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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另供：矮抗58、豫农035、衡观35等小麦新品种

诚招区域代理商和战略合作伙伴

特征特性：夏播生育期101天；成株株型半紧凑，全

株叶片数21片左右，株高265.5cm，穗位高110cm；穗长

15.6cm，穗粗4.9cm，穗柄短，苞叶中短，穗行数14～18，

行粒数33.9，出籽率88.5%，千粒重317.9克。

抗性鉴定：中抗茎腐病，抗矮花叶病，高抗大斑病。

产量表现：2009年省玉米品种区域试验（5000株/

亩一组），平均亩产593.4 千克，比对照郑单958增产

3.0%，差异不显著，居17个参试品种第六位；2010年续

试，平均亩产564.5千克，比对照郑单958增产3.4%。

2011年省生产试验（5000株/亩一组），11点汇总，

11点增产，平均亩产507.1千克，比对照郑单958增产

5.1%，居7个参试品种第四位。

栽培技术要点：在中等肥力以上地块栽培，适宜播种

为期6月上中旬，每亩适宜密度4500～5000株，注意防

治小斑和玉米螟。

特征特性：生育期平均102天。株高76厘米，单株有效

荚数46.8个，单株粒数95.2粒，单株粒重17.8克，百粒重 21.7

克。接种鉴定，中抗花叶病。粗蛋白质含量38.53%，粗脂肪

含量22.28%。

产量表现：2008～2009年参加黄淮海南片夏大豆品种

区域试验，比对照豫豆22平均增产3.3%。2010年生产试验，

比对照中黄13增产3.8%。高水肥地可达300千克以上。

栽培技术要点：1.6月5日～25日播种，条播行距40厘

米，株距10～13厘米。

2.每亩种植密度高肥力

地块1.25万株，中肥力地块

1.5万株，低肥力地块1.6万

株。

3.每亩施氮磷钾三元复

合肥35千克或磷酸二胺15

千克做基肥；初花期每亩追施

氮磷钾三元复合肥5千克，或

花荚期叶面喷施1～2次。

适宜地区：河南，江苏、安

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夏播种

植。

授权书
玉米新品种“中单868”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和河南中原中农良种有限责任公司共同选育

而成，2012年通过河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

号：豫审玉201201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品种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之规定，“中单868”第一品种权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现同意第二品种权单位河南中原中农良

种有限责任公司排他性独占该品种在河南省合法区域

内生产、经营和品种市场维护的权利，此授权期限至该

品种在该区域退出市场。

特此授权

授权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2013年9月20日

地址：河南省新乡县中央大道666号 电话：400-8778-909 传真：0373-5602569
E-mail：yilijinseed@126.com 网址：http://www.hnznlz.com

玉米新品种——中单868 审定编号：豫审玉 2012012

河南中原中农良种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中原中农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抗倒性极强抗倒性极强 综合抗病性优综合抗病性优密度弹性好密度弹性好适宜区域广适宜区域广

中原营销中心地址：郑州市农业路72号国际企业中心A座1906 室
电话：0371-53736101

总部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4层
电话：010-82856885

河南永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北二公里
服务热线：0392-5622477 5622074 5622380(传真）

主推玉米品种：

浚单28 审定编号：豫审玉2008015

浚单29 审定编号：豫审玉2009029

浚单30 审定编号：豫审玉2009029

河南省新农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麦茬直播旱粳稻——焦旱1号（优质、高产、抗病、

耐旱）,审定编号：国审稻2009052

植物新品种保护号：CNA005619E.

优质稻米的杰出代表——红光粳1号（品质优、产量

高、穗子大、落黄好）,审定编号：豫审稻2005001

植物新品种品种权号：CNA20050629.3

综合性状最优水稻新品种——新农稻1号（高产、优

质、抗性强）,审定编号：豫审稻2010004

植物新品种保护号：CNA006857E.

