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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鄂农发〔2020〕4 号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发布 
2020 年同一适宜生态区主要农作物 

引种备案品种的通知 
 

有关市、州、县（区）农业农村局（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

法》有关规定，现将申请在我省引种备案的 130 个水稻、玉米和

大豆品种予以公告。 

引种备案信息由引种者提供。各引种者要树立风险和责任意

识，科学推广引种备案品种，对引种品种的真实性、安全性和适

应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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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业主管部门要对引种备案品种进行跟踪评估，及时上

报不适合本区域种植的品种；要切实加强监管，对引种备案品种

的质量和真实性进行检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保障农业生产

用种安全。 

 

附件：2020 年湖北省引种备案品种目录（第一批）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2020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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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湖北省引种备案品种目录（第一批） 
 

作物 品种名称 引种者 育种者 审定编号 引种备案号 引种备案区域 

水稻 惠两优 369 
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

司 
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司 皖稻 2014006 

鄂引种

2020001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

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两优 1266 
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

司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兆和种

业有限公司 
皖审稻20190012

鄂引种

2020002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

或轻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嘉优中科 10 号 武汉丰乐种业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浙江

省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所） 
赣审稻20180019

鄂引种

2020003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嘉优中科 13-1 武汉丰乐种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所）、中国

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诸暨市越

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审稻 2018016
鄂引种

2020004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T 两优 164 
荆州市金龙发种业有限公

司 

福建六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福建旺福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闽审稻20170006

鄂引种

2020005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荃优 751 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 南京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 赣审稻20180024
鄂引种

2020006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

作中稻引种 

水稻 嘉丰优 2 号 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
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嘉兴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所） 
浙审稻20170012

鄂引种

2020007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

作中稻引种 

水稻 深两优 870 
安徽丰大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兆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皖审稻20191009

鄂引种

2020008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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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品种名称 引种者 育种者 审定编号 引种备案号 引种备案区域 

水稻 富两优 2 号 
安徽丰大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安徽丰大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皖审稻20191010

鄂引种

2020009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的稻瘟病无病区或轻

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天龙优 1340 
四川西科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西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天龙水稻

研究所 
豫审稻 2015003

鄂引种

2020010 

湖北省孝感市、随州市稻瘟病无病区或轻

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利两优 1 号 长沙利诚种业有限公司 长沙利诚种业有限公司 豫审稻20190002
鄂引种

2020011 

湖北省孝感市、随州市稻瘟病轻发区作中

稻引种 

水稻 深两优 2688 安徽省创富种业有限公司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皖审稻 20190011
鄂引种

2020012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

或轻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G 两优 6369 
合肥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合肥金色生物研究有限公司 皖审稻20190003

鄂引种

2020013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野香优海丝 广西绿海种业有限公司 
广西绿海种业有限公司、江西天稻粮安种业

有限公司、江西海洲种业有限公司 
赣审稻20190027

鄂引种

2020014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徽两优 918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科远现

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

稻研究所 

皖审稻20191006
鄂引种

2020015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的稻瘟病无病

区或轻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喜两优丝苗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荃银

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皖审稻20191003

鄂引种

2020016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的稻瘟病无病

区或轻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巧两优丝苗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荃银

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皖审稻20191004

鄂引种

2020017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

或轻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喜两优晶占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原

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 
皖审稻20191005

鄂引种

2020018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

或轻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喜两优 106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皖审稻20190008

鄂引种

2020019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

或轻发区作中稻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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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品种名称 引种者 育种者 审定编号 引种备案号 引种备案区域 

水稻 两优 005 安徽理想种业有限公司 
安徽理想种业有限公司、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 
皖审稻20191002

鄂引种

2020020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两优 002 安徽理想种业有限公司 
安徽理想种业有限公司、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 
皖审稻20191001

鄂引种

2020021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营两优 929 
江西红一种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江西红一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赣审稻20190026

鄂引种

2020022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T 两优 1 号 
安徽侬多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侬多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皖审稻20190013

鄂引种

2020023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

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两优 799 
安徽正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皖稻 2016022 

鄂引种

2020024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

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Y 两优 202 四川嘉禾种子有限公司 江西金山种业有限公司 赣审稻 2014009
鄂引种

2020025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

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峰宝 1078 四川嘉禾种子有限公司 安徽众享种业有限公司 皖稻 2011003 
鄂引种

2020026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

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新隆优 9 号 安徽春禾种业有限公司 合肥新隆水稻研究所 皖稻 2010008 
鄂引种

