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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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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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个杂交水稻

新品种、8 个杂交玉米新品种和 1 个棉花新品种经第四届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第十次主任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新品种通过国审情况 

序号 作物类别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来源 育种者 

1 水稻 荃广优 836 
国审稻

20220016 
荃广 A×YR836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 水稻 荃 9 优 2 号 
国审稻 

20226020 
荃 9311A×银恢 002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3 水稻 荃 9 优一号 
国审稻 

20226021 
荃 9311A×银恢 001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 水稻 荃广优 169 
国审稻 

20226022 
荃广 A×YR069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 

5 水稻 荃广优巴斯香占 
国审稻 

20226023 
荃广 A×巴斯香占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6 水稻 荃科两优斯香 
国审稻 

20226024 
荃科 3S×巴斯香占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7 水稻 荃科两优泰香 
国审稻 

20226025 
荃科 3S×银泰香占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8 水稻 荃香优巴斯香占 
国审稻 

20226026 
荃香 9A×巴斯香占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9 水稻 荃两优 836 
国审稻 

20226070 
荃 211S×YR836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水稻 荃两优五山洁田 
国审稻 

20226071 
荃 211S×五山洁田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水稻 荃优 53 
国审稻 

20226072 
荃 9311A×荃恢 12 号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水稻 荃优 836 
国审稻 

20226073 
荃 9311A×YR836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水稻 时两优泰香 
国审稻 

20226077 
荃时 S×银泰香占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水稻 荃广优 822 
国审稻 

20220032 
荃广 A×YR0822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水稻 银两优 9 号 
国审稻 

20226105 
银 312S×银恢 009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水稻 银两优洁田 
国审稻 

20226106 
银 312S×洁田 015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水稻 新两优 611 
国审稻 

20226116 
新安 S×YR611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水稻 欣两优晚一号 
国审稻 

20220030 
欣 9366S×欣恢一号 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公司 

19 水稻 欣两优晚四号 
国审稻 

20220215 
欣 9366S×欣恢 2001 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公司 

20 水稻 欣优 2175 
国审稻 

20220088 
欣 6025A×欣恢 2175 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公司 

21 水稻 欣两优 2081 
国审稻 

20220188 
W6364S×欣恢 2081 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公司 

22 水稻 欣两优六号 
国审稻 

20220189 
欣 9366S×R2172 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公司 

23 水稻 勇两优荃晶丝苗 
国审稻 

20220193 
勇 658S×荃晶丝苗 湖北荃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24 水稻 8 两优徽香 
国审稻 

20220149 
扬 28S×徽香丝苗 安徽荃银超大种业有限公司 

25 水稻 韧两优徽香 
国审稻 

20220166 
韧 01S×徽香丝苗 安徽荃银超大种业有限公司 

26 水稻 楷两优 128 
国审稻 

20220184 
HA1712S×M280 安徽华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7 水稻 楷两优丝占 
国审稻 

20220185 
HA1712S×R474 安徽华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8 水稻 坚两优 58 
国审稻 

20220209 
HA1705S×M280 安徽华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9 水稻 广泰优巴斯香占 
国审稻 

20226008 
广泰 A×巴斯香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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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 

30 水稻 泰优 532 
国审稻 

20226028 
泰丰 A×YH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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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水稻 洁田稻 001 
国审稻 

20226104 

黄华占 EMS 诱变突

变体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兴旺生物种业有限公司 

32 水稻 银两优 182 
国审稻 

20226118 
银 312S×YR182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荃银分子育种技术有限

公司 

33 水稻 银两优 501 
国审稻 

20226119 
银 312S×YR501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荃银分子育种技术有限

公司 

34 水稻 嘉禾优 123 
国审稻 

20226129 
嘉禾 212A×硕恢 123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水稻

研究所、上海中科荃银分子育种技

术有限公司 

35 水稻 武运 9367 
国审稻 

20226130 

常 13-9///丙 11-1/R 大

穗//2024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 

36 水稻 荷优五香 
国审稻 

20220205 
荷丰 A×五香丝苗 

安徽荃银超大种业有限公司、南昌

市康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7 水稻 荃优鄂丰丝苗 
国审稻 

20220257 
荃 9311A×鄂丰丝苗 

湖北荃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安徽

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金玉良种科技有限公司 

38 水稻 文两优徽丝 
国审稻 

20220085 
文 247S×徽丝苗 

安徽荃银超大种业有限公司、合肥

韧之农业技术研究所（普通合伙） 

39 水稻 Q 两优粤五丝苗 
国审稻 

20220104 
全 151S×粤标 5 号 

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40 水稻 品香优五山丝苗 
国审稻 

20220156 
品香 A×五山丝苗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

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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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荃

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水稻 荃优 210 
国审稻 

20220162 
荃 9311A×中恢 210 

安徽省创富种业有限公司、中国水

稻研究所、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42 水稻 荃优 902 
国审稻 

20220163 
荃 9311A×秾恢 902 

湖北金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高农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金广农业

