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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北省第五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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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618 济麦 22/系 118 河北春淼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春淼种业有限公司

2 小麦 河农 7276 河农 7069/石 4185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3 小麦 赵农 1632 长旱 58/衡 4399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

县实验基地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县实验基地

4 小麦 泊麦 18 沧麦 119/C137 泊头市蔬宝种业有限公司 泊头市蔬宝种业有限公司

5 小麦 麦瑞 1号 众信 13719/烟农 23
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小麦 河农 8324 豫麦 34/河农 5290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7 小麦 农大 179 师栾 02-1/良星 99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8 小麦 中麦 1824 良星 66/师栾 02-1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9 小麦 金禾16294 冀师 02-1/金禾 8211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

与食品科学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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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物 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申请者 育种者

10 小麦 兰德麦709
衡 4399/山农

055843//衡 4399

河北兰德泽农种业有限公

司、石家庄市兰德农作物研

究所

河北兰德泽农种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兰德

农作物研究所

11 小麦 兰德麦702 984121/衡 4568

河北兰德泽农种业有限公

司、石家庄市兰德农作物研

究所

河北兰德泽农种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兰德

农作物研究所

12 小麦 石麦 33 太谷核不育轮选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河北省种业集团

有限公司

13 小麦 衡育 3号 曲麦 12/科麦一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

研究所、衡水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衡水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

14 小麦 中麦 6032 济麦 22/周麦 20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河北春淼种业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河北春淼

种业有限公司

15 小麦 博农 308 众信 1899/良星 619 河北博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博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 小麦 道育 9001 京冬 17/冀麦 36
道一河北农作物研究有限公

司
道一河北农作物研究有限公司

17 小麦 河农 113
济麦 22/河农 2552//

济麦 22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18 小麦 邯麦 17 观 35/藁 9411 邯郸市农业科学院 邯郸市农业科学院

19 小麦 金钻九号 河农 6425 系选 河北鑫农种业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鑫农种业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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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小麦 联麦 72 济麦 22/G2420 河北省冀科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省冀科种业有限公司

21 小麦 婴泊矮丰8 矮抗 58/济麦 20 河北婴泊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婴泊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2 小麦 众岱 100 泰农 8681/泰农 18
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小麦 冀星 868 984121/冀麦 38 河北旺丰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旺丰种业有限公司

24 小麦 轮选 266
济麦 19/济麦 22//济

麦 22
河北嘉丰种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石家庄市

农林科学研究院赵县实验基地

25 小麦 盈亿 165 济麦 22/农大 3334 深州市种业有限公司 深州市种业有限公司

26 小麦 冀缘 3949 济麦 20/西农 822 河北旺丰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旺丰种业有限公司

27 小麦 农艺 596
轮选061/藁优2018//

冀师 02-1
河北农艺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农艺种业有限公司

28 小麦 森麦 298 邯麦 15/河农 825
石家庄森途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家庄森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9 小麦 华麦 9518
石麦 22/衡 4444//济

麦 22
河北华丰种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华丰种业开发有限公司

30 小麦 沃麦 33
衡7228/石新733//石

家庄 8号
河北沃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沃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1 小麦 龙堂一号 济麦 22/4520 河北东昌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曲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东昌种业

有限公司、河北福艾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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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麦 轮选 145 济麦 22/169-5z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

县实验基地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石家庄市

农林科学研究院赵县实验基地

33 小麦 轮选 45 61979/石新 733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

县实验基地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石家庄市

农林科学研究院赵县实验基地

34 小麦 天赐 137 丰优 68/济麦 22
河北天赐粮源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河北天赐粮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5 小麦 奥研 68 师栾 02-1/良星 99 河北科奥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科奥种业有限公司

36 小麦 儒农 1499 石 4185/邯 6172 河北可利尔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可利尔种业有限公司

37 小麦 沧麦 16 HXJ2012-49/长 6135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38 小麦 沧麦 17 HXJ2012-49/沧麦 12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39 小麦 农大 171 师栾 02-1/良星 99
中国农业大学沧州市农林科

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40 小麦
中糯麦 8

号
众信 4018/众信 6382

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小麦
冀资麦 3

号
漯珍一号/藁 8901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42 小麦
冀资麦 8

号
冀紫 439/冀 Z-76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