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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第七十三次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主要农作物品种名称等信息

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申请者 育种者

1 小麦 扬辐麦 21
扬麦 22/扬辐麦

10-2559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2 小麦 宁麦 37
宁麦 13//宁麦 13/

扬麦 20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3 小麦 扬麦 42

镇麦 9号///扬麦

15//扬麦 15/宁麦

9号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4 小麦 宁麦资999
宁麦资 218/扬麦

17//镇麦 12 号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

技术研究所、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

研究所、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5 小麦
金运麦 5

号
宁麦 11/宁麦 14 江苏金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金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金

土地种业有限公司

6 小麦 扬富麦106 镇麦 4号变异株 扬州长富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大学实验农牧场、扬州长富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

7 小麦 扬辐麦 20
（扬麦 22/镇麦 9

号）F2 辐照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江

苏中旗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8 小麦 镇麦 25
扬辐麦 8004/保计

0601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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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申请者 育种者

9 小麦
扬江麦

1820
宁麦 9号/扬麦 16

扬州市扬子江种业有限公司、江苏千

重浪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市扬子江种业有限公司、江苏千重浪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小麦 镇麦 21 镇麦9号/镇麦8号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11 小麦 宁麦 38 镇 05185/生选 6号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12 小麦 盐麦 5号 镇麦9号/镇麦 168 盐城市盐都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盐城市盐都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13 小麦 瑞华麦511
瑞华麦 520/西农

511
江苏瑞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科技学院、江苏瑞华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14 小麦 徐麦 DH2

H35/矮抗 58 ∥矮

抗 58/／/徐麦

2023

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15 小麦 黄淮麦998 淮麦 33/HA68 江苏黄淮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黄淮种业有限公司

16 小麦 华麦 20 H0801/周麦 16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17 小麦 沣和麦693
烟农 21/百农矮抗

58
南京沣和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沣和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8 小麦 华麦 21 H0892/周麦 18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19 小麦 宁洪麦452 连麦 0809/淮麦 20
江苏洪泽湖农场种业有限公司、江苏

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江苏

洪泽湖农场种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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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申请者 育种者

20 小麦 淮麦 136
淮麦 28/淮麦 25//

淮麦 52
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

21 小麦 楠丰麦186 烟 5286/漯麦 9920 江苏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楠

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2 小麦 连麦 186 烟 0953/西农 538 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 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

23 小麦 瑞华麦595
瑞华麦 523/扬麦

11
江苏瑞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4 小麦 镇麦 26
扬辐麦 8004/保计

0601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25 小麦 扬辐麦 19
（扬麦 22/扬辐麦

9244）F1 辐照

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江苏里下

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江苏里下河地

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26 小麦 扬麦 41
扬 92F101/镇麦 9

号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27 小麦 宁麦 36 扬麦 20/宁麦 14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江苏

中旗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8 小麦 盐麦 1903
生选 6号/镇麦 10

号
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盐城市盐

都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29 小麦
兴农麦 9

号
扬麦 20/镇麦 168 江苏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兴化市

兴润种业有限公司

30 小麦 宁红麦199

扬 06-164/宁麦

13//扬 9 选系/镇

05185

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农业

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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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申请者 育种者

31 小麦 徐麦 136 中麦 895/徐 9098 徐州佳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佳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2 小麦 淮麦 60
淮麦 304//洛麦

23/淮麦 510

江苏天丰种业有限公司、江苏徐淮地

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天丰种业有限公司、江苏徐淮地区淮

阴农业科学研究所

33 小麦 华麦 22 连麦 4号/淮麦 35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34 小麦 淮麦 919 西农 2208/烟农 19
江苏省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黄淮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黄淮

种业有限公司

35 小麦 连麦 185 资 07-76/连 0809 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 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

36 小麦 徐麦 46 徐 7048/淮核 0615 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37 小麦 宁洪麦237 淮 1109/淮麦 20
江苏洪泽湖农场种业有限公司、江苏

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江苏洪泽湖农场种业有限公司、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38 小麦
宁中麦 2

号
徐麦 1618/淮麦 20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江苏中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江苏

中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39 小麦 农麦 330 淮麦 33/淮麦 30 江苏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40 小麦 盐麦 6号
明麦 1号

/CP01-27-3-1-1
盐城市盐都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盐城市盐都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41 小麦 苏研麦611
秦农 142/西农

9718
南京苏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苏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苏乐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