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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第七届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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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 序号 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申请者 育种单位

1 小麦 鑫瑞麦 88 泰农 18/良星 66 济南鑫瑞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鑫瑞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 小麦 烟农 31 烟农 09135/济麦 22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 小麦 山农 56 济麦 22-粗山羊草渐渗

系/良星 619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4 小麦 烟农 199 烟农 999/千禾麦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5 小麦 济儒麦 20 丰收 60/08鉴 75 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6 小麦 鲁青麦 6号 矮败小麦轮回选择后代/
济麦 22 青岛鲁聚丰种业有限公司 青岛鲁聚丰种业有限公司

7 小麦 潍麦 13 山农 K25053/山农 22 潍坊市农业科学院、山东菲达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市农业科学院、山东菲达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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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序号 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申请者 育种单位

8 小麦 山农 53号 LS2333/LS2634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9 小麦 烟农 33 济麦 22/烟农 23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10 小麦 齐民 23号 山农 32号/鑫麦 296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小麦 济麦 25 济麦 22/泰农 18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12 小麦 太麦 199 （太麦 9841/泰山 21）/
太麦 198 泰安市泰山区久和作物研究所 泰安市泰山区久和作物研究所

13 小麦 青研 126 青农 2号/山农 22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14 小麦 菏麦 317 济麦 22/周麦 24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

15 小麦 山农 51号 LS2734/LS6045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16 小麦 山农 116 W080068/石 4185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17 小麦 泰科麦 40 烟农 999/绿麦 1号 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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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序号 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申请者 育种单位

18 小麦 山农 57 山农 565/LS3283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19 小麦 精华麦 103 矮败不育系/济麦 22 郯城县精华种业有限公司 郯城县精华种业有限公司

20 小麦 禾元 376 泰农 18/LS6109 泰安市禾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市禾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1 小麦 黄泛麦 58 汶农 14/矮抗 58 无棣惠农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棣惠农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22 小麦 烟农 26 烟农 09135/济麦 22 山东黎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黎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3 小麦 金诺麦 2号 潍麦 8号/临麦 4号 山东金诺种业有限公司 山东金诺种业有限公司

24 小麦 泽麦 177 济麦 22/6058 山东泽农种业有限公司 山东泽农种业有限公司

25 小麦 济麦 24 （济麦 22矮败/中麦

895）/山农 711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26 小麦 济麦 1803 山农 23/SN064（小麦-
长穗偃麦草改良后代）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27 小麦 鲁粮 1号 山农 1882/济麦 22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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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小麦 德紫麦 1号 GP10-8/山农紫麦 1号 德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德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29 小麦 鲁粮 2号 郯麦 98/济麦 20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30 小麦 青研紫麦 1号 秃头紫麦/济麦 22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1 小麦 泰科紫麦 3号 鲁原 185/山农紫麦 1号 泰安市农业科学院 泰安市农业科学院

32 小麦 济儒麦 22 11J86/山农紫麦 1号 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3 小麦 烟紫麦 1号 矮败轮回选择群体不育

株M1/济麦 22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4 小麦 邦泰紫麦 1号 山农紫麦 1号/优异太谷

核不育株
山东中农天泰种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农天泰种业有限公司

35 小麦 彩麦 07 济麦 20/彩麦 F6 山东彩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彩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6 小麦 山农糯麦 2号 黑小麦 76/山农糯麦 1号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