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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西省撤销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目录

（2022 年）

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申请者

1 小麦 晋太 170 晋审麦 2002008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等

2 小麦 吕旱 1608 晋审麦 2004002 山西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3 小麦 冬黑 10 号 晋审麦 2004011 山西省农科院作物遗传研究所

4 小麦 泽麦 3 号 晋审麦 2007010 国营泽州县农作物原种场

5 小麦 舜麦 612 晋审麦 2008003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6 小麦 晋麦 85 号 晋审麦 2008004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

7 小麦 晋太 9923 晋审麦 2008005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

8 小麦 晋麦 86 号 晋审麦 2008006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9 小麦 中优 206 晋审麦 2008008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10 小麦 NC206 晋审麦 2009002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

11 小麦 晋麦 88 号 晋审麦 2009006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等

12 小麦 山农 129 晋审麦 2009007 山西农业大学

13 小麦 梧麦 168 晋审麦 2009008 孝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14 小麦 忻麦 6160 晋审麦 200901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15 小麦 晋春 16 号 晋审麦 2009014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

16 玉米 晋单(糯)47 号 晋审玉 2002007 太原益丰种业有限公司

17 玉米 忻黄单 84 号 晋审玉 2004003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18 玉米 咏丰 1 号 晋审玉 2004005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粱研究所

19 玉米 中北恒 1 晋审玉 2004021 山西北方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玉米 辽单 33 号
晋审玉（引）

2005020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21 玉米 忻玉 110 晋审玉 2005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22 玉米 忻玉 106 晋审玉 200501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23 玉米 瑞德 1 号 晋审玉 2005017 山西红高粱种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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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玉米 晋阳 1 号 晋审玉 2006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所

25 玉米 同单 38 号 晋审玉 2006006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区作物所

26 玉米 忻黄单 156 晋审玉 2006007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所

27 玉米 长玉 19 晋审玉 2006015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所

28 玉米 丰黎 2008 晋审玉 2006032 河南省浚县种子公司

29 玉米 瑞德 2 号 晋审玉 2006036 山西红高粱种业有限公司

30 玉米 长城 706 晋引玉 2006002 中种集团承德长城种子有限公司

31 玉米 品玉 8 号 晋审玉 200700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32 玉米 晋单 53 号 晋审玉 2007003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33 玉米 临单 15 号 晋审玉 2007006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

34 玉米 高玉 14 号 晋审玉 2007010 高平市种子公司

35 玉米 屯玉 62 号 晋审玉 2007013 山西屯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玉米 丹科 2162 晋审玉 2007020 丹东农业科学院

37 玉米 大丰 20 号 晋审玉 2007023 山西大丰种业有限公司

38 玉米 吉单 261 晋引玉 2007002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39 玉米 三北 6 号 晋引玉 2007003 三北种业有限公司

40 玉米 承玉 10 号 晋引玉 2007006 承德裕丰种业有限公司

41 玉米 中科 8 号 晋引玉 2007007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等

42 玉米 济单八号 晋引玉 2007012 山西省农科院棉花所三联种苗有限公司

43 玉米 奥玉 3007 晋引玉 2007014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4 玉米 豫玉 30 晋引玉 2007016 晋城市润农种业有限公司

45 玉米 晋单 57 号 晋审玉 2008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46 玉米 丰禾 96 晋审玉 2008003 山西丰禾种业有限公司

47 玉米 长单 48 号 晋审玉 2008005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

48 玉米 安森 7 号 晋审玉 2008008 李平

49 玉米 晋单 62 号 晋审玉 200801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

50 玉米 丰黎 66 晋审玉 2008012 浚县丰黎种业有限公司

51 玉米 潞鑫 8 号 晋审玉 2008013 长治市鑫农种业有限公司

52 玉米 晋单 63 号 晋审玉 2008014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农业科技

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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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玉米 粮山 2 号 晋审玉 2008018 高平市种子公司

54 玉米 晋单 64 号 晋审玉 2008019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55 玉米 忻糯 301 晋审玉 200802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56 玉米 晋饲育 1号 晋审玉 200802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57 玉米 巡天 16 晋引玉 2008001 宣化巡天种业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58 玉米 硕秋九号 晋引玉 2008002 寿阳县宝丰种业有限公司

59 玉米 蠡玉 13 号 晋引玉 2008006 三北种业有限公司

60 玉米 中农大 4号 晋引玉 2008009 北京中农大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61 玉米 高玉 14 号 晋引玉 2008013 高平市种子公司

