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之先   自然之选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实施科 农业基因组研究所、深圳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研

教兴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把握新时代 究院、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深圳华大基因生

农业科技创新的重大需求、战略方向和重点任 命科学研究院、深圳农科集团有限公司的领导

务，以科技改革创新驱动现代农业农村发展， 和专家参加了座谈会议。与会代表紧紧围绕

“农业科技经济一体化”、“农业科技创新体3月21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冯志勇等
系建设”、“农业科技支持体系”、“农业科一行调研组，在广东省农业厅、深圳市经济贸
技组织机制”等问题纷纷献计献策，对如何促易和信息化委员会相关领导的陪同下，来深开
进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出了良好的意展农业科技改革创新专题调研活动。调研组于
见与建议。

21日下午在在我司大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来
                      （廖心唯）

自深圳市农业科技促进中心、中国农科院深圳

2018年4月1日，深圳市潮汕商会创会会 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年产15000吨主要农作

长、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开松在深圳 物种子项目”建设等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公司

市五洲宾馆会见了来深出席“焦作市转型发展 领导杨雅生总裁、王玉辉总监等参加了会见。      

市情说明暨项目签约仪式”的焦作市委副书                    （文/图  王玉辉/熊万光）

记、市长徐衣显一行，双方就我司投资的河南

要闻荟萃

在1月8日召开的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2017年度会员大会暨迎新春茶话会”，杨雅

奖励大会上，由袁隆平院士领衔、袁创超级 生总裁作为会长，出席会议并做了《深圳市种

稻公司总裁邓启云研究员为团队带头人的 子同业商会2017年度工作总结及2018年度工作

“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荣获2017年度 计划》的报告。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创新团队）。邓 1月21-23日，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
启云研究员受袁院士的委托，代表团队接受 周云龙、副调研员何庆学等一行来深开展现代
颁奖。 种业发展调研，我司杨雅生总裁、黄涛副总裁

1月17日，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朱岩副 应邀参加。

主任等一行，来我司就知识产权保护、品种 1月31日，在深圳市生态农业促进会召开
权维权、植物新品种保护等内容进行调研； 的“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我司杨雅生
我司常务副总裁谷登斌、副总裁黄涛、生物 总裁当选为会长。
技术中心主任崔洪志、棉油育种中心主任朱 2-3月份，通过广东省农业厅、深圳市经
桢明、种质创新中心副主任吴坤等参加调研 贸信息委的评审和复核，我司再次被认定为
座谈。 “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深圳市重点

1月25日，深圳市种子同业商会举行 农业龙头企业”。

创世纪家园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南路2017号4楼 n83423050

31

201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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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

王玉辉

2018年3月7日，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兼 国种子协会考察团介绍了创世纪公司发展概

秘书长蒋协新、副会长马淑萍、邓光联、顾问 况、科研管理团队、生物技术、种质创新方面

组组长李立秋等领导一行来我司考察指导工 的创新研究技术、处于领先或先进水平的新型

作，公司杨雅生总裁、王玉辉总监、副总裁巫 转基因抗虫棉、抗除草剂作物、耐逆境转基因

永春博士等领导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作物、寒地杂交粳稻、高产优质超级稻、三系

杂交小麦等高新科技成果及作物新品种选育、中种协领导一行首先在王总监的陪同下参

繁育、推广一体化生产经营情况。中种协会领观了我司位于深圳市国际低碳城的标志性建筑

导对我司在科研投入、育繁推一体化产业经营----创世纪种业大厦、深圳国家农业科技园核

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扬。在会谈中，双方还就心园区之一的创世纪龙岗生物园，与巫副总

新疆棉区转基因棉花种子生产经营合法化、尽裁、种质创新中心副主任吴坤博士等就我司科

快制定出台国内种业企业走出去相关法律法研情况进行了交流；随后来到公司总部，在杨

规、加快审批转基因技术成果等问题进行了深总裁的陪同下参观了生物技术中心实验室；最

入地交流与探讨。  （文/图  廖心唯/钟凯）后在公司会议室展开了座谈交流，杨总裁向中

 吴开松董事长会见
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农业部科技改革创新
专题调研座谈会议在我司召开