2020027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蜀优 978 
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豫审稻 2009005

鄂引种

2020028 

湖北省孝感市、随州市稻瘟病无病区或轻

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禾两优 676 
福建禾丰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福建禾丰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闽审稻20190006
鄂引种

2020029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

或轻发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元两优 676 
福建禾丰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福建禾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 
闽审稻20190012

鄂引种

2020030 

湖北省鄂西南、鄂西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

或轻发区作中稻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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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品种名称 引种者 育种者 审定编号 引种备案号 引种备案区域 

水稻 荃优雅占 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 
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赣审稻20190021

鄂引种

2020031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泰两优 1413 
杭州富阳金土地种业有限

公司 

浙江科原种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深圳粤香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审稻 2019006

鄂引种

2020032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

区作中稻引种 

水稻 美两优晶银占 湖南金源种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源种业有限公司 湘审稻20190030
鄂引种

2020033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恒丰优 778 广东粤良种业有限公司 广东粤良种业有限公司 湘审稻20180001
鄂引种

2020034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华两优 10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中农业

大学、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湖南民升种

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湘审稻20190036
鄂引种

2020035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隆晶优华占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国水稻研究所、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 
湘审稻20190008

鄂引种

2020036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锦两优 534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深圳隆平金谷种业有

限公司、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湘审稻20190007
鄂引种

2020037 

湖北省鄂西南以外稻瘟病轻发区作中稻

引种 

水稻 泰优 98 
江西现代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江西现代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渝审稻 20190011

鄂引种

2020038 

湖北省武陵山区海拔 800 米以下稻区作

中稻引种 

水稻 成优 1479 四川万德科技有限公司 
遵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 

黔审稻 2014005

号 

鄂引种

2020039 

湖北省武陵山区海拔 800 米以下稻区作

中稻引种 

水稻 川谷优 1378 
贵州万胜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 

贵州万胜种业有限公司、铜仁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 

黔审稻 2016003

号 

鄂引种

2020040 

湖北省武陵山区海拔 800 米以下稻区作

中稻引种 

水稻 壮优 381 江西科源种业有限公司 江西科源种业有限公司 赣审稻20180032
鄂引种

2020041 
湖北省稻瘟病轻发区作双季晚稻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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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品种名称 引种者 育种者 审定编号 引种备案号 引种备案区域 

水稻 荣优 225 江西金山种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赣审稻 2009017

鄂引种

2020042 

湖北省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区作双季晚

稻引种 

水稻 安优华 9 江西金山种业有限公司 
江西金山种业有限公司、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 
赣审稻20170036

鄂引种

2020043 
湖北省稻瘟病轻发区作双季晚稻引种 

水稻 荣优 7 号 江西金山种业有限公司 江西现代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赣审稻 2009022
鄂引种

2020044 

湖北省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区作双季晚

稻引种 

水稻 鹏优 1127 
深圳市兆农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景德镇市农牧渔业科学研究所、江西省灏德

种业有限公司 
赣审稻20180034

鄂引种

2020045 
湖北省稻瘟病轻发区作双季晚稻引种 

水稻 岳优 518 
湖南桃花源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湘审稻 2013015

鄂引种

2020046 

湖北省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区作双季晚

稻引种 

水稻 湘优 100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江西雅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赣审稻 2014011
鄂引种

2020047 

湖北省稻瘟病无病区或轻发区作双季晚

稻引种 

水稻 福两优华占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稻

研究所、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湖南民升

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湘审稻20190056
鄂引种

2020048 
湖北省稻瘟病轻发区作双季晚稻引种 

水稻 福两优 534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

司、湖南民升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深

圳隆平金谷种业有限公司 

湘审稻20190053
鄂引种

2020049 
湖北省稻瘟病轻发区作双季晚稻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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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品种名称 引种者 育种者 审定编号 引种备案号 引种备案区域 

玉米 中科玉 505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陕审玉 2018051

号 

鄂引种

2020050 

茅箭区、郧阳区、房县、郧西县、丹江口

市、当阳市、枝江市、荆州区、沙市区、

公安县、监利县、江陵县、松滋市、石首

市、洪湖市、东西湖区、汉南区、蔡甸区、

江夏区、钟祥市、京山市、沙洋县、仙桃

市、黄州区、麻城市、武穴市、团风县、

浠水县、罗田县、英山县、蕲春县、黄梅

县、红安县的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全盛 166 
甘肃省陇南市陇源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德盛种业有限公司 

