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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

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深圳市国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市翔虹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中亿远环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江有害生物防治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

华洁环保有限公司、深圳市欧纳森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深圳市康达深虫害防治有限公司、深

圳市百深农林科技研究院。 

本标准起草人：叶支春、杨东源。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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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绿色服务能力要求及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绿色服务能力要求及评价规范的术语和定义、类型和等级、

等级要求、等级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的能力考核及等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44/T 1919-2016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资质 

《植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林业有害生物  

危害森林、林木和林木种子正常生长并造成经济损失的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 

3.2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为达到抑制及消灭林业有害生物的目的，对林业有害生物采取的监测、预防和除治工作的统称。  

3.3 防治组织 

指经工商部门合法注册，专门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专业机构。 

3.4 林业高级技术人员  

具有林业高级技术职称资格并直接参与、服务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林业专业人员。  

3.5 林业中级技术人员  

具有林业中级技术职称资格并直接参与、服务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林业专业人员。 

3.6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  

经过专业培训，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人员。 

4 类型和等级 

4.1 组织类型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分为 2 个类型：防治作业组织和防治监理组织。 

4.2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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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能力评价，将防治组织由高到低分为3个等级：甲级、乙级、丙级。 

5 等级要求 

5.1 防治作业组织 

5.1.1 甲级防治作业组织 

甲级防治作业组织应具备以下要求： 

——持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5 年以上，或取得乙资质后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3 年以上； 

——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近5年来累计承担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资金达1000万元以上，且有一项资金不低于300万元。 

——具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 30 名以上，其中： 

1）中级及以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不少于 15 人； 

2）高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不少于 5 人； 

3）满5年以上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经历的中、高级技术人员不少于5人； 

4）满5年以上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经历的高级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药械库房，办公场所面积不小于 200 m
2
，药械库房面积不小于 100 m

2
； 

——具有编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程设计、实施方案与工程预算的能力； 

——具备防治作业能力不低于1000亩/天； 

——防治效果和效益： 

1）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效果应达到国家相关规定以及客户相关要求； 

2）客户满意度95%以上； 

——具备专业技术创新能力，拥有3份以上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 

——具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车辆2台以上，以及相应的监测调查、取样工具、防治设施设备。 

——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防治档案、药械管理制度、操作技术规程和服务质量标准等各项规章制度；  

——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防治作业(质量)安全与环境污染事故、行业通报批评等不良记录。 

5.1.2 乙级防治作业组织 

乙级防治作业组织应具备以下要求： 

——持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注册资金不少于30 万元； 

——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3 年以上，或取得丙资质后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2 年以上； 

——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近3年来累计承担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资金达300万元以上。 

——具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15 名以上，其中： 

1）中级及以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不少于 7 人； 

2）高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不少于 2 人； 

3）满3年以上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经历的中、高级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 

4）满3年以上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经历的高级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药械库房，办公场所面积不小于 100 m
2
，药械库房面积不小于 60 m

2
； 

——具有编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程设计、实施方案与工程预算的能力； 

——具备防治作业能力不低于500亩/天； 

——防治效果和效益： 

1）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效果应达到国家相关规定以及客户相关要求； 

2）客户满意度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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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专业技术创新能力，拥有1份以上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 

——具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车辆1台以上，以及相应的监测调查、取样工具、防治设施设备。 

——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防治档案、药械管理制度、操作技术规程和服务质量标准等各项规章制度；  

——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防治作业(质量)安全与环境污染事故、行业通报批评等不良记录。 

5.1.3 丙级防治作业组织 

乙级防治作业组织应具备以下要求： 

——持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注册资金不少于10 万元； 

——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1 年以上； 

——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具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 6 名以上，其中：中级及以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不少于 2 人；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药械库房，办公场所面积不小于 50 m
2
，药械库房面积不小于 30 m

2
； 

——具有编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的能力； 

——具备防治作业能力不低于100亩/天；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效果应达到国家相关规定以及客户相关要求； 

——具有相应的监测调查、取样工具、防治设施设备。 

——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防治档案、药械管理制度、操作技术规程和服务质量标准等各项规章制度；  

——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防治作业(质量)安全与环境污染事故、行业通报批评等不良记录。 

5.2 防治监理组织 

5.2.1 甲级防治监理机构 

甲级防治监理组织应具备以下要求： 

——持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 5 年以上，或取得乙资质后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 3 年以上； 

——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近5年来累计承担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项目资金达1000万元以上，且有一项资金不低于300万元。 

