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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个集科研、生产、销售和服务于

一体的现代化农业高科技种子企业，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公司主要从事小

麦、玉米、棉花等农作物新品种的研

发和新成果的市场化运作。公司拥

有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完善的良种

繁育推广体系，超前的营销理念和健

全的质量保证体系。目前，“德中元”

品牌在中原地区已颇具影响力，“德

中元”平玉8号、农禾518已发展为中

原地区名牌品种。强大的营销团队

把握市场的脉搏，抓住市场的机遇，

为您打造辉煌前景。

“德中元”平玉8号

典型优点：高抗倒伏：根系发达，

茎秆弹性好，穂秆夹角小。

硬粒长马齿：半角质品质优，出

粒率90.5%。

特征特性：该品种幼苗健壮，株

型清秀，叶色浓绿。株高251厘米，

茎秆粗壮坚韧，根系发达，高抗倒

伏。穗长18~20厘米，穗粗5.3厘米，

穗行数16~18行，千粒重380g，籽粒

金黄透亮，轴细红色，春播生育期120

天，夏播93天。高抗青枯病、叶锈

病、大小斑病、黑粉病等多种病虫

害。活秆成熟。一般亩产700kg左

右，高产栽培亩产1000kg以上。

适宜区域：广泛适宜于黄淮海、华

北、西北、东北春、夏播玉米区域种植。

栽培要点：种植模式：改品种适

应性强，春播麦田套种，麦后种植及

与其他矮秆作物间作套种均可。

等行距种植：行距66厘米，株距

26厘米。

宽窄行种植：宽行80厘米，窄行

50厘米，株距26厘米。

播期：黄淮海区域5月25日~6

月20日。

密度：3500~4000株/亩。

田间管理：施足底肥，稳施拔节，

孕穗肥，补施花粒肥，并注意氨、磷、钾

配合使用。浇好出苗水，孕穗水、灌浆

水，拔节期注意蹲苗，大喇叭口期注意

防治玉米螟。根据田间生长情况及时

做好病虫害的观察防治工作。

河南商都种业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5年，现注册资金3000万

元，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机构，

主要从事农作物种子的科研、生

产、营销和技术服务，是一家科

技创新型种业公司。公司具备

种子的试验、生产、经营、推广的

能力，公司有强大的技术后盾为

广大农民和客户提供完善的技

术服务和指导。近年来，公司与

多家科研单位合作来共同发展

农作物新品种，竞争力非常强，

发展潜力巨大。河南商都种业

有限公司坚持振兴种业，科技为

本的经营理念，大力开展农作物

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

工作。公司在郑州建立了新型

的研发育种基地，同时拥有丰富

的、先进的种质资源，并利用自

身优势组织国内多家种业企业

进行新品种联合鉴定、品比试验

等。公司在郑州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投巨资兴建了办公大楼和

种子加工中心，配置了先进的种

子加工生产线和标准化种子检

验设备，2010年被授予“郑州市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销售品种有郑单035、豫单

