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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晋农品审办〔2023〕1 号

关于提交非主要农作物认定品种

标准样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山西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办法》的有关规定，

认定品种应当由申请单位提交标准样品，现将提交标准样品的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交样品范围

1.2020~2022 年认定通过品种（无法以籽粒为繁殖材料的

品种除外）（详见附件 1）。不按时提交标准样品者，予以撤

销认定。

2.2023 年开始，申请认定品种受理通过后应当提交标准样

品。未按时提交者，不予开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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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品质量与真实性

标准样品应为新收获种子。遗传性状稳定、与试验品种性

状完全一致、未经过药物或包衣处理、无检疫性有害生物，质

量符合国家种用标准。

三、样品数量

蔬菜、中药材每品种 50 克，其它作物每品种 500 克。

四、样品包装

标准样品使用牛皮纸袋包装，纸袋内外标签上标注作物种

类、品种名称、认定编号、申请单位、育种单位等信息，外包

装使用具有足够强度的编织袋、尼龙网袋等进行包装。

五、其他要求

2020~2022 年认定通过品种请于 2023 年 2 月 6 日-17 日提

交标准样品。品种申请单位将包装好的标准样品寄送至山西省

种业发展中心（太原市小店区创业街 35 号，030006，联系人：

李霞，联系电话：13734001516）。并附签字盖章的标准样品清

单（详见附件 2）。

附件：1.2020~2022 年认定通过品种目录

2.标准样品清单

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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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2022 年认定通过品种目录
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认定编号 申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藜麦

稼祺早熟藜1号 晋认杂粮202219
山西稼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武祥云 134534255882 稼祺100 晋认藜 202002

3 静藜1号 晋认杂粮202220 山西农谷稼祺种业有限公司

4 萝卜 红珍宝1号 晋认菜202208

山西农业大学

张 静 18404969610

5

绿豆

并绿16号 晋认杂粮202101

朱慧珺 18235168190

6 并绿17号 晋认杂粮202102

7 红芸3号 晋认杂粮202204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8 并绿18号 晋认杂粮202201

9 并绿19号 晋认杂粮202202

10 并绿9号 晋认绿202001

11 并绿11号 晋认绿202002

12 并绿15号 晋认绿202003

13 小豆 并红1号 晋认杂粮202207

14 甜荞麦 并甜荞1号 晋认杂粮202115 李秀莲 13485383463

15 小黑麦 神农饲草1号 晋认饲草202201 孙 玉 18735124437

16 燕麦 同燕6号 晋认杂粮202210 大同惠绿高寒农业有限公司 王 婧 18734823385

17

菜豆

同芸豆3号 晋认杂粮202205

山西农业大学高寒区作物研

究所

王桂梅 1813526969818 同芸豆 1号 晋认杂粮202108

19 同芸豆 2号 晋认杂粮202109

20 苦荞麦 同苦荞1号 晋认杂粮202114 杨 媛 13403642248

21

绿豆

黄荚绿 晋认杂粮202104

刘支平 17735209418
22 同绿5号 晋认杂粮202105

23 同绿6号 晋认杂粮202106

24 小豆 特红3号 晋认杂粮202206

25
糜子

晋黍15号 晋认杂粮202222
李 海 13994383923

26 雁黍13号 晋认杂粮202118

27
苜蓿

同苜1号 晋认草202101
梁秀芝 15135233039

28 同苜2号 晋认草202102

29

燕麦

魏都莜8号 晋认杂粮202208
李 刚 15935302263

30 魏都莜 5号 晋认燕202004

31 同燕5号 晋认杂粮202209
徐惠云 13835285660

32 同燕3号 晋认燕202001

33 苦荞麦 粱苦荞1号 晋认杂粮202112
山西农业大学高粱研究所

吕慧卿 13994552785

34 萝卜 红玉脆1号 晋认蔬菜202207 张沛敏 19935379958

35 蓖麻 汾蓖12号 晋认油料202203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

所

曹 越 13903583430

36
绿豆

汾绿豆3号 晋认杂粮202203

王彩萍 18935432780
37 汾绿豆 4号 晋认绿202004

38 绿豆 汾绿豆5号 晋认杂粮202103

39 小豆 汾小豆2号 晋认杂粮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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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 年认定通过品种目录（续）
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认定编号 申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40 远志 晋远6号 晋认中药材202201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

田洪岭 18935439392
41 黄芪 恒芪1号 晋认中药材202202

42

芝麻

汾芝12号 晋认油料202201

刘文萍 1359340547143 汾芝14号 晋认油料202202

44 汾芝11号 晋认芝202001

45

工业大

麻

晋麻3号 晋认麻202001

康红梅 1893543938946 晋麻4号 晋认麻202002

47 晋麻5号 晋认麻202101

48 晋麻6号 晋认麻202102 榆社县田禾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程建军 13834086689

49
西葫芦

东葫20号 晋认蔬菜202201
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 雷逢进 17635937686

50 东葫27号 晋认蔬菜202202

51
菜豆

品金芸5号 晋认杂粮202107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基因资源研

究中心

畅建武 1393460232852 品金芸 4号 晋认芸202001

53 苦荞麦 品苦荞1号 晋认杂粮202113

54

糜子

品糜4号 晋认杂粮202223
曹晓宁 15834016832

55 品黍6号 晋认杂粮202117

56 品黍3号 晋认杂粮202116 王 纶 13453185554

57 甜荞麦 品甜荞2号 晋认杂粮202215 马名川 15234084978

58

燕麦

品燕7号 晋认杂粮202213

刘龙龙 1803519348359 品燕5号 晋认燕202005

60 品燕6号 晋认燕202006

61
藜麦

晋藜2号 晋认杂粮202218
山西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董艳辉 13700549645

62 晋藜1号 晋认藜202001

63 苦荞麦 右苦荞1号 晋认杂粮202217

山西农业大学生态农牧研究所

曹文福 18003493121

64 甜荞麦 右甜荞1号 晋认杂粮202216 靳建刚 13934429698

65
燕麦

右莜2号 晋认杂粮202212
薛志强 13303493072

66 右莜1号 晋认燕202002 山西省农科院右玉农业试验站

67 藜麦 忻藜6号 晋认杂粮202221

山西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

温日宇 18636034665

68 小扁豆 晋扁豆4号 晋认杂粮202111 陈喜明 13835066488

69
燕麦

五莜1号 晋认杂粮202211
韩启亮 13934445964

70 五燕18号 晋认燕202003

71
茄子

晋圆茄5号 晋认蔬菜202203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张继宁 13613445904
72 晋圆茄 6号 晋认蔬菜202204

73 芦笋 晋芦笋1号 晋认蔬菜202209 毛丽萍 13934112759

74

南瓜

晋红栗1号 晋认蔬菜202205
武青山 13934506469

75 晋绿栗 1号 晋认蔬菜202206

76 晋园银栗 晋认菜202101
马海龙 15525431976

77 晋园早红 晋认菜202102

78 燕麦 科燕3号 晋认杂粮202214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山西农业大学
张 波 15349705386

79 党参 潞党1号 晋认中药材202203 山西省医药与生命科学研究院 曲继旭 1335343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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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标准样品清单

序号
作物

种类

品种

名称

父本

名称

母本

名称
产地

生产

年份

申请

单位

育种

单位
座机 手机 邮箱

本单位（本人）确认并保证上述提交样品的真实性和样品信

息的准确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