陕审玉 2011017

号 

鄂引种

2020051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青青 161 
广西青青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南宁市正昊农业科学研究院、广西青青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桂审玉 2019013

号 

鄂引种

2020052 

恩施州、十堰市、襄阳市、宜昌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的山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青青 300 
广西青青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年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广西青青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湘审玉 2015006

鄂引种

2020053 

恩施州、十堰市、襄阳市、宜昌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的山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义玉 660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种子

公司 

贵州华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贵州省遵义市

播州区种子公司 
黔审玉20190006

鄂引种

2020054 

恩施州、宜昌市、十堰市、襄阳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的山区作春玉米引种，注意

防治纹枯病和茎腐病 

玉米 黔单 988 
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有

限公司 
贵州省旱粮研究所 

黔审玉 2012002

号 

鄂引种

2020055 

保康县、南漳县、老河口市，郧阳区、郧

西县、竹溪县、竹山县、房县、丹江口市、

宜昌市、恩施州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作

春玉米引种 

玉米 煌单 008 
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有

限公司 
贵州省旱粮研究所 

黔审玉 2013002

号 

鄂引种

2020056 

保康县、南漳县、老河口市，郧阳区、郧

西县、竹溪县、竹山县、房县、丹江口市、

宜昌市、恩施州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作

春玉米引种，在茎腐病高发区不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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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煌单 1108 
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有

限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有限公司 

黔审玉 2016007

号 

鄂引种

2020057 

保康县、南漳县、老河口市、郧阳区、郧

西县、竹溪县、竹山县、房县、丹江口市、

宜昌市、恩施州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作

春玉米引种 

玉米 煌单 007 
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有

限公司 

贵州省旱粮研究所、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

有限公司 

黔审玉 2017012

号 

鄂引种

2020058 

保康县、南漳县、老河口市、郧阳区、郧

西县、竹溪县、竹山县、房县、丹江口市、

宜昌市、恩施州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作

春玉米引种，注意防治茎腐病、丝黑穗病、

穗腐病和灰斑病 

玉米 友禾玉 28 贵州友禾种业有限公司 贵州友禾种业有限公司 
黔审玉 2016001

号 

鄂引种

2020059 

恩施州、宜昌市、十堰市、襄阳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的山区作春玉米引种，注意

防治大斑病和灰斑病 

玉米 友玉 159 贵州友禾种业有限公司 贵州友禾种业有限公司 黔审玉20190001
鄂引种

2020060 

恩施州、宜昌市、十堰市、襄阳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的山区作春玉米引种，在穗

腐病、灰斑病和茎腐病重发区慎用，注意

防治纹枯病 

玉米 强硕 68 河南德圣种业有限公司 衣泰龙、郭占坤、邓录昌 
陕审玉 2019055

号 

鄂引种

2020061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兴玉 998 河南省圣道种业有限公司
陕西兴民种业有限公司、辽宁北票市兴业玉

米高新技术研究所 
陕审玉 2006015

鄂引种

2020062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兴民 338 河南省圣道种业有限公司 陕西兴民种业有限公司 
陕审玉 2009009

号 

鄂引种

2020063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兴民 20 河南省圣道种业有限公司 陕西兴民种业有限公司 
陕审玉 2017030

号 

鄂引种

2020064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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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旺农 268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旺农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仁寿县陵州

作物研究所 
川审玉20180003

鄂引种

2020065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在灰

斑病高发区慎用 

玉米 红单 6 号 
湖北金广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红河州农科所 

滇审玉 200601

号 

鄂引种

2020066 

恩施州、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大天 397 号 
湖北金广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云南大天种业有限公司 

滇审玉米

2018025 号 

鄂引种

2020067 

恩施州、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曲辰 28 号 
湖北金广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云南曲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滇审玉米

2019194 号 

鄂引种

2020068 

恩施州、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泓玉 1 号 
湖北金广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云南省红河州农业学校 

桂审玉 2015009

号 

鄂引种

2020069 

恩施州、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金玉 108 
湖北金广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贵州省旱粮研究所、贵州真好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贵州梵净山种业有限公司 
黔审玉 2017004

鄂引种

2020070 

恩施州、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作春玉米引种，注意防

治穗腐病 

玉米 富农玉 008 
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康农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湖北康农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90004

鄂引种

2020071 

湖北省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丘陵地区

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垦玉 1505 湖北腾龙种业有限公司 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滇审玉米

2018004 号 

鄂引种

2020072 

湖北省西部海拔 800 米及以下地区作春

玉米引种 

玉米 宁单 19 号 湖北腾龙种业有限公司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陕审玉 2018052