2670；2012~2013 年度推出最

新审定抗病、抗倒、高产玉米新

品种“商都”农禾 518，2013~

2014年度将在河南省隆重推出

高 产 玉 米 新 品 种“商都”浚

5268，同时公司自育品种商都

986于2013年6月份通过山西省

审定，公司始终坚持“诚信经营、

服务农业”的企业理念，在保证

产品及服务质量的前提下，真诚

帮助合作伙伴，使合作伙伴获得

最大利润。

连续多年被列入国家粮油倍增计划

商研9938

审定编号：豫审花2010005

特征特性：属直立疏枝型品种，全生育期

123天左右。连续开花，单株结果数14~18

个；叶片长椭圆形，浓绿色；荚果普通型，百果

重232.1g,饱果率72.1%；籽仁椭圆形、粉红

色，有光泽，百仁重91.1g，出仁率69.4%。

抗病鉴定：2007、2008两年经河南省

农科院植保所抗性鉴定：抗病毒病、锈病。

品质分析：2007、2008两年农业部

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检

测：蛋白质21.83%/22.39，含油量53.30%/

51.04% ，油 酸 44.6%/45.1% ，亚 油 酸

33.9%/35.1%，油亚比（O/L）1.32/1.28。

产量表现：2007年省麦套组区试，9点

汇总荚果6增3减，平均亩产276.8 kg；籽

仁9点汇总4增5减，平均亩产178.7kg,分

别比对照豫花11号增产8.8％、1.7%，分居

12个参试品种第五和第七位。2008年续

试，9点汇总荚果、籽仁全部增产，平均亩产

荚果312.7kg、籽仁215.7kg，分别比对照

豫花11号增产16.2%、10.3%，荚果、籽仁

均居13个参试品种第一位。2009年省麦

套组生试，6点汇总荚果、籽仁全部增产，

平均亩产荚果312.5kg、籽仁218.6kg，分

别比对照豫花11号增产8.6%、4.9%，分居

6个参试品种第三和第五位。

栽培技术要点：露地春播适宜播期为

4月25日~5月10日，麦垄套种适宜播期

为 5 月 15 日~25 日；每亩种植密度为

9000~1.1万穴，每穴两粒种子，旱薄地宜

密，肥水地宜稀；增施磷、钾、钙肥，以提高

荚果饱满度。

适宜地区：河南省各地种植。

比远杂9102高产8%以上
优秀品种的后代更高产

商花5号

审定编号：豫审花2012003

特征特性：属直立疏枝型品种，夏播

生育期112天左右。单株饱果数11~15

个；叶片浓绿色、长椭圆形、中等大小；荚

果为茧形，百果重209.6g；籽仁桃形、种皮

粉红色，百仁重90g，出仁率75.0%。

抗病鉴定：2009、2010两年经河南省

农科院植保所鉴定：中抗叶斑病、病毒病，

抗根腐病。

品质分析：2009、2010 两年农业

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

蛋白质含量28.02%/27.12%，粗脂肪含

量 49.11%/50.86%，油酸含量 38.24%/

37.9%，亚油酸含量40.14%/40.6%，油亚

比(O/L)0.95/0.93。

产量表现：2009年省珍珠豆型花生品

种区域试验，9点汇总荚果全部增产，平均

亩产荚果316.4kg、籽仁237.8kg，分别比

对照豫花14号增产12.1%、12.8%，分居12

个参试品种第五和第四位，荚果比对照增产

显著；2010年续试，7点汇总荚果5增2减，

平均亩产荚果287.1kg、籽仁212.8kg，分

别比对照豫花14号增产8.7%、6.8%，分居

13个参试品种第八和第六位，荚果比对照

增产极显著。2011年省生产试验，7点汇

总荚果6增1减，平均亩产荚果284.1kg、籽

