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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 农业部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北京香山北沟1号 100091 黄京平 010-62594643 18601371850 产品

2 北京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环保科技示
范园锦带路66号院1号楼

100194 林晓音
010-83055000转
2022

13810296096 产品 环境

3 北京 农业部农业环境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中路6号 100029 高景红 010-82071872 13691505859 环境

4 北京 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12号中国农业
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100081 钱洪 010-82106963 13661272456 产品

5 天津 农业部环境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31号 300191 王跃华 022-23611260 18602608868 环境
6 天津 农业农村部乳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士英路18号 300381 翟卉 022-23416617 13602051201 产品 环境
7 河北 唐山市畜牧水产品质量监测中心 唐山市唐古路东侧 063004 苗建民 0315-7909150 13191750080 产品

8 河北
国家果类及农副加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石家
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537号 050091 张翠侠 0311-67568334 13933832272 产品

9 山西 山西农业大学环境监测中心
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环境
监测中心

030801 樊文华 0354-6288322 15835443728 环境

10 山西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新区景明北路5
号

030025 王慧兰 0351-6779144 13834580939 产品 环境

11 内蒙古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呼和浩
特）

呼和市玉泉区昭君路22号内蒙古
农牧业科学院内

010031 高天云 0471-5904559 13947185396 产品 环境

12 辽宁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84号 110161 王在亮 024-31029902 13644072725 环境
13 辽宁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103号 110015 姜薇 024-24822448 13840557502 产品

14 辽宁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农产品安全与环境
质量检测中心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72号 110016 王瑜 024-83970390 15840447766 产品 环境

15 大连 大连市产品质量检测研究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万岁街68-2号 116021 徐建平 0411-84636909 13942807360 产品
16 吉林 国家农业深加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宜居路2699号 130022 周兰影 0431-85374716 13039203110 产品

17 吉林 国土资源部长春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长春市宽平大街1537号 130012 田稼 0431-85952658 13756562300 环境

18 黑龙江 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南京路南、
星辰热力货场西科研楼

150025 杨桂玲 0451-87137066 13945099917 产品 环境

19 黑龙江 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368号 150086 程爱华 0451-86617948 13159878371 产品

20 黑龙江
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齐齐哈
尔分中心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南苑开发区
鹤城路80号

161005 赵琪 0452-2457818 15845603711 产品

21 黑龙江 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哈尔滨市开发区赣水路9号 150001 白月 0451-82332958 15046699159 产品 环境

22 黑农垦
黑龙江省农垦环境监测佳木斯站（农业部食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佳木斯）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安庆大街382号 154007 程春芝 0454-8359547 13803655767 产品 环境

23 上海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2354号 200032 徐华能 021-64389275 13761380590 产品

24 上海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680号35幢2-
4楼

200233 张代琴 021-64851999 18321089929 产品 环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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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海 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新府中路
1528弄28号

201708 韩奕奕 021-59804480 13918456605 产品 环境

26 上海 上海必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江凯路177号1号楼2
楼楼层、1号楼101室

200436 王竹怡 021-55156873 13636313301 产品 环境

27 上海 上海中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
园莘砖公路518号501室、601室

201612 路普亮 021-67699023-8034 15275226120 产品

28 江苏 扬州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江苏省扬州市开发区江海路19号 225101 拜锦美 0514-80988338 13615252212 产品 环境

29 江苏 常州市农畜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江苏省常州市长江中路289-1号
常州农委综合服务中心8楼

213027 蒋治国 0519-81661989 13861083086 产品 环境

30 江苏
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
京）

南京市草场门大街124号 210036 黄珏 025-86263655 18915997041 产品

31 江苏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京）
[农业部农业环境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京)]

南京市草场门大街124号 210036 孙钰洁 025-86229784 18936005315 产品 环境

32 江苏 江苏中谱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高新区星火路
10号人才大厦C座4-6层

