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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夏播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 

工作实施方案 

 

    一、品种安排 

展示品种为近三来湖北省审定或者国家审定种植区域包

含我省的新优品种，示范品种为种子企业及科研单位自主申

报且在各地展示表现突出的新优品种。 

二、供种要求 

种子由具有品种生产经营权的种子企业或申报单位寄

（送）至承担单位，种子质量应当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三、地点选择和栽培管理 

展示示范点（片）要安排在交通便利、排灌方便、肥力

均匀、利于观摩且辐射广泛的田块。品种应在同一田块或相

邻田块连片种植，如田块不同，前茬应当一致。同一品种要

求相对连片集中。展示品种每个种植 0.2～0.5 亩，示范品种

每个种植不少于 5 亩。栽培方式结合品种栽培技术和当地主

要农事操作模式，可选择移栽、机插、抛秧、直播等方式。

田间管理按当地先进栽培管理措施进行。 

四、工作要求 

（一）各承担单位要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制定相

应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方案并抓好落实。未承担省级展示示

范工作的单位可参照本方案，结合当地优势产业发展布局需



要和市场重点品种推广应用情况，因地制宜抓好当地新品种

展示示范工作。各地要确保工作及时落实到位，具体实施方

案于 5 月 10 日前报省种子管理局种业发展科。 

（二）各承担单位要将展示示范工作与当地产业发展紧

密结合，主动联系 1 个以上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服务

10 个以上种植大户，示范带动当地加快绿色、优质、高效品

种更新换代。 

（三）各承担单位要切实抓好展示示范品种的跟踪评价

工作，要认真、系统、科学、客观的做好展示品种田间观测

记载和考种工作，特别要把各品种的生育期、丰产性、抗逆

性、适应性和品种缺陷等性状作为调查观测的重点（详见附

件 4），其他作物可以参照调查、记载。 

（四）展示示范要在醒目位置树立标识标牌，所有展示

示范品种要在成熟期放置品种名称标识牌，方便农民看禾选

种（详见附件 5）。 

（五）各承担单位要充分发挥推广主渠道作用，适时组

织开展现场观摩推介活动，观摩对象可邀请农业主管部门、

乡镇农技推广人员、村组干部、重点种子企业及经销商、专

业合作组织及种植大户等各方代表，并尽可能向基层倾斜。

要借助媒体加大宣传推介，提升宣传效果，打造展示示范品

牌，加快适宜当地生产需求的优势品种的推广应用。 

（六）展示示范工作结束后，各承担单位要及时做好总

结。一是技术总结，根据调查记载和品种大田考察评议情况



对品种表现进行综合评价，为筛选适应当地种植或适宜农业

结构调整需要的优势品种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工作总结，对

展示示范工作的主要经验做法、实施成效等进行总结，提出

进一步做好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总结材料于 10 月 31 日前报

送省种子管理局种业发展科。  

 

附件：1．2020 年春夏播作物展示品种及承担单位 

        2．2020 年春夏播作物示范品种及承担单位 

3．2020 年春夏播作物展示示范承担单位联系方式 

           4. 新品种展示示范调查记载建议表 

           5. 新品种展示示范核心观摩区现场标牌基本样 

式（参考） 



附件 1 

2020 年春夏播作物展示品种及承担单位 

作物 品种名称 供(育)种单位 承担单位 

中晚熟中

稻 

1. 深两优 168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现代农业展示

中心 

鄂州市种子管理局 

京山市种子管理局 

天门市种子管理局 

潜江市种子管理局 

监利县种子管理局 

孝感市种子管理局 

曾都区种子管理局 

团风县种子管理局 

赤壁市种子管理局 

2. 清两优 185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3. 全两优楚丰

丝苗 
湖北荃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4. 全两优鄂丰

丝苗 
湖北荃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5. 红糯优 1号 湖北中香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源 两 优

9567 
武汉武大天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泸优 911 垦丰长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8. 7优 370 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9. E两优 476 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10. 甬优 6711 武汉佳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1. 甬优 1526 武汉佳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 E两优 1453 武汉隆福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3. E两优 171 湖北楚创高科农业有限公司 

14. 红优 3348 湖北金广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兆优 6377 湖北鄂科华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淳 丰 优

1028 
湖北鄂科华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两优 5836 武汉科珈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8. 鄂丰丝苗 武汉金玉良种科技有限公司 