仁211.9kg，分别比对照远杂9102增产

8.1%、6.9%，均居6个参试品种第五位。

栽培技术要点：春播适宜播期在4月

下旬或5月上旬，麦垄套种适宜播期在5

月20日左右；每亩种植密度为1万穴，每

穴两粒，高肥水地每亩可种植9000穴，

旱薄地每亩可增加到1.1万穴。6月10

日以前播种，趁墒早播；每亩种植密度为

1.2万穴。

适宜地区：河南各地春、夏播种植。

创玉198

审定编号：豫审玉2011022

特征特性：夏播生育期 97~100

天。株型紧凑，叶片数19~20片，株高

265~275厘米，穗位高118~124厘米，

芽鞘深紫色，叶片绿色，第一叶尖端匙

形；雄穗分枝12~15个，雄穗颖片微红，

花药浅紫，花丝紫色，果穗中间型，穗长

15.1~15.8 厘米，穗粗4.8~4.9 厘米，穗

行数14~18行，行粒数31.8~35.1粒，穗

轴红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型，千粒重

290.9~304.5g，出籽率89.1%~89.9%。

抗性鉴定：河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人工接种抗性鉴定：2008年高抗大

斑病（1级）、矮花叶病（4.55%），抗小斑

病（3级）、弯孢菌叶斑病（3级），中抗茎腐

病（15.0%），中抗玉米螟（5级）。

2010年省玉米生产试验（4500株/

亩组），11点汇总，全部增产，平均亩产

572.2kg，比对照郑单958增产8.7%，居

8个参试品种第一位。

适宜地区：河南各地夏播种植。

栽培技术要点：

1.播期和密度：5月25日~6月10日

播种，密度4500株/亩。

2.田间管理：用玉米专用包衣剂对种

子进行药剂处理，苗期注意防止蓟马、棉

铃虫等虫害；苗期少施肥，大喇叭口期重

施肥；浇好三水：拔节水、孕穗水和灌浆

水；大喇叭口期用颗粒杀虫剂丢心，防治

玉米螟和蚜虫。

3.适时收获：玉米籽粒乳腺消失或籽

粒尖端出现黑色层时收获。

淦玉178

审定编号：豫审玉2010009

特征特性：夏播生育期96天。株型

紧凑，全株叶片 20 片，株高 246~255

厘米，穗位高103~112厘米；芽鞘紫色，

雄穗分枝中等，花药黄色，花丝粉色，苞

叶中；果穗筒型，穗长15.6~15.8厘米，

穗粗5.0~5.1厘米，穗行数14~16行，行

粒数32.9~35.2粒；黄粒、红轴、硬粒型，

千粒重314.8~340.3g，出籽率88.1%~

88.2%。

抗性鉴定：2008年河南农业大学

植保学院人工接种抗性鉴定：高抗大

斑病（1级）、矮花叶病（0.0%），中抗小

斑病（5级）、弯孢菌叶斑病（5级）、瘤黑

粉病（6.3%）、茎腐病（14.6%），抗玉米

螟（4.0级）。

产量表现：2007 年省玉米品种区

域试验（4000株2组），12点汇总9增3

减，平均亩产569.9kg，比对照郑单958

增产 3.3%，差异不显著，居19个参试

品种第七位；2008 年续试（4000 株 3

组），10 点汇总 9 增 1 减，平均亩产

611.1 kg，比对照郑单958增产4.7%，

差异不显著，居 19 个参试品种第三

位。综合两年22点次试验，平均亩产

588.6 kg，比对照郑单958增产3.9%，

增产点比率为81.8%。

2009年省玉米品种生产试验（4000

株组），9点汇总全部增产，平均亩产

606.8kg，比对照郑单958增产10.6%，

居10个参试品种第一位。

适宜地区：河南省各地种植。

栽培技术要点：

1.播期和密度：6月15日前播种，每

亩4000株。

2.田间管理：3叶间苗，5叶定苗。苗