210000 陈梅 025-58866726 13770857582 产品

33 江苏 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金芳路8号 215123 王春梅 0512-62997900 15906268663 产品 环境
34 浙江 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梅灵南路9号 310008 金寿珍 0571-86650124 13857157561 产品
35 浙江 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359号 310006 闵捷 0571-63372451 13625711907 产品

36 浙江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石桥路198号 310021 胡桂仙 0571-86417319 13575743968 产品 环境

37 浙江 国土资源部杭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508号 310007 王杰 0571-85113510 13819150191 环境

38 浙江 绿城农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
安路688号天和高科3栋3层301-
310室

310052 汪腊云 0571-85291123 18857918706 产品 环境

39 安徽 国土资源部合肥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239号 230001 陶文靖 0551-2880338
 
18605514459

环境

40 安徽 安徽省公众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延安路1666
号7幢

230051 唐志 0551-65146929 15956973395 产品 环境

41 福建 漳州市农业检验监测中心 漳州市芗城区大同新巷6号 363000 蔡恩兴 0596-2606657 15860228866 产品 环境
42 江西 江西省农科院绿色食品环境监测中心 江西南昌县莲塘北大道1738号 330200 苏金平 0791-7090675 13907004640 环境

43 江西 农业农村部肉及肉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江西省南昌市南莲路602号省农科
院内

330200 李伟红 0791-7090729 13870916850 产品

44 山东 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济南) 济南市工业北路202号 250100 刘宾 0531-83179301 13805311048 产品 环境

45 山东
农业农村部果品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烟
台）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港城西大街
26号

265500 李晓亮 0535-6357889 13906387527 产品

46 山东 山东拜尔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高新区孵化二巷1号 261061 刘清亮 0536-8889600 13666361630 产品 环境2



绿色食品定点检测机构名录

序号 省份 检测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座机 手机
检测
范围1

检测
范围2

47 山东 潍坊海润华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生物医药科
技园F座

261061 薛勇 0536-2119106-805 18660611636 产品 环境

48 山东 山东标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2766
号生产楼北一层126室

250101 徐嶶 0531-88822319 18615501356 产品

49 青岛 农业部动物及动物产品卫生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南京路369号 266032 王玉东 0532-85643198 13605327564 产品
50 青岛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青岛） 青岛市李沧区万年泉路168号 26100 苗在京 0532-68078066 13791981802 环境
51 青岛 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金水路36号 266104 嵇春波 0532-88706866 13608965161 产品 环境

52 青岛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7号厂区3号
楼2、3层厂房

266101 孙凯 0532-58820523 15854233749 产品 环境

53 青岛 山东世通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竹园路2
号 266111

车延年 0532-68681345 18300287715 产品 环境

54 河南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116号 450002 贾斌 0371-65753926 13673999296 产品 环境
55 河南 南阳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大庄 473002 闫玉新 0377-65029620 13937708632 环境

56 河南 农业部果品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航海东路63中南.郑
州果树研究所院内

450009 李君 0371-65330951 13613823887 产品

57 河南 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区长椿路11号12栋 1单
元1层1号

450001 尚肖利 0371-56576341 18539909526 产品 环境

58 河南 郑州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西路63号 450006 申战宾 0371-67189720 13526546606 产品 环境

59 河南 郑州谱尼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
街39号北地块机械加工车间二2-3
层

450000 王朋 0371-69350670 15838184232 产品 环境

60 河南 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
街121号2幢

450001 吴宁 0371-55015210 18503846718 产品 环境

61 湖北
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湖北省农
药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站

武汉市洪山区南湖瑶苑3号（省农
科院内）

430064 樊铭勇 027-87389482 13971595066 产品 环境

62 湖北 武汉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大学园路20
号

430000 李圆圆 027-59701444 13477072125 产品 环境

63 湖北 武汉净澜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光谷大道303号光谷芯中心
文韵楼2单元

430000 宋振奋 17740691711 18607105123 环境

64 湖北 湖北省阿克瑞德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亭路附5号 430077 刘晶 18171236586 产品
65 湖南 国土资源部长沙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城南中路290号 410007 柳昭 0731-85164891 13755006135 环境