最具推广价值小麦新品种——群喜麦4号（矮秆早熟

品质优 高产多抗播期长）,审定编号：豫审麦2011003

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号：20110552.5

地址：新乡县七里营镇青年路785号 电话：0373-5697597 网 址：www.hnxnzy.cn

河南省奥鑫种业有限公司

特征特性：夏播生育期96天。株型紧凑，全株叶片

20~21片，株高260cm，穗位高100cm。半马齿形，千粒重

317.1～350.8克，出籽率86.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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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小斑病、弯孢菌叶斑病，中抗矮花叶

病、瘤黑粉病，高抗玉米螟。

产量表现：2008～2009年省玉米品种区域试验，居20

个参试品种第一位。比对照郑单

958 增 产 6.9% ，增 产 点 比 率 为

95.5%。

栽培技术要点：1.播期和密度：5

月25日～6月15日播种，密度为每

亩4000～4500株。

2.合理施肥：苗期少施，大喇叭口

期重施，每亩施尿素40～50千克，施

肥时要注意氮、磷、钾的合理搭配，大

喇叭口期用呋喃丹丢心防治玉米螟。

3.适时收获：玉米籽粒乳浅消

失或籽粒尖端出现黑色层时收获产

量最高。

适宜地区：河南省各地种植。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京港澳高速许昌出口东100米
电话：0374-5671766 5672186 网址：www.aoxinseed.com

豫单811
审定编号：豫审玉2010025

周豆18
审定编号：国审豆2011006

河南永优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是

为落实国务院原总

理温家宝视察鹤壁

市农科院为浚单系

列种子提名“永优”

