守合同，

依法纳税，不制假、不售假、生产的产品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质量与

服务标准，不侵害其他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杜绝虚假宣传，主动接

受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监督，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5.我们将继续自觉加强自律管理，积极支持联盟工作，主动维护

中国林业产业诚信联盟声誉。 

 

申报（自荐）单位（盖章）：      申报（自荐）单位法人签字：               

 

日期： 2020年     月   日 

 

 



附件 6 

中国林草产业企业诚信承诺书 

 

为规范我国林草产业行业秩序，推动我国林草产业健康

稳定发展，营造公平、诚信、和谐的市场环境，我们特向全

社会郑重承诺： 

1. 我们提供的所有申报材料真实可靠，没有任何虚假 

成分； 

2.近 3年内我们没有侵犯消费者权益等任何不诚信的经

营活动与不良记录； 

3.如果我们荣获诚信企业称号后，我们积极履行中国林

草产业诚信企业各项义务，发挥林业产业诚信企业的主体作

用和示范作用； 

4.将继续坚持合法经营，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信守合同，

依法纳税，不制假、不售假、生产的产品达到国家相关环保、

质量与服务标准，不侵害其他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杜绝虚

假宣传，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5.将继续自觉加强自律管理，积极支持林草产业诚信工

作，主动维护中国林草产业诚信企业声誉。 

 

申报（自荐）单位（盖章）：      申报（自荐）单位法人

签字：               

 

日期： 2020年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