号 

鄂引种

2020073 

湖北省西部海拔 800 米及以下的山区、丘

陵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中单 603 湖北腾龙种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 渝审玉20180005
鄂引种

2020074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东单 10 号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湘审玉 2007003
鄂引种

2020075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东单 68 号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湘审玉 2007004 鄂引种 湖北省海拔 800 米及以下地区作春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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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6 引种，在灰斑病、丝黑穗病和纹枯病常发

区慎用 

玉米 先玉 1798 
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

司 
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 

滇审玉米

2019187 号 

鄂引种

2020077 

湖北省西部海拔 800 米及以下地区作春

玉米引种，灰斑病常发区慎用 

玉米 众星玉 1 号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四川众智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智慧高地

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发生水稻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川审玉20180004
鄂引种

2020078 

通山县、通城县、崇阳县、公安县、松滋

市、当阳市、枝江市、长阳县、五峰县、

京山市、钟祥市、随县、广水市、南漳县、

谷城县、保康县、郧西县、竹山县、房县、

丹江口市的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天育 671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四川华龙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川审玉20190007

鄂引种

2020079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天育 999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奥力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96001

鄂引种

2020080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万禾玉 188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奥力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96002

鄂引种

2020081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天育 888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奥力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96003

鄂引种

2020082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冠单 23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奥力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96005

鄂引种

2020083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豪单 398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奥力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96006

鄂引种

2020084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科玉 1011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奥力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96007

鄂引种

2020085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冠单 178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奥力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96008

鄂引种

2020086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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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康玉 1673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奥力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96009

鄂引种

2020087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大千 119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桂先种业有限公司、四川奥力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桂审玉 2019076

号 

鄂引种

2020088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注意

防治茎腐病 

玉米 天育 985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瀚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桂审玉 2019097

号 

鄂引种

2020089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注意

防治茎腐病 

玉米 川单 99 
四川川单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农业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玉米研究所 

滇审玉米

2019063 号 

鄂引种

2020090 

湖北省海拔 800 米及以下地区作春玉米

引种 

玉米 圣玉 6 号 
四川福糠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成都大川种

业有限责任公司 
川审玉 2006013

鄂引种

2020091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联合 3 号 
四川福糠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联合种子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益邦种业

有限责任公司 
川审玉 2009034

鄂引种

2020092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川单 455 
四川福糠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 川审玉 2013009

鄂引种

2020093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注意

防治茎腐病和穗腐病 

玉米 仲玉 5788 
四川福糠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仲衍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川审玉 2014006

鄂引种

2020094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互邦 101 
四川福糠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省嘉陵农作物品种研究中心 川审玉 2015003

鄂引种

2020095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注意

防治茎腐病和穗腐病 

玉米 楚白单 4 号 
四川福糠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楚雄黎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推广所 滇玉 23 号 

鄂引种

2020096 

湖北省西部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地区

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黔单 100 
四川福糠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旱粮研究所 

黔审玉 2011009

号 

鄂引种

2020097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荣玉糯 100 
四川华龙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农业大学 川审玉20170023

鄂引种

2020098 

湖北省丘陵平原鲜食玉米区作春玉米引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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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荣玉糯 9 号 
四川华龙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 川审玉20180021

鄂引种

2020099 

湖北省丘陵平原鲜食玉米区作春玉米引

种 

玉米 金辉 8 号 
四川金牌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四川金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滇审玉米

2019183 号 

鄂引种

2020100 

湖北省海拔 800 米及以下地区作春玉米

引种，在纹枯病高发区慎用 

玉米 天贵 98 
四川金牌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南宁市贵福园农业有限公司 

桂审玉 2019067

号 

鄂引种

2020101 

湖北省海拔 800 米及以下地区作春玉米

引种 

玉米 康玉 918 
四川金牌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安康市种业管理局 

陕审玉 2019053

号 

鄂引种

2020102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源育 18 
四川力丰高科种业有限公

司 
石家庄高新区源申科技有限公司 

桂审玉 2011009

号 

鄂引种

2020103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博士达 596 
四川力丰高科种业有限公

司 

广西庆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广西博士园种

业有限公司 

桂审玉 2015008

号 

鄂引种

2020104 
湖北省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北玉 1264 
云南北玉种子科技有限公

司 
云南北玉农业生物技术研究院 

滇审玉米

2019232 号 

鄂引种

2020105 

湖北省西部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丘陵

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北玉 8298 
云南北玉种子科技有限公

司 
云南北玉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滇审玉米

2019238 号 

鄂引种

2020106 

湖北省西部海拔 800 米及以下山区、丘陵

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渝豪单 888 
重庆帮豪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渝单帮豪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帮豪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渝审玉20190012

