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技术负责人 性别 学历 确认时间
1 福田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忠 男 本科 2015.7.24

2
山东众合农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众合植保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陈磊 男 专科 2015.11.25

3 临沂亚圣机电有限公司 孟庆良 男 大专 2015.8.25
4 山东雨润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晁志刚 男 研究生 2015.4.11
5 成都彩虹塑胶有限公司 王青松 男 大专 2015.4.27
6 台州市椒江拓普电子电器厂 洪建辉 男 大专 2015.4.23
7 山东博胜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飞田 男 大专 2015.3.29
8 台州市鹏盛农林机械有限公司 洪鹏 男 大专 2015.4.18
9 富世华全能（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马坚 男 本科 2015.5.4
10 山东华盛农业药械有限责任公司 李宗喜 男 本科 2015.3.29
11 云南农业药械厂 王国波 男 大专 2015.5.18
12 襄阳市东方绿园植保器械有限公司 张波 男 本科 2015.3.25
13 庆云县帮农植保机械厂 王立 女 大专 2015.4.6
14 厦门永吉川岛机械有限公司 蔡文如 女 本科 2015.5.6
15 洛阳市煌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赵华南 男 大专 2015.4.26

16
临沂高新区地益喷雾器厂
台州市路桥雨雾塑料制品厂(ODM制造商)

李妙林 男 大专 2015.8.16

17 苏州博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耿长兴 男 博士 2015.5.24
18 潍坊鲁德拖拉机厂 赵俊磊 男 专科 2015.7.28
19 山东恒星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宋宝全 男 大专 2015.8.1
20 潍坊京冠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赵和平 男 专科 2015.6.13
21 潍坊振华拖拉机厂 郭述庆 男 专科 2015.6.14
22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杨吉生 男 大专 2015.9.22
23 山东金科星机电有限公司 苏庆忠 男 本科 2015.8.29
24 河南千里机械有限公司 吴兆军 男 大专 2015.10.16
25 山东博世机械有限公司 杜修元 男 大专 2015.9.29
26 富锦市立兴植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盛彬 男 本科 2015.9.10
27 河北圣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申元昌 男 大专 2015.8.8
28 潍坊天富拖拉机有限公司 于海波 男 本科 2015.7.26
29 山东潍坊拖拉机集团有限公司 范春和 男 本科 2005.9.23
30 黑龙江吉亿丰农机有限公司 孙超 男 大专 2015.6.14
31 吉林省农科院农机实验厂 李中玉 男 大专 2015.10.10
32 郑州欧丽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立新 男 大专 2015.7.11
33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吴长民 男 大专 2015.6.17
34 潍坊吴鹏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韩冬冬 男 大专 2015.4.28
35 潍坊沃沃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尹兆刚 男 本科 2015.5.6
36 台州市路桥绿土地喷雾器厂 李文敏 男 本科 2015.7.14
38 洛阳泰红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白书鸟 女 大专 2015.7.14
39 呼图壁县华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于海涛 男 本科 2015.7.4
40 北京百瑞盛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惠 男 本科 2015.8.1
41 江东贝恩特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丁迎新 男 专科 2015.4.29
42 福建省宇辰农林机械有限公司 刘玉西 男 本科 2015.5.12
43 新疆科神农业装备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郑炫 女 本科 2015.6.30
44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兴军 男 本科 2015.5.30
45 绿友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雪明 男 本科 2015.7.9
46 丰兆航太（南京）机械化有限公司 郭和浦 男 本科 2015.5.26
47 洛阳千年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张璐阳 男 大专 2015.4.24
48 乌兰浩特兴安岭拖拉机有限公司 邬莹 男 大学 201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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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江苏闪锐现代农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陈玉花 女 本科 2015.8.22
50 浙江程阳机电有限公司 熊自发 男 大专 2015.8.29
51 哈尔滨沃尔科技有限公司 李国民 男 本科 2015.7.14
52 泰安泰山国泰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刘斌 男 专科 2015.9.16
53 山东佳尔能机电有限公司 杨迎宾 男 大专 2015.7.19
54 青州爱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曲成民 男 大专 2015.7.12
55 高密市益丰机械有限公司 张成福 男 大专 2015.7.21
56 合肥多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秦广全 男 硕士 2015.8.2
57 马恒达悦达（盐城）拖拉机有限公司 陈军 男 本科 2015.7.22
58 深圳市隆瑞科技有限公司 崔春 男 本科 2015.5.21
59 山东永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刘桂阳 男 大专 2015.6.16
60 石家庄保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王子佳 男 硕士 2016.7.29
61 昆明奥图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熊云 男 本科 2016.7.26
62 山东潍坊鲁中拖拉机有限公司 李文华 男 本科 2015.8.29
63 洛阳亿农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陈阿龙 男 本科 2015.9.20
64 洛阳众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李延生 男 专科 2015.9.22
65 富锦市丰诺植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李善章 男 本科 2016.4.21
66 台州市路桥丰收喷雾器厂 应再初 男 大专 2016.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