技术有限公司 

43 水稻 
荃优美香丝苗 1 

号 

国审稻 

20220164 

荃 9311A×美香丝苗 

1 号 

深圳市金谷美香实业有限公司、合

肥金谷荃银种业有限公司、安徽荃



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信

达高科农业科学研究所、安徽赛诺

种业有限公司 

44 水稻 浙大荃粳优 167 
国审稻 

20220270 
荃粳 1A×DR674 

浙江大学、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哈勃生物种业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45 水稻 荃优 967 
国审稻 

20226005 
荃 9311A×R967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荃银

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荆楚

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荆州市瑞丰农

业高科技研究所 

46 水稻 荃 9 优 220 
国审稻 

20226019 
荃香 9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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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水稻 荃优 607 
国审稻 

20226027 

荃 9311A×中种 

R1607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荃银

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8 水稻 荃 9 优 475 
国审稻 

20226069 
荃香 9A×苏恢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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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水稻 九优 83 
国审稻

20220011 
荃 9311A×长恢 83 

长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

业基因组研究所、安徽荃银高科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 

50 水稻 荃早优晶占 
国审稻

20220029 
荃早 A×金晶占 

广州市金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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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水稻 巧两优丝苗 
国审稻 

20220072 
喜 08S×五山丝苗 

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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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水稻 荃优 91 
国审稻 

20220075 
荃 9311A×蜀恢 91 

四川农业大学、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53 水稻 
荃优美香银占 3 

号 

国审稻 

20220076 

荃 9311A×美香银占 

3 号 

深圳市金谷美香实业有限公司、合

肥金谷荃银种业有限公司、安徽荃

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信

达高科农业科学研究所、安徽赛诺

种业有 限公司 

54 水稻 春 9 两优 0822 
国审稻 

20220113 
春 199S×YR082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

研究所、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 

55 玉米 荃研 2002 
国审玉 

20220167 
A1699×铁 1370 辽宁铁研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56 玉米 荃研 2003 
国审玉 

20220168 
A1636×A1362 辽宁铁研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57 玉米 荃研 2001 
国审玉 

20220228 
A1151×A1650 辽宁铁研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58 玉米 荃金玉 1 号 
国审玉 

20220338 
G112×皖自 8109 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59 玉米 荃科 787 
国审玉 

20220227 
sy087×京 116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安

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60 玉米 荃科 782 
国审玉 

20220339 
京 661×京 19BDHJD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安

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61 玉米 荃科 785 
国审玉 

20220340 
JG296×京 19BDHJD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安

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62 玉米 荃玉 985 
国审玉 

20220341 
Q412×Q503 

安徽荃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63 棉花 金早 22 号 
国审棉 

20220004 
L36/97-165 系选 

新疆金丰源种业有限公司、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海南良种繁育基地 

二、多区域国审情况 

上述杂交水稻新品种中，荃优836等15个杂交水稻新品种在2022

年实现了多区域国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审定区域 历次国审情况 

1 荃优 836 国审稻 20226073 
长江中下游作一

季中稻种植 

国审稻 20216017 

长江上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2 荃广优巴斯香占 国审稻 20226023 
长江上游作一季

中稻种植 

国审稻 20216090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3 荃广优 822 国审稻 20220032 
长江中下游作双

季晚稻种植 

国审稻 20216085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4 新两优 611 国审稻 20226116 
长江中下游作双

季晚稻种植 

国审稻 20206160 

长江中下游作麦茬稻种植 

5 欣两优晚一号 国审稻 20220030 
长江中下游作双

季晚稻种植 

国审稻 20210310 

长江中下游作麦茬稻种植 

6 坚两优 58 国审稻 20220209 
长江中下游作双

季晚稻种植 

国审稻 20210026 

华南作双季早稻种植、长江

中下游作双季晚稻种植 

7 广泰优巴斯香占 国审稻 20226008 
长江上游作一季

中稻种植 

国审稻 20216094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8 泰优 532 国审稻 20226028 
长江上游作一季

中稻种植 

国审稻 20216093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9 荃优鄂丰丝苗 国审稻 20220257 
华南稻区作双季

晚稻种植 

国审稻 20210097 

长江上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10 品香优五山丝苗 国审稻 20220156 
长江中下游作一

季中稻种植 

国审稻 20210110 

长江上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11 荃优 967 国审稻 20226005 
华南稻区作双季

早稻种植 

国审稻 20206069 

长江上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国审稻 20216132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12 荃 9 优 220 国审稻 20226019 
长江上游作一季

中稻种植 

国审稻 20206096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13 荃优 607 国审稻 20226027 
长江上游作一季

中稻种植 

国审稻 20206150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14 荃早优晶占 国审稻 20220029 
长江中下游作双

季晚稻种植 

国审稻 20210302 

长江中下游作麦茬稻种植 

15 巧两优丝苗 国审稻 20220072 
长江上游作一季

中稻种植 

国审稻 20200209 

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上述新品种通过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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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