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品审办〔2022〕6 号 

 

 

 

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拟撤销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

法》有关规定，经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

初审，拟对 22 个水稻、17 个玉米、7 个棉花、2 个大豆品种撤

销审定，现予以公示，公示期自 2022 年 5 月 17 日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湖北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反映。异议人需要用真实姓名，并提供

手机号码、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同时本人签字；异议单位书

面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新刚  电话：027-87298209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58 号湖北省种子管理局 

邮  编：430070 

 

附件：湖北省拟撤销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目录（第一批） 

 

 

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7 日 

 

 

 

 

 

 

 

 

 

 

 

 

 

 

 

 

 

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7 日印发 
 



 

 
 

附件 

 

湖北省拟撤销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目录（第一批） 

 

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育种者 

1 水稻 福优 57 恩审稻 001-2001 湖北清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 水稻 福优 195 恩审稻 002-2001 湖北清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3 水稻 福优 58 恩审稻 003-2001 恩施州红庙农科所 

4 水稻 福优 325 恩审稻 004-2001 恩施州红庙农科所 

5 水稻 Ⅱ优 87 鄂审稻 2004004 湖北荆楚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6 水稻 皖稻 87 号 鄂审稻 2004005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北方

杂交粳稻工程中心 

7 水稻 粤优 997 鄂审稻 2005004 襄樊市农业科学院 

8 水稻 Ⅱ优 906 鄂审稻 2005009 成都市第二农业科学研究所 

9 水稻 Ⅱ优 80 鄂审稻 2005011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10 水稻 福优 98-5 鄂审稻 2005013 湖北清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1 水稻 谷优 527 鄂审稻 2007022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12 水稻 天丰优 134 鄂审稻 2008009 黄冈市农业科学院 

13 水稻 昌优 195 鄂审稻 2008016 
湖北枣丰种业有限公司、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14 水稻 全优 2689 鄂审稻 2008017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 

15 水稻 中 3 优 810 鄂审稻 2009014 中国水稻研究所 

16 水稻 全优 99 鄂审稻 2009018 
泽隆农资连锁（恩施）有限公司、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17 水稻 谷优 964 鄂审稻 2009019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18 水稻 巨风优 1 号 鄂审稻 2010011 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19 水稻 乐优 107 鄂审稻 2010024 
湖北清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20 水稻 恩禾优 291 鄂审稻 2010026 恩施禾壮植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1 水稻 全优 5138 鄂审稻 2010028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22 水稻 乐优 94 鄂审稻 2010029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育种者 

23 玉米 丰玉 12 鄂审玉 2006002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玉米 隆玉 6 号 鄂审玉 2006007 湖南省永顺县旱粮研究所 

25 玉米 隆玉 68 鄂审玉 2006008 河北省石家庄珏玉玉米研究所 

26 玉米 鄂玉 27 鄂审玉 2006009 建始县种子公司 

27 玉米 鄂玉 28 鄂审玉 2006012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28 玉米 兴单 13 鄂审玉 2007003 黔西南兴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9 玉米 湘永单 3 号 鄂审玉 2007012 湖南省永顺县旱粮研究所 

30 玉米 兴单 12 鄂审玉 2008012 黔西南兴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31 玉米 遵玉 205 鄂审玉 2008016 遵义裕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32 玉米 黔单 13 号 鄂审玉 2008017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旱粮研究所 

33 玉米 堰甜玉 28 鄂审玉 2008007 十堰市农业科学院 

34 玉米 忠玉 8 号 鄂审玉 2009010 重庆皇华种子有限公司 

35 玉米 川单 29 鄂审玉 2009016 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 

36 玉米 联创 9 号 鄂审玉 2010001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37 玉米 正红 311 鄂审玉 2010007 
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和四川农业大

学玉米研究所 

38 玉米 兴农单 4 号 鄂审玉 2010013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

研究所 

39 玉米 兴黄单 2 号 鄂审玉 201001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

研究所 

40 棉花 鄂杂棉 12F1 鄂审棉 2005005 黄冈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41 棉花 鄂杂棉 23F1 鄂审棉 2006008 
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农业科学研

究所 

42 棉花 鄂杂棉 24F1 鄂审棉 2006009 荆州农业科学院 

43 棉花 鄂杂棉 26F1 鄂审棉 2007001 湖北省国营三湖农场农科所 

44 棉花 鄂杂棉 27F1 鄂审棉 2007002 湖北长江屯玉种业有限公司 

45 棉花 鄂杂棉 28F1 鄂审棉 2007003 荆州农业科学院 

46 棉花 荆杂棉 166F1 鄂审棉 2008001 荆州农业科学院 

47 大豆 中豆 32 鄂审豆 001-2002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48 大豆 中豆 34 鄂审豆 2005004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