所作出的“让民族种业永远优质，永远走

在世界种业前列”的重要指示，以鹤壁市

农科院现有的浚单29、浚单26、浚单28

等玉米品种、种质资源和雄厚的科研力

量为基础，整合区域内种子企业的优势

资源，在原河南浚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基础上，注册资金1.2亿元，组建的既有

坚实的科技研发力量，又有强大的繁育

能力和广泛的市场推广能力的大型育繁

推一体化种业公司。

公司先后被授予河南省高新技术企

业、河南省质量管理先进企业、河南省种

子诚信企业、鹤壁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称号。注册了“浚单”、“浚玉”、“永

优”商标，“浚单”商标被评定为河南省著

名商标。

公司在海南建立了180亩育种基地，

常年在甘肃、新疆、宁夏建立2万亩以上

稳定的玉米种子繁育基地。具有配套完

善的种子加工、种子烘干、质量检验、防伪

监控及售前售后服务体系，构建了集品种

选育、种子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产业

化格局。

参加生产试验品种：

浚单509
浚单3136

参加区试品种：

浚单5602

R

蜡熟期：适时收获夺高

产，籽粒乳线消失出现黑色

层时收获，增加粒重，提高产

量。农华101脱水速度快，

品质好，容重高，收购价格

高。

▲苗期：

种子活力强，出

苗整齐；发芽出

苗快，拱土能力

强；保苗率高；

幼苗清秀。可

见叶8～10片

叶喷洒矮壮素

控制旺长；加强

田间培土，促进

根系下扎，增强

抗倒伏能力。

▲穗期：株型紧凑，穗上叶片上冲；株高

280～310厘米，穗位100厘米左右，茎秆上下

协调，韧性好；叶片细长，叶色较淡。小喇叭口

期至中后期注意防治玉米螟。

▶ 乳 熟

期：抗旱、耐瘠

薄、抗大斑、青

枯、灰斑病能

力突出，丰产

性 、稳 产 性

好。穗长21～

23厘米，轴细，

籽粒深，轴红

色；穗行数18

行左右，部分

果穗20行。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粒播种：农华101种子芽率

高，适于人工和机器单粒播种，机播时

注意慢速匀速行驶。夏播生育期99

天，每亩留苗3600～3800株；麦垄套

种以麦收前7～10天较为适宜；麦后直

播应及时抢种，最迟在6月15日之前。

▶适时收获

1.苞叶发黄后5~7天，乳

腺完全消失出现黑色层时收获

2.完全成熟后收获，延长

了灌浆时间，能增产10%左右

3.能提高蛋白质、氨基酸

含量，提高商品品质

4.可降低含水量，便于脱

粒和贮存

洛单248是以“棒棒大、粒粒深、芯芯细”和高出籽率为主要特征的优势单粒播种玉米新品种。

在河南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三次试验均比对照郑单958增产7%以上：

★2006年河南省区试，比对照郑单958增产7.5%

★2007年河南省第二年区试，比对照郑单958增产7.1%

★2007年河南省生产试验，比对照郑单958增产7.8%

▲籽粒分级

1.通过籽粒分级，大小均匀一致，有利于单粒播

种，防止卡粒或一穴多粒

2.籽粒均匀，出苗整齐、健壮，长相一致，可充分发

挥品种优势

3.去除霉变、损伤的种子，有利于种子存储和包装

▶单粒播种

1.节约用种，不

用间苗、定苗，省工、

省时

2.出苗整齐，株

行距一致，通风透光，

增强玉米抗病、抗倒性

3.合理密植能发挥品种优良特性，洛单248最佳种

植密度3500~3800株/亩

◀果穗烘干

1.防止机械

及人员混杂，保证种

子纯度，为农户提供

高品质种子

2.降低水分，

防止冻害，保证种子

芽率，保证种子质量

3.降低脱粒

对种子胚的损伤，减少种子破

粒，保持种子活力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视察金色农华种业科研基地

9月30日上午，习近平等
政治局同志来到中关村集体学
习，并调研战略新兴产业。大
北农集团（股票代码：002385）
董事长邵根伙博士作为农业科
技创新领域的领军人物现场向
习总书记等政治局同志汇报了
农业生物技术的前沿发展与大
北农最新科技创新成果。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
道，邵根伙博士向习总书记等
政治局同志汇报了生物产业的
发展情况。当邵博士讲到大北
农立足中关村，加大对生物技
术的投入，整合全球资源，以创
建全球领先的农业高科技企业
为奋斗目标，为实现农业科技
创新梦贡献力量时，习总书记
给予了高度赞扬。

大北农创业二十年来致力

于以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的现代
农业发展，是国家创新型企业、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拥有博
士后工作站和北京市第一家民
营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建有作
物生物育种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饲用微生物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2个国家级研发机构，
科技创新为集团发展提供了不
竭的动力。

大北农集团立志抓住和
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机遇，坚定不移的实
施创新驱动，提升我国生物
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成果转
化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勇
于肩负民族使命，进军全球
领先的农业高科技企业，为
实现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贡
献力量！

9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北京市市长
王安顺等相关部委及北京市领导
陪同下莅临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
技园区，考察现代种业发展工
作。汪洋副总理一行专程来到金
色农华通州育种中心田间现场调
研，大北农集团董事长、总裁邵根
伙博士和金色农华董事长李绍明
博士、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总经
理吕玉平博士等陪同参观。

李绍明博士详细地向汪洋副
总理介绍了我国玉米品种的发展
变迁和金色农华玉米第一代、第
二代品种以及正在培育的第三代
品种的特征特性。期间，汪洋副

总理还听取了大北农分子育种工
作取得的进展，他对金色农华在
品种培育、创新方面所做的工作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汪洋副总理
高兴的说到：今天看了你们所做
的工作，让我们增强了发展中国
种业的信心，看到了中国种业的
希望！

金色农华通州育种中心占地
290亩，主要承担材料选育，组合
测试、筛选，品种配套技术研究工
作，是金色农华研发试验的重要
基地。金色农华将以此为契机，
加快玉米新品种的选育、试验和
示范，加速成果的转化和推广，为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推进我国现
代种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创新驱动发展
——邵根伙博士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农业生物技术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