——具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人员 10 名以上，其中中级及以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不少于 5 人；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面积不小于 200 m
2
。 

——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行业通报批评等不良记录。 

5.2.1 乙级防治监理机构 

乙级防治监理组织应具备以下要求： 

——持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注册资金不少于 30 万元； 

——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 3 年以上，或取得乙资质后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 2 年以上； 

——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近3年来累计承担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项目资金达300万元以上。 

——具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人员 7 名以上，其中中级及以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不少于 3 人；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面积不小于 100 m
2
。 

——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行业通报批评等不良记录。 

5.2.1 丙级防治监理机构 

丙级防治监理组织应具备以下要求： 

——持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注册资金不少于 10 万元； 

——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 1 年以上； 

——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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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人员4 名以上，其中中级及以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不少于 2人；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面积不小于 50 m
2
。 

——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行业通报批评等不良记录。 

6 等级评价 

6.1 原则 

6.1.1 自愿参与原则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绿色服务能力等级评价由防治组织自愿报名，自愿参与。 

6.1.2 分级申报原则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绿色服务能力等级评价应根据防治组织各等级要求分级申报。 

6.1.3 专家评价原则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绿色服务能力等级评价应设立由有关专家组成的专家库。对各级防治组织能

力评价应从专家库选取不低于5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负责等级评价工作。 

服务于参评的防治服务组织或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不得作为本单位等级评价专家委员会成

员。 

6.1.4 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提供的资料，应组织实地调查核实，对材料真实性公示无异议后组织等级

评价，对评价结果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统一进行定期公示。 

6.2 评价流程 

6.2.1 申请材料  

申请单位应提交以下材料：  

a)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绿色服务能力等级评价申请表；  

b)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c) 已取得的等级证书复印件； 

d) ISO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复印件； 

e) 近5年来承担的各项工程业绩证明材料； 

f)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明细表，聘任合同复印件及技术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 

g) 办公场所及药械库房场地所有权证件及租赁合同复印件； 

h) 主要设备清单、证明材料；  

i) 单位有关质量管理、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的证明材料。 

6.2.2 资料审查 

防治组织的申报材料由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或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指定第三方机构按有

关程序受理，并对材料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要求的，明确告知申报单位，对材料不齐或错误的，一

次型告知申报企业补齐或更正申报材料。  

6.2.3 现场评估 

6.2.3.1 资料真实性核实 

依据资料清单及防治组织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一一核实，确认资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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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人员情况 

申报单位的技术及管理人员原则上皆应到场，有专家委员会核实人员资质及能力情况。 

6.2.3.3 药械和设备 

申报单位申报清单上的药械和设备与现场实际均能一一对应，无劣质药剂或故障设备等情况。 

6.2.3.4 操作过程 

专家委员会可通过现场提问，有技术人员现场模拟操作，提出操作方案及实施计划。 

6.2.3.5 专家评价 

专家委员会人数不少于5名，超四分之三投票通过后，方可判定评价通过。 

6.3 管理与监督 

6.3.1 若有以下行为禁止申报登记评价 

1) 弄虚作假，伪造相关证件； 

2）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在不同的防治组织重复聘用； 

3）使用劣质药剂，或违规违法使用药剂，对环境造成污染； 

6.3.2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组织、防治监理组织实行动态管理，等级有效期 5 年，5 年后重新

评价。  

6.3.3 对采取隐瞒、欺骗等手段取得等级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予以撤销等级，3 年内不得申

报。  

6.3.4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若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办公场所、设施设备、技术人员等信息发

生变动时，应联系发证单位及时登记备案。 

6.3.5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若以不正当方式串标、竞标或转包等造成不良影响的， 或工作失误、

失职等造成严重服务质量问题的， 列入不良记录档案。 

6.3.6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在作业中若发生安全与环境污染事故的，视情节轻重，予以降级或撤

销等级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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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绿色服务能力评价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单位地址  组织类型  

电话  申请级别  

申请材料明细 

材料名称 
材料属性 

（原件或复印件） 
份数 审核情况 

申请书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已取得的等级证书复印件    

ISO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复印件    

近5年来承担的各项工程业绩证明材料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明细表，聘任合同复印件及技术职称

资格证书复印件 

   

主要设备清单、证明材料     

办公场所及药械库房场地所有权证件及租赁合同复印件    

取得专利证书的复印件    

单位有关质量管理、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的证明材料    

材料初审意见  

 

                            经办人： 

现场评估意见  

 

                            经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