鄂引种

2020107 

恩施州、宜昌市、十堰市海拔 800 米及以

下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云玉 1 号 
重庆帮豪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市迪卡农业有限公司 渝审玉20190017

鄂引种

2020108 

恩施州、宜昌市、十堰市海拔 800 米及以

下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Q 玉 518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 渝审玉20180004
鄂引种

2020109 

湖北省海拔 800 米及以下地区作春玉米

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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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众星玉 188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四川众智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智慧高地

种业有限公司、白银市平川区种籽公司、四

川得月科技种业有限公司 

川审玉20180001
鄂引种

2020110 

通山县、通城县、崇阳县、公安县、松滋

市、当阳市、枝江市、长阳县、五峰县、

京山市、钟祥市、随县、广水市、南漳县、

谷城县、保康县、郧西县、竹山县、房县、

丹江口市的丘陵平原地区作春玉米引种 

玉米 豫单 1851 
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

司 
河南农业大学 豫审玉20180015

鄂引种

2020111 

襄州区、樊城区、老河口市、宜城市、枣

阳市、谷城县作夏玉米引种 

玉米 农单 113TC 河北先优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乾鼎种业有限公司 冀审玉20188002
鄂引种

2020112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注意防治穗腐病、

瘤黑粉病和锈病 

玉米 蠡玉 128 河北兆育种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蠡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冀审玉20190018
鄂引种

2020113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注意防治茎腐病、

瘤黑粉病和锈病 

玉米 蠡玉 178 河北兆育种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蠡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冀审玉20190022
鄂引种

2020114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注意防治穗腐病、

瘤黑粉病和锈病 

玉米 兆育 25 河北兆育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兆育种业有限公司 冀审玉20190023
鄂引种

2020115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注意防治瘤黑粉

病、锈病和茎腐病 

玉米 兆育 11 河北兆育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兆育种业有限公司 豫审玉20190038
鄂引种

2020116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注意防治小斑病、

瘤黑粉病、穗腐病和锈病 

玉米 陕单 226 河南大成种业有限公司 西北农科科技大学农学院 
陕审玉 2011006

号 

鄂引种

2020117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注意防治茎腐病 

玉米 成玉 909 河南大成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大成种业有限公司 
陕审玉 2012005

号 

鄂引种

2020118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 

玉米 金赛 501 河南金赛种子有限公司 河南金赛种子有限公司 豫审玉20180023
鄂引种

2020119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在瘤黑粉病和小斑

病高发区慎用 

玉米 陕单 008 
河南省天中种子有限责任

公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陕审玉 2012010

号 

鄂引种

2020120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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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盈丰 938 河南泰隆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泰隆种业有限公司、河南五谷种业有限

公司 
豫审玉20180033

鄂引种

2020121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 

玉米 汉单 175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皖审玉20190001
鄂引种

2020122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 

玉米 九圣禾 2468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九圣禾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晋审玉20170036

鄂引种

2020123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 

玉米 正大 1473 
襄阳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襄阳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冀审玉20190011

鄂引种

2020124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注意防治瘤黑粉病 

玉米 圣瑞 688 
郑州圣瑞元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郑州圣瑞元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河南耕

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鲁审玉20170031

鄂引种

2020125 

襄阳市作夏玉米引种，在褐斑病高发区慎

用 

大豆 绿领 1 号 南京绿领种业有限公司 南京绿领种业有限公司 
闽审豆 2011002、

苏审豆 200605 

鄂引种

2020126 
湖北省鲜食大豆产区作春大豆引种 

大豆 绿领八号 南京绿领种业有限公司 南京绿领种业有限公司 

沪农品审大豆

（2009）第 001

号 

鄂引种

2020127 
湖北省鲜食大豆产区作春大豆引种 

大豆 绿领九号 南京绿领种业有限公司 南京绿领种业有限公司 

沪农品审大豆

（2013）第 003

号 

鄂引种

2020128 
湖北省鲜食大豆产区作春大豆引种 

大豆 南春豆 31 荆州市幸福种业有限公司 南充市农业科学院 川审豆 2016001
鄂引种

2020129 
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作春大豆引种 

大豆 湘春豆 28 号 
武汉楚禾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衡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湘审豆 2015002

鄂引种

2020130 
湖北省鄂西山区以外地区作春大豆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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