19. 荃优 967 湖北荆楚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0. 荆两优 967 湖北荆楚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1. E两优 20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22. 巨 2优 60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23. E两优 15 黄冈市农业科学院 

24. Y两优 976 武汉市文鼎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5. 晶两优华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 韵两优 33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C两优 018 湖南洞庭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8. 荃优丝苗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早熟中稻

（稻虾） 

1. 银两优 822 湖北荃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湖北现代农业展示

中心 

潜江市种子管理局 

天门市种子管理局 

监利县种子管理局 

2. 鄂香 2号 湖北中香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虾稻 1号 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4. 皖两优华占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 福稻 99 武汉隆福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 垦两优 801 垦丰长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7. 魅两优黄丝

苗 
湖北华之夏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8. 绿银占 湖北华之夏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9. Q两优丝苗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韵两优丝苗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稻 

1. 郢两优 258 湖北荃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湖北现代农业展示

中心 

公安县种子管理局

监利县种子管理局 

蕲春县种子管理局 

2. 天两优 616 武汉武大天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福稻 88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 两优 S6 湖北楚创高科农业有限公司 

5. 魅两优黄丝

苗 
湖北华之夏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6. 深 两 优

1110 
湖北谷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 甬优 4949 武汉佳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 丰两优香一

号 
武汉丰乐种业有限公司 

9. 黄科香一号 黄冈市农业科学院 

10. 两优 6326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济优 6587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12. 荃优粤农丝

苗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晚稻 

1. 甬优 1540 武汉佳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现代农业展示

中心 

公安县种子管理局 

武穴市种子管理局 

团风县种子管理局 

孝昌县种子管理局 

2. 甬优 7850 武汉佳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 伍两优鄂莹

丝苗 
湖北荃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4. 益 33优 447 黄冈市农业科学院 

5. 盛泰优 018 湖南洞庭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6. 福两优 5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银两优丝苗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8. 玖 两 优

1212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区春玉

米 

1. 富农玉 008 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利川市种子管理局 

五峰县种子管理局 

竹山县种子管理局 

长阳县种子管理局 

鹤峰县种子管理局 

2. 富农玉 6号 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3. 康农玉 508 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 正大 3665 襄阳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 腾龙 272 湖北腾龙种业有限限公司 

6. 垦玉 999 垦丰长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7. 福玉 168 武汉隆福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8. 禾康 9号 湖北金广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恩禾单 1号 恩施州农业科学院 

10. 恩单 525 恩施州农业科学院 

11. 粒玉 2号 恩施州农业科学院 

丘陵平原

春玉米 

1. 康农玉 868 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现代农业展示

中心 

宜昌市种子监督站 

钟祥市种子管理局 

汉川市种子管理局 

襄州区种子管理局 

2. 腾龙 757 湖北腾龙种业有限限公司 

3. 正大 658 襄阳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4. 金单 485 湖北楚创高科农业有限公司 

5. 中 农 大

7737 
武汉隆福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 勤玉 58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7. 襄玉 655 襄阳市农业科学院 

夏玉米 

1. 汉单 777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荆门市种子管理局 

襄州区种子管理局 

2. 汉单 175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3. 康农玉 608 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 正大 1473 襄阳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 惠民 6202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 垦丰 101 垦丰长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7. 金诚 51 湖北扶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 扶玉 88 湖北扶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附件 2 

2020 年春夏播作物示范品种及承担单位 

作物 品种名称 供(育)种单位 承担单位 

中稻 

1. 荃优 727 湖北荃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湖北现代农业展示

中心 

鄂州市种子管理局 

京山市种子管理局 

天门市种子管理局 

潜江市种子管理局 

监利县种子管理局 

孝感市种子管理局 

曾都区种子管理局 

团风县种子管理局 

赤壁市种子管理局 

2. 扬籼优 919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3. 红糯优 36 湖北中香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虾稻 1号 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5. 华两优 929 湖北华之夏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6. 两优 1318 湖北金广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隆两优 5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荃优丝苗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9. 荃优粤农丝

苗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晚稻 

1. 隆优 4456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安县种子管理局

武穴市种子管理局 

团风县种子管理局 

孝昌县种子管理局 

2. 奥富优 383 武汉市文鼎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 玖两优黄华

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桃优粤农丝

苗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丘陵平原

春玉米 

1. 泛玉 298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钟祥市种子管理局 

襄州区种子管理局 2. 福玉 178 武汉隆福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区春玉

米 

1. 汉玉 555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竹山县种子管理局 

长阳县种子管理局 2. 惠民 380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夏玉米 
1. 鄂玉 32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荆门市种子管理局 