期酌情施肥，中期重施肥穗肥，后期补施

粒肥，科学调配水肥。玉米籽粒乳腺消

失出现黑色层时收获，以充分发挥品种

的高产潜力。

浚县丰黎种业有限公司是在原浚县

种子公司的基础上改制成立的一家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资金6286万元，是首批

中国种业五十强企业、农业产业化省重

点龙头企业。

公司拥有现代化的科研育种中心和

先进的育种技术。近年来，公司以科研

为动力，坚持品种创新，不断提高自身

的核心竞争力。在小麦育种方面，公司

先后与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科技学院等

科研单位联合选育了豫农 949、豫麦

68、豫麦52、矮抗58等优质高产小麦新

品种，其中豫麦949、矮抗58通过国家

审定，其他品种通过省级审定；与开封

农科所共同选育的超高产、大穗小麦新

品种开麦18通过国家审定；自主选育的

小麦新品种浚麦99-7通过黄淮南片国

家审定，这是鹤壁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

选育并通过审定的小麦品种，浚麦K8

通过河南省审定。在玉米育种方面，公

司自主选育的玉米新品种浚研18通过

京津唐国家审定，浚研158通过河南省

审定，高产、稳产、多抗玉米新品种丰黎

98通过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审(认)定，

丰黎2008通过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审

(认)定，丰黎99通过北京、内蒙古审（认）

定，丰黎8号通过湖南省审定，丰黎9号

通过河南、山西两省审定，丰黎58通过

河北省审定，丰黎66通过山西省审定；

值得一提的是，高产多抗玉米新品种黎

乐66目前正处于审定前的公示阶段，今

年10月份，将正式通过国家审定。所有

审定品种均取得国家植物新品种保

护。截至目前，公司拥有省审玉米品种

9个，国审玉米品种1个；国审小麦品种

1个，省审小麦品种1个，并在省内外得

到大面积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公司生产的“丰黎”、“浚研”牌种

子除满足本县用种外，还远销到山东、

河北、安徽、江苏、山西、湖北及本省各

个市地，每年生产经营各类农作物种

子达4000余万公斤，年经营收入上亿

元。

黎乐66
被称为玉米中的“高富帅”

高，就是高产。黎乐66株型紧凑耐密

植，一亩地种植4000~4500棵。果穗长

20厘米，比郑单958长1到3厘米；千粒重

400克，比一般品种高40克。果穗结实饱

满不秃尖，籽粒宽厚，一穗能出4两籽，一

般亩产1600斤，高产超过2000斤！

富，富有抗性。黎乐66根系发达，茎

秆坚韧抗倒伏；抗小斑病，耐青枯病，综

合抗病能力强，田间自然发病轻。

帅，长相好，长相有特色。黎乐66株

型清秀，能够明显区别于其他品种，个性

十足。它穗上部叶片上冲，下部叶片平

展，通风透光性好；穗位高仅1米左右，比

例协调，稳重大方。

适宜区域：适宜黄淮海夏玉米区种植。

注：目前黎乐66已经过国审品种公

示，2013年即将通过国家审定。

中元种业
商都种业联合推出高产玉米新品种

河南恒丰种业有限公司

浚县丰黎种业有限公司

地址：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1394号富田财富广场
电话：0371-86622891 传真：0371-86622893
网址：www.hndezor.com

