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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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4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24 号》，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主选育或合作选育的 23 个杂交水稻

新品种和 1 个杂交玉米新品种业经第四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第四次主任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作物类别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来源 育种者 

1 水稻 荃两优 851 
国审稻

20196110 
荃 211S×YR851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2 水稻 Q 两优 851 
国审稻

20196111 
全 151S×YR851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3 水稻 荃优 5108 
国审稻

20196112 
荃 9311A×5HR108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4 水稻 银两优 851 
国审稻

20196157 
2148S×YR851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5 水稻 荃优 822 
国审稻

20196205 
荃 9311A×YR0822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省皖农

种业有限公司 

6 水稻 荃优丝苗 
国审稻

20196203 
荃 9311A×五山丝苗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省农科

院水稻研究所 

7 水稻 荃优华占 
国审稻

20196204 
荃 9311A×华占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水稻研

究所、湖北荃银高科种



业有限公司 

8 水稻 Q 两优丝苗 
国审稻

20196109 
全 151S×五山丝苗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省农科

院水稻研究所 

9 水稻 九优粤禾丝苗 
国审稻

20190118 
荃 9311A×粤禾丝苗 

安徽荃银超大种业有限

公司、安徽荃银高科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台沃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广东省农业科学研

究院水稻所 

10 水稻 荃优 665 
国审稻

2019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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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水稻 荃优 259 
国审稻

20190004 
荃 9311A×ZR259 

江西先农种业有限公

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12 水稻 荃优合莉油占 
国审稻

20190030 
荃 9311A×合莉油占 

广东省良种引进服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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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水稻 荃优 548 
国审稻

20190056 
荃 9311A×蜀恢 548 

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

所、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14 水稻 荃优 683 
国审稻国审

稻 20190093 
荃 9311A×中恢 R683 

中国水稻研究所、安徽

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 

15 水稻 荃优 466 
国审稻

20190097 
荃 9311A×广恢 466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

研究所、安徽荃银高科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水稻 荃优 220 
国审稻

20196117 
荃 9311A×苏恢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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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 

17 水稻 荃优 510 
国审稻

20196125 
荃 9311A×R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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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水稻 荃优 489 
国审稻

20196127 
荃 9311A×R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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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水稻 荃优 458 
国审稻

20196128 
荃 9311A×R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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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水稻 蓉优丝苗 
国审稻

20196049 
蓉 521A×五山丝苗 

四川国豪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水稻研究所、仲衍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 

21 水稻 川浙优丝苗 
国审稻

20196163 
川浙 A×五山丝苗 

科荟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农业大学水稻

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安徽

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 

22 水稻 欣 25 优 801 
国审稻

20190110 
欣 6025A×YHR801 

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

公司 

23 水稻 欣两优二号 
国审稻

20190113 
W6364S×欣恢二号 

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

公司 

24 玉米 铁研 627 
国审玉

20190224 
E085×铁 1115 

辽宁铁研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 

注：公司自主选育的杂交水稻新品种荃优丝苗、荃优华占 2019 年实现了扩

区域国审，适宜在华南稻区作双季早稻、晚稻种植。上述 2 个品种以往国审区域

情况如下： 

1、荃优丝苗：审定编号为国审稻 2016028、国审稻 20180012，分别适宜在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稻、华南早籼种植。 

2、荃优华占：审定编号为国审稻 20176001，适宜在长江上游、长江中下游

作一季稻种植。 

上述新品种通过 2019 年国家审定，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品种结构，

为公司水稻、玉米种子业务加快发展增强了品种支撑，为公司持续发

展奠定了基础。 

特此公告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