本报电子版同步发行于碧虚网（http：//bio-t.bixu.me）

（本期4版）

81号

中国种子协会领导莅临创世纪考察指导

一、2017年1月8日，杨雅生总裁在深圳市 900’示范推广”、“玉米新品种‘玉迪21 登斌副总裁分别当选为第四届国家农作物品种 种业有限公司”；

生态农业促进会一届三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会 6’、‘绥玉28’示范推广”、“‘创杂油9 审定委员会棉花专业委员会、小麦专业委员会 十七、2017年12月16日，河南农业职业学
长； 号’、‘创杂油5号’、‘汉油8号’示范推 委员。 院隆重举行“创世纪吴开松董事长奖助学金”

广”等3个项目顺利通过深圳市验收；二、2017年1月23日，创世纪海南生物园 十二、2017年11月8日，成立科研管理 发放仪式；公司和学校领导共同向本次获奖学

九所基地被认定为首批农业转基因试验基地； 七、2017年8月8日，BT型细胞质雄性不育 部，对科研系统的研发过程及项目立项、实施 生颁发了证书及奖助学金；

系“创9A”顺利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进度、科研投入进行管理及为科研系统各中心三、2017年4月27日，生物技术中心科研 十八、2017年度，“创棉501、创棉45和
委员会技术鉴定； 提供后勤保障与支持；组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 创1010棉花新品种产业化推广”和“玉米新品

号”； 八、2017年9月21-23日，作为深圳市国家 十三、2017年度12月，斥资近2亿元建设 种伟科118和创玉107的示范推广”项目分别被

农业科技园区的核心企业，公司携转基因研究 的创世纪种业大厦主体工程全面竣工并顺利通 深圳市批准立项；四、2017年6月6日，杂交玉米新组合创玉
和五大作物生物育种等高新科研技术与成果参 过住建部门组织的验收；107通过河南省品种审定（审定编号:豫审玉 十九、2017年度，一个棉花蛋白激酶及其
加“2017深圳国际生物/生命健康产业展览2017024）； 十四、2017年12月9-13日，公司作为广东 编码基因与应用、一种抗草甘膦融合蛋白及其
会”，获得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 省唯一的一家全国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组织 编码基因、产生方法与应用等20项科研成果获五、2017年6月29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
中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第十六届广东种业博览 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合作选育的两

九、2017年9月，“转基因棉花新品种 会”；系杂交水稻品种Y两优957、Y两优800分别通过 二十、2017年度，巴基斯坦合资公司成功
‘创杂棉21号’、‘创075’、‘创杂棉28’了国家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稻20170035、 十五、2017年12月，公司被广东省种子协 注册GST并取得了种子合法进口权，两个棉花
产业化”项目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国审稻20170030）；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 会评为“广东省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骨干企 新品种BPC-09和BPC-12和1个杂交水稻新品种

公司选育的Y两优372两系杂交水稻品种通过了 十、2017年10月31日，公司再次被评为 业”； BPR-001通过了审定。

国家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稻20170046）；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十六、2017年12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六、2017年7月，“优质超级稻‘Y两优 十一、2017年11月2日，杨雅生总裁，谷 在河南省温县产业集聚区成立了“河南创世纪

政策解读

2018年4月12日，公司组织由总裁杨雅生 收。

率副总裁黄涛、财务总监李惜龙、行政总监王 创世纪种业大厦自2015年4月23日破土动
玉辉及财务部总经理王雁鸣、项目部总经理王 工，于2017年12月主体工程全部竣工；先后分
曦昭、总裁办主任熊万光、龙岗生物园行政经 别通过质检、消防、环境、水务、节能、技术
理刘狄光、基建经理杨兵、物业经理黄展强、 监督等相关部门的工程验收；于2017年12月顺
维护组组长张绿展等为成员的验收组，与工程 利通过了建设部门的验收。本次总验收顺利通
设计、勘察、监理、顾问、施工单位及电梯、 过后正式移交给创世纪公司使用与管理。
电力、消防安装单位一道，对创世纪种业大厦