审定编号：豫审玉2012010

典型优点：.穗大行多籽粒长；根系发达抗性好；玉

米高产新记录的创造者。

特征特性：生育期:夏播生育期97天左右；植株性

状：株型半紧凑，株高282厘米，穗位106厘米，全株总

叶片数19~20片，果穗筒型，穗轴红色；穗行数16~20

行，行粒数31粒左右，籽粒黄色、籽粒长、出籽率高。

籽粒容重高。抗病性突出：连续两年河南农业大学植

物保护学院鉴定：抗茎腐病、矮花叶病、大斑病、小斑

病、弯孢菌叶病和玉米螟；品质优：达到767g/L。

产量表现：2009年省玉米品种区域试验12点汇

总，比对照郑单958增产7.2%，差异极显著，居17个

参试品种第一位；2010年续试（第二年区试），12点汇

总，12点增产，比对照郑单958增产10.2%，差异极显

著，居16个参试品种第一位。2011年生产试验，比对

照郑单958增产6.7%，11个试点全部增产。

栽培要点：适期早播：最佳播期6月15日前。

按要求合理控制种植密度：每亩留苗3500~4000

株，4~5叶期及时间苗、定苗，间苗太晚，留苗太多有

可能造成减产。播种方式：在整地条件好的地块建

议手工单粒播种或用播种机精量播种，机播时注意

调节株行距，根据籽粒大小调节播种机，防止卡粒。

肥水管理：施肥要前轻后重，科学施肥；浇好拔节水、

孕穗水和灌浆水；大喇叭口期足墒浇水，严禁干旱，

否则可能影响雌穗发育。病虫害防治：苗期注意田

间除草，防治蓟马、灰飞虱、地老虎；大喇叭口期用颗

粒杀虫剂丢芯，防治玉米螟等病虫害。适时晚收，增

加粒重，提高产量：籽粒乳线消失、出现黑色层时收

获，能增产5%~10%。

适宜区域：适宜在河南各地及黄淮海相似生态区

种植，选择中等以上肥力田块种植，春、夏播或蒜茬半

春播均可。

根系多，穗位更低，株高更低，抗倒伏能力强；

抗病性突出如：大小斑病、锈病、茎腐病等；

株型特别、长相清秀、活秆成熟；

雄穗分枝比美系品种多两个，花粉量足，结实性更好；

穗行数多，18~20行、籽粒长，单产提高，丰产性突出；

脱水快，穗层整齐，苞叶适中，适合机械收获；

籽粒容重高，米质优，卖价高，适应性广。

农禾518七大突出优势
●2012年河南全省布点50多个，丰

产性比较突出，与当地主栽品种对比优

势明显。其中焦作市孟州市赵和镇上寨

村种植户行立武种植的农禾518（夏播）

实际亩产1670斤，得到当地农户一致认可。

●2013年豫西玉米大面积倒伏，豫南豫东高温

干旱对玉米的正常生长影响非常大，但商都518表

现依然优异，优秀的抗倒性、抗病性和丰产性得到了

各地农户的高度认可和称赞，高产喜讯一个接一个，

全省各地预定销售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

为了更好的为广大农户进行技术服
务，全国统一技术服务电话十月份即将开
通：400-863-1518，敬请关注！

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国家863中部软件园 电话：0371—67998009 13523705699（手机）

洛阳市嘉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喜
讯

地址：洛阳市涧西区青岛南路 电话：0379-64281612

丰黎种子播天下 致富农民千万家

公司地址：河南省浚县黎阳路6号 电话：0392-2159669 2159559 2159618 2159689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北99号鑫苑金融广场
传真：0371-60158861
网址：www.shangduseed.com

洛玉一号
高产:2003年河南省玉米杂交种区

域试验续试第一位;2003年河南省玉米

品种生产试验第一位;2006年通过内蒙

古通辽市农技中心专家验收,春播亩产

达2136.2斤。

多抗:高抗茎腐病,瘤黑粉病,矮花

叶病,小斑病。

出籽率高:轴细籽深,结识性好。

熟期适中:出苗到收获96天左右。

平玉8号
高产:2008年河南省区域试验续试

(4000株/亩2组),平均亩产686.3Kg,比

对照增产5.8%。

多抗:高抗矮花叶病,抗小斑病,中

抗大斑病,瘤黑粉病,弯孢菌叶斑病。

出籽率高:轴细籽深,结识性好。

早熟:夏播生育期95天左右。

浚单26
高产:河南省夏玉米品种区域试验

第一组居16个参试品种第三位；河南省

玉米杂交种区域试验续试居17个参试

品种第三位；参加河南省玉米品种生产

试验居9个参试品种第二位；夏播具有

亩产1000公斤的高产潜力。

多抗:抗茎腐病,大斑病,小斑病,矮

花叶病。

出籽率高:轴细籽深,结识性好。

早熟:夏播98天左右,春播平均生育

期128天左右。

正棉一号
审定编号:豫审棉2006012,河南正粮

种业有限公司已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2004年参加河南省杂交春棉区域

试验,2005年同时参加河南省自交棉区

域试验续试和生产示范试验,三次试验

在同组别中的平均籽棉,皮棉,霜前皮棉

产量均居第一位。2006年通过河南省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产量表现:常规种植一般亩产籽棉

600斤以上,具有亩产籽棉800~900斤

的高产潜力。

河南正粮种业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26号 电话：0371-68107925 68107950

诚招玉米新品种独家代理伙伴

隆重推出以下品种

农禾518

河南商都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元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

隆重推出玉米新品种隆重推出花生新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