62 玉米 三元灯 392 晋审玉 2009001 太原三元灯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3 玉米 运单 668 晋审玉 2009005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64 玉米 金赛 199 晋审玉 2009010 河南金赛种子有限公司

65 玉米 忻黄单 85 号 晋审玉 2009017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66 玉米 潞鑫 6 号 晋审玉 2009018 山西长治市鑫农种业有限公司

67 玉米 永 99-5 晋引玉 2009003 河北冀南玉米研究所

68 玉米 蠡玉 35 晋引玉 2009005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69 玉米 农华 50 晋引玉 2009007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70 玉米 M9 晋引玉 2009008 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71 玉米 晋单 69 号 晋审玉 2010001 山西省现代农业研究中心

72 玉米 晋单 71 号 晋审玉 2010007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73 玉米 晋单 75 号 晋审玉 201001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74 玉米 大正 2 号 晋审玉 2010013 山西大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5 玉米 双宝 16 晋审玉 2010021 山西双宝种业有限公司

76 玉米 晋单 77 号 晋审玉 2010024 山西省现代农业研究中心

77 玉米 永玉 35 晋审玉 2010028 河北冀南玉米研究所

78 玉米 大丰青贮 1 号 晋审玉 2010034 山西大丰种业有限公司

79 玉米 牧玉 2 号 晋审玉 2010035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80 玉米 张玉 8 号 晋引玉 2010002 张家口市玉米研究所有限公司

81 玉米 平全 9 晋引玉 2010013 太原市科盛远种业有限公司



- 5 -

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申请者

82 玉米 冀玉 988 晋引玉 2010023 河北冀丰种业有限公司

83 玉米 太育 2 号 晋审玉 2011008 山西太玉种业有限公司

84 玉米 鑫丰盛 966 晋审玉 2011010 晋城市玉农种业有限公司

85 玉米 晋单 79 号 晋审玉 201101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隰县农业试验站

86 玉米 济研 501 晋引玉 2011004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

87 玉米 瑞普 959 晋审玉 2012010 山西瑞普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88 玉米 太育 3 号 晋审玉 2012011 山西太玉种业有限公司

89 玉米 吉东 31 号 晋引玉 2012002 吉林省吉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90 大豆 晋大 74 号 晋审豆 2004001 山西农业大学

91 大豆 晋豆 35 号 晋审豆 2007003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区作物研究所

92 大豆 晋豆(鲜食)38号 晋审豆 2008003 山西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

93 大豆 晋豆 40 号 晋审豆 2009001 山西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94 大豆 晋豆 41 号 晋审豆 2009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区作物研究所

95 大豆 L-6 晋审豆 2010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

96 大豆 晋大早黄 2 晋审豆 2011002 山西农业大学

97 大豆 晋豆 44 号 晋审豆 201200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98 大豆 汾豆 62 晋审豆 2012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99 棉花 晋棉 49 号 晋审棉 2007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100 棉花 新植一号 晋引棉 2007001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新植原种场

101 棉花 冀丰 106 晋引棉 2007002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等

102 棉花 太 270 晋审棉 2008001 山西省农科院作物遗传研究所

103 棉花 晋棉 50 号 晋审棉 2008002 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等

104 棉花 晋棉 51 号 晋审棉 200900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

105 棉花 晋棉 52 号 晋审棉 2009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106 棉花 运棉 3539 晋审棉 2009003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107 棉花 科能 0518 晋审棉 2009004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108 棉花 凯棉 1 号 晋审棉 2009005 山西省凯盛肥业有限公司

109 棉花 陕 2365 晋引棉 200900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110 棉花 石抗 39 晋引棉 2009002 新绛县天威种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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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棉花 太 22A 晋审棉 201000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

112 棉花 YZ-2 晋审棉 2010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113 棉花 富杂 5 号 晋审棉 2010003 开封市富瑞种业有限公司

114 棉花 冀丰 554 晋引棉 2010001 河北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115 棉花 科能 608 晋审棉 2011001 运城市盐湖区晋萌种子有限公司

116 棉花 运原 36 晋审棉 2011002 运城市盐湖区国营棉花原种场

117 棉花 中棉所 83 晋审棉 2011003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118 棉花 晋棉 54 号 晋审棉 201200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等

119 棉花 晋棉 55 号 晋审棉 201200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等

120 棉花 众信棉 5号 晋审棉 2012003 河北众信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21 水稻 晋稻 11 号 晋审稻 200900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

122 水稻 晋稻 12 号 晋审稻 2011001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