                        （杨兵）进行了总验收并办理了移交手续。验收组人员

按照公司研究制定的验收方案认真逐项检查，

工程质量合格，创世纪种业大厦顺利通过验

 创世纪种业大厦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

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 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

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 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 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

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
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 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
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
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 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
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 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 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

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

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 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待

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续）

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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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 2017年度大事记

创世纪伴我成长 我和创世纪
             刘静静

转眼间，自己来创世纪已经有半年多了， 学到科研、生产、品管、市场、财务、行政、

创世纪的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如果说父母 管理等方面的课程，通过学习这些视频课程，

是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那创世纪就是我职场 不仅掌握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也对公司其他部

中的第一个老师，创世纪让我完成了从学生到 门的工作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社会人的身份转变，让我感受到了从校园到职 创世纪教会了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于
场的空间变化。虽然来创世纪的时间不是很 我来说，创世纪是一个区别于以往的新环境，
长，但是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创世纪也让我学到 所接触的人和事物都是新的。都说一入社会深
了很多，创世纪就像一个老师一样一直在督促 似海，但我在创世纪里感受到更多的是家的温
着我进步、陪伴着我成长。 暖，初入公司的我得到了很多领导和同事的帮

创世纪教会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负责。我 助，也正是他们的帮助才使得我更快融入公

的领导吴博是一个做事高度认真负责的人，所 司，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全身心投入工作。

以在工作中我也深受其感染，严格要求自己对 与他们的相处中让我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以

待每一项工作都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即使只 后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要友善对待

是一项小任务也要一丝不苟地完成。刚入职时 他人，热心帮助他人，做到与他人和谐相处。

吴博就曾经告诉我在工作中一定要制定计划， 在这半年多时间里，让我感受到了公司领
及时总结。现在我会按要求制定年计划、月计 导对工作的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对员工的无
划、周计划，并及时做好工作总结，这样不但 微不至，让我感到加入创世纪是幸运的，能成
可以提前预测到困难、制定解决方案，而且可 为公司的一员让我无比自豪。在这十分感谢公
以将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做一对比，找出自己 司给予我这一岗位的工作培训，在接下来，我
实际工作中的不足与改进方法，以此一步步来 会将培训中学到的、体会到的进行再消化并融
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会到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去，同时在把自我优越

创世纪教会了我在工作之余要不断提升自 的方面展现给公司外，我还会时刻持续高昂的

己。与工作对每个人来讲，就如同鸟之两翼， 学习热情，不断地补充知识和努力改变自己的

车之两轮，若想有成，两者不可偏废其一。对 不足，使自己成为一名适合公司发展需要的优

于我这个刚从学校出来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万 秀员工。最后感谢创世纪一直在陪伴我成长，

物皆有可学，事事皆有学问，在学习中，自身 我也会与领导同事们一起为创世纪的美好明天

才能不断得到成长。创世纪给员工提供了一个 而奋斗。

很好的学习平台——网络商学院，在商学院里

不仅可以学到自己专业方面的知识，而且可以

2016年7月大学毕业，就职于一家公司。 实相符。

2017年8月离职，开始新的求职。2017年10月 随着对行政工作的逐渐了解，我也慢慢认
19日，我来到了创世纪，认识了我的领导王总 识到要做好这个岗位就需要端正的工作态度和
监和熊主任，要做的工作都是我上一份工作没 良好的工作方法。行政工作是一些比较琐碎的
有接触过的内容，我想这或许是一个全新的尝 工作，是公司各部门的后勤保障部门，所以在
试和挑战，我决定来创世纪开始我的第二份工 接触同事时，需要认真、细心的工作态度，对
作。 工作不能马虎，对领导交代的事不能敷衍。其

创世纪是一家种业公司，公司主要从事植 次，良好的工作方法是做好工作的保证。工作

物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及棉花、玉米、水稻、 方法得当，事半功倍；工作方法不得当，事倍