襄州区种子管理局 2. 汉单 175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 3 

2020 年春夏播作物展示示范承担单位联系方式 
 

承担单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湖北省现代农业展示

中心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08 号 杨艳斌 13387583218 

武穴市种子管理局 武穴市沿江大道西 49 号 刘茂春 18507259959 

团风县种子管理局 团风县团风镇得胜路 15 号县农业农村局 朱启雄 13971710261 

孝昌县种子管理局 孝昌县北京路 375 号 罗小红 13307290378 

鄂州市种子管理局 鄂州市滨湖南路 89 号农业大楼 1522 余  辉 18062308289 

孝感市种子管理局 孝感市园林路 10 号 罗文辉 13508699578 

京山市种子管理局 京山市开发区申公路5-5号（粮食大库隔壁） 黎  凌 18972869790  

赤壁市种子管理局 赤壁市黄龙大道 100 号 王小光 13135950360 

潜江市农业行政执法

支队 
潜江市潜阳东路 17 号 胡德风 13607228163 

曾都区种子管理局 随州市沿河大道 179 号新华书店花溪小区 刘光炜 13986443409 

公安县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 

公安县斗湖堤镇荣军路 9 号(观天下 3 号楼五

楼) 袁龙军 13593828903 

蕲春县种子管理局 蕲春县漕河一路 28 号蕲春县农业农村局 付奇刚 13636128669 

天门市农业行政执法

大队 
天门市竟陵办事处金龙道西 杨学军 13807220465 

监利县农业行政执法

大队 
监利县容城镇三元城路 56 号老农业局院内 李华标 13886551566 

宜昌市种子监督站 宜昌市港窑路 64 号农业综合大楼 9 楼 杨  斌 15392980808 

钟祥市种子管理局 钟祥市郢中镇莫愁大道 35 号 陈开红 13593785595 

汉川市种子管理局 
汉川市仙女山办事处南正街 57 号（原农机局

院内） 
王  刚 18171542520 

利川市种子管理局 利川市西城路 186 号 冉从辉 13971890634 

五峰县种子管理局 五峰县渔洋关镇长乐大道 72 号 熊武忠 13972013229 

竹山县种子管理局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 35 号 王恭平 13707288971 

长阳县种子管理局 长阳龙舟坪镇秋潭路 18 号（7028） 向祖焕 13997722551 

鹤峰县种子管理局 鹤峰县容美镇九峰大道 161 号 刘迪权 15549171008 

荆门市种子管理局 荆门市东宝区象山大道 11 号 王艾鸿 13477543528 

襄州区农业执法大队 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 77 号 赵朝辉 13995733325 



 

  
 

附件 4 

新品种展示示范调查记载建议表 

1.水稻 

品种 

名称 

播种期 生育期 株高 整齐度 

实际产量

（kg/亩） 

病害（无、轻、中、重） 抗倒性 
品种综合评

价（重点是

品种主要优

缺点评价及

推广建议） 

(月/日） （天） （cm） 
（整齐、一般、

不齐） 
稻瘟病 

白叶

枯病 

纹枯

病 
稻曲病 

程度（直、

斜、倒、伏） 

倒伏面积

（%） 

             

             

             

             

             



 

  
 

2.玉米 

品种 

名称 

播种期 

(月/日) 

种植密度 

(株/亩) 

生育期 

(天) 

株高

（cm） 

产量 

（公斤/

亩） 

抗倒性 抗病性 

品种综合评价（重点是品种主要优

缺点评价及推广建议） 倒伏率% 

（根倒） 

折断率% 

（茎折） 

主要对大小斑病、纹枯病、茎腐病、锈病

等主要病害发病情况进行定性评价 

          

          

          

          

         
 



 

  
 

附件 5 

新品种展示示范核心观摩区现场标牌基本样式（参考） 

 备注：内容以此为基本格式，可结合实际需求适当增加内容，以推介品种、展示示范工作为主 
 

 

湖北省***新品种展示示范公告牌 
 

展示示范地点：                                                                       

展示示范品种： 

主 办 单 位：湖北省种子管理局 

实 施 单 位：××市、州、县（区）种子管理局（站） 

                                   

     ×××× 年××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