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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农 业 农 村 部 网 站 （ 网 址 ：

http://www.moa.gov.cn/）2018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65 号》，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自主选育或合作选育的

27 个杂交水稻新品种和 2 个杂交玉米新品种业经第四届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二次主任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序号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来源 育种者 

1 荃优 527 
国审稻

20180011 
荃 9311A×蜀恢 527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农业大学

水稻研究所 

2 荃优丝苗 
国审稻

20180012 
荃 9311A×五山丝苗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 

3 荃两优 2118 
国审稻

20180025 
荃 211S×YR0822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华安种业

有限责任公司 

4 荃优 737 
国审稻

20180038 
荃 9311A×YR737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全丰种业

有限公司 

5 荃早优丝苗 
国审稻

20180042 
荃早 A×五山丝苗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 



6 九优 2117 
国审稻

20186016 
荃 9311A×雅恢 2117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农业大学

农学院、四川荃银种业有

限公司 

7 九优 27 占 
国审稻

20186102 
荃 9311A×27 占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筑农科种

业有限责任公司 

8 荃优 9028 
国审稻

20186103 
荃 9311A×YR028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9 荃优 1512 
国审稻

20186104 
荃 9311A×扬恢 1512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里下河地

区农科所 

10 荃优 523 
国审稻

20186105 
荃 9311A×绵恢 523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绵阳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 

11 银两优丝苗 
国审稻

20186106 
2148S×五山丝苗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 

12 荃早优 406 
国审稻

20186107 
荃早 A×YR1406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13 荃优 0861 
国审稻

20180037 
荃 9311A×R0861 

江西先农种业有限公司、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14 荃 9 优 801 
国审稻

20180082 
荃香 9A×YHR801 

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

公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15 荃优 868 
国审稻

20180092 
荃 9311A×R868 

安徽华安种业有限责任

公司、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安徽荃银高

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荃优 665 
国审稻

20180096 
荃 9311A×R665 

湖南金健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17 荃优 259 
国审稻

20180103 
荃 9311A×ZR259 

湖南金色农华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安徽荃银高科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荃优 712 
国审稻

20180106 
荃 9311A×R712 

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

公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19 欣两优 2172 
国审稻

20180108 
新强 01S×R2172 

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

公司 

20 荃优金 24 号 
国审稻

20186060 
荃 9311A×金恢 2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荃银高科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金谷美香实业有限公

司、深圳隆平金谷种业有

限公司 

21 荃优 1273 
国审稻

20186067 
荃 9311A×华恢 127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荃银高科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湖南亚华种

业科学研究院 

22 荃优 528 
国审稻

20186074 
荃 9311A×苏恢 528 

江苏中江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23 荃优 631 
国审稻

20186088 
荃 9311A×R631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

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24 荃优 554 
国审稻

20186090 
荃 9311A×R554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

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25 荃优 W8 
国审稻

20186091 
荃 9311A×RW8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

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26 C 两优丝苗 
国审稻

20186099 
C815S×五山丝苗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荃银

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

研究所 

27 荃优粤农丝苗 
国审稻

20186101 
荃 9311A×粤农丝苗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荃银

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

研究所 

28 荃研 1 号 
国审玉

20180200 
L197×L33 

辽宁铁研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黑龙江棒博尔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29 荃科 666 
国审玉

20180252 
京 108×京 115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

研究中心、安徽荃银高科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为公司水稻及玉米种子业务的快速发

展提供了优势品种，为公司持续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特此公告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