小麦和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业 功半。那怎么才能有得当的工作方法呢？我认

务。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我需要学 为，这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做到四点--多留心，

习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 多积累，多学习，多记录。对于行政工作来

说，做好工作记录也是必不可少的；俗话说创世纪网络商学院是公司的一个学习平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工作中一定不能疏台，这个平台能让我们接触到更深层次的工作
忽大意，万事以为只用脑子就可以记住了，但方法和管理理念，这不仅对公司的发展有利，
是这样往往可能造成重复工作，或者漏做工对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也是终身受益的。学习必
作，不但给自己带来麻烦，也给别人带来不修课程可以让我对公司较快的有一个初步的了
便，所以最好清清楚楚的记录在本子上，就会解和认识，还可以在平台上选修自己想要学习
避免造成工作上的失误。的其他课程，透过日常工作学习对行政工作有

了更高的认知，同时用心与领导和同事进行沟 时光如梭，来创世纪工作已经半年的时

通，尽快的融入到创世纪这个大集体。 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深深的知道员工的成

长需要企业的支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固定资产盘点是我来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工
奉献，员工助企业发展，企业助员工成长，就作。固定资产具有价值高、使用周期长、使用
如同创世纪和我，十分有幸成为创世纪的一地点分散、管理难度大等特点,正是由于这些
员，能够在一个领导体贴下属，同事们互帮互原因给固定资产盘点带来极大的困难。在实际
助，和谐共处，积极奋进的公司里工作，使我工作中资产管理部门、使用部门和财务部门配
对公司也有了种久违的亲切之感。我会时刻保合得不够，资产的增加、调拨和报废工作，由
持积极进取的心态，学习知识弥补不足，让自于时间上没有严格的限制和管理上没有严格的
己成为一个有点滴奉献、可以促进公司发展的惩处措施造成单据流转速度慢，造成人账时间
优秀员工。滞后，或重复进账、漏进、产生账实不符现

象。要通过认真核对、反复沟通，才能保证账

             廖心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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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北内陆棉区国审新品种--创棉508

打造在生物技术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国际化企业

寒地杂交粳稻新品种创优31：黑龙江

省审，第一个杂交粳稻审定品种

Y两优18—国家长江中下游区审定

全能稻—旺两优958：国家长江上游

区、湖南审

创优华占—国家华南早籼审定

旺两优950—国家长江中下游区审定

乐优190：河南省审定

黄金稻—Y两优911：湖南省、广东省

审

纹枯病、感白叶枯病。 大粒多、高产稳产、米质优良、抗倒伏能力强、
适合机械化栽培。具有“晚稻的熟期、中稻的产产量表现：2015年参加豫南稻区中籼稻区域
量、常规稻米质”的特点。全部米质指标达国家试验，11点汇总6点增产5点减产,平均亩产稻谷
《优质稻谷》标准2级。2017年广东省农业厅验621.7kg，比对照丰两优四号减产0.9%，2016年续
收774.2公斤/亩（双季晚稻）试，10点汇总6点增产4点减产,平均亩产稻谷

565.3kg，比对照丰两优四号减产1.0%。2017年参 特征特性：株高105.4厘米，每亩有效穗
加生产试验，8点汇总6点增产2点减产,平均亩 18.9万，每穗总粒数 177.6粒，每穗实粒数
产稻谷591.9kg，比对照丰两优四号增产2.0%。 142.7粒，结实率84.7%，千粒重23.4克。米质：

出糙率81.1%、精米率73.3%、整精米率71.2%、栽培技术： 1、播期和播量：河南地区作中
粒长6.5毫米、长宽比3.1、垩白粒率12%、垩白稻，在4月底到5月初播种，可适期早播，重点推
度1.7%、直链淀粉含量16.0%、胶稠度62毫米、荐旱育秧，秧田播种量控制在每亩10kg，加强苗
碱消值5.0级、透明度1级，米质达国标二等优质