66 湖南 湖南华科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环保中路188号长沙
国际企业中心4期11栋606

410000 张凤杰 0731-84215738 15802621034 环境

67 湖南 湖南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长沙市教育街66号省农业厅院内 410005 廖中建 0731-84425500 13973115901 产品 环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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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湖南 湖南省食品测试分析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湖南
省农科院实验大楼

410125 尚雪波 0731-84609788 13574195247 产品

69 湖南 湖南正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硬质合金园
综合楼三、四楼

412000 唐冰 0731-22117712 18627595987 产品 环境

70 湖南 湖南山水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经开区玉屏
山国际产业城D组团D2栋 410600 邹明晖 0731-85859555 18867352705 产品 环境

71 广东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广州）[原农业部蔬菜水果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广州）]

广州市天河五山路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创新大楼

510640 陆莹 020-85161060 13711064573 产品 环境

72 广东 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湛江)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48号

524001 杨健荣 0759-2228505 13531107505 产品 环境

73 广东 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业环境与农产品检测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六涌半广州
市农科院南沙基地种子大楼三楼

511462 王佛娇 020-84969087 13694202053 产品 环境

74 广东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
东社区华测检测大楼

518101 雷群英 0755-36865031 15989423622 产品 环境

75 广东 谱尼测试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中兴工业城
六栋一层

518054 张莉 0755-26050909-852 15012570321 产品 环境

76 广东 东莞市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工业北四路7号 523808 曹维强 0769-88989888-864 18026531888 产品 环境

77 广西 农业部亚热带果品蔬菜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广西南宁市邕武路22号(广西亚热
带作物研究所大院)

530001 杜国冬 0771-2539086 13768633135 产品

78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南宁市星湖路32号 530022 谢 涛 0771-5317110 13768504585 环境

79 海南
农业农村部热带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海南省海口市城西学院路4号 571101 张利强 0898-66895009 13876801958 产品 环境

80 重庆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农科大
道（农科院内）

401329 李必全 023-65717009 13212336943 产品 环境

81 四川 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净居寺路20号 610066 罗苹 028-84504144 18980921369 产品
82 四川 农业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四号 610041 张兰 028-85505317 13540024410 环境
83 贵州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 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南路99号 550002 王大霞 0851-5891974 13765074735 环境

84 云南 云南蓝硕环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住建局临街
附一楼

655000 侯虹宇 0874-3283699 18887989888 环境

85 云南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昆明）
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2238号云南
省农科院质标所

650205 汪禄祥 0871-65140403 13608858259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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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西藏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拉萨）
拉萨市金珠西路149号农科院质标
所

850032 次顿 0891-6861207 13989086593 产品

87 陕西 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杨凌）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西农路22号 712100 张晓荣 029-87091917 13193324936 产品 环境

88 甘肃 甘肃省分析测试中心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南路225
号

730000 张锋 0931-2199031 13893126303 产品 环境

89 甘肃 甘肃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产业开
发区东部科技新城瑞鑫物流商业
城7幢4-5层

730102 刘芳 0931-5251536 18298396000 产品 环境

90 青海
国土资源部西宁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原地质矿产
部青海省中心实验室)

青海西宁盐湖巷15号 810008 董迈青 0971-6301256 13519767696 环境

91 宁夏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银川） 宁夏银川市新昌西路165号 750002 吴秀玲 0951-5045023 13895105989 产品
92 宁夏 农业部枸杞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银川市黄河东路590号 250002 单巧玲 0951-6886863 13519591593 产品

93 宁夏
宁夏供销社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宁夏四
季鲜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四季鲜
综合批发市场35号楼

750101 王凤芝 0951-8039690 17395129989 产品 环境

94 新疆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乌鲁木齐） 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昌路403号 830091 周晓龙 0991-4514959 13899879170 产品 环境
95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科学北路374号 830011 赵林同 0991-3835162 18099680570 产品 环境

96
新疆兵
团

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石河子) 新疆石河子市北四路西端221号 832000 罗瑞峰 0993-6683565 13565543660 产品 环境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