品种来源：创9A/BCR131-2
米。稻瘟病综合抗性指数3.7，白叶枯病抗性

突出优势：穗大粒多,分蘖优势强,高产稳 5.0级，稻曲病抗性平均5.0级。 省、江苏省的长江流域稻区以及浙江省中稻区、产,米质优,食味值高，抗病耐冷。
适宜江西、湖南等长江中下游双季稻区作晚 福建省北部稻区、河南省南部稻区作一季中稻种

特征特性：在适应区出苗至成熟生育日数 稻种植，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南部 植。
129天左右，需≥10℃活动积温2300℃左右。该 作早熟中稻直播种植，也可在广东省粤北以外稻
品种主茎11片叶，粒型长，株高100.0厘米左 作区作早晚造种植。
右，穗长19.0厘米左右，每穗粒数130粒左右，
千粒重26.5克左右。品质分析结果：出糙率 综合表现：Y两优18为公司自主选育的两系
82.2%，整精米率68.6%，垩白粒米率16.5%，垩白 杂交中稻组合，具有株型适中，分蘖力强，丰
度2.8%，直链淀粉含量（干基）18.78%，胶稠度 产、稳产性好，耐肥抗倒，米质优良。全部米质
80.0毫米，食味品质83分，达到国家《优质稻 指标达到农业行业《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3综合表现：旺两优958为公司自主选育的两
谷》标准二级。三年抗病接种鉴定结果：叶瘟 级，2017年完成国家长江中下游审定试验。系杂交中稻组合，具有株型适中，分蘖力强，有
3级～5级，穗颈瘟1级～3级。三年耐冷性鉴定 特征特性：株高122.3厘米，每亩有效穗数效穗多，抗病性、耐寒性强，丰产、稳产性好，
结果：处理空壳率2.88%～24.6%。 15.9万，穗长26.7厘米，每穗总粒数197.2粒，耐肥抗倒，米质优良。全部米质指标达到国家

产量表现：2015、2016年黑龙江省区域试验 结实率82.1%，千粒重26.2克。稻瘟病综合指数《优质稻谷》标准3级，2017年完成国家长江上
平均单产9397.1kg 公顷，比对照龙粳46增产 4.4级，白叶枯病5级；褐飞虱9级；抽穗期耐热游和湖南省审定试验。
12.7%； 2017年生产试验平均单产 9798.2kg/公 性3级。米质主要指标两年综合表现：糙米率特征特性：每亩有效穗数17.1万，株高
顷，比对照龙粳46增产12.1%。 80.7%，整精米率63.6%，长宽比3.0，垩白粒率103.2厘米，穗长23.8厘米，每穗总粒数183.7

34%，垩白度4.1%，透明度2级，碱消值6.1级，栽培技术：1、适期播种，播种期4月15 粒，结实率82.4%，千粒重25.9克。稻瘟病综合
胶稠度67mm，直链淀粉含量14.2%，综合评级为日～4月22日，插秧期5月18日～5月25日，秧龄 指数2.8级。米质指标：糙米率81.3%，整精米率
部标优质3级。30～35天，插秧规格为30 厘米×13.3厘米，每 57.8%，垩白度3.8%，透明度2级，碱消值5.0

床管理，建议使用多效唑培育多蘖壮秧，每亩穴 2～3 株。2、田间管理，一般公顷施纯氮 适宜区域：适宜在湖北省（武陵山区除级，胶稠度81mm，直链淀粉含量15.6%，综合评
2g（15%比例兑水）浸种5-10分钟，凉干后播112公斤，氮：磷：钾= 2 ：1：1.25。氮肥比 外）、湖南省（武陵山区除外）、江西省、安徽级为国标优质3级、部标优质3级。
种，秧龄控制在40天以内，以栽中苗（20天-例：基肥：蘖肥：穗肥= 5：3：2，基肥量：纯 省、江苏省的长江流域稻区以及浙江省中稻区、适宜区域：适宜在云南、贵州（武陵山区除
30天）为好。2、栽插方式：以当地习惯即可，氮 56 公斤，纯磷 56公斤，纯钾 40公斤；蘖 福建省北部稻区、河南省南部稻区作一季中稻种外）、重庆（武陵山区除外）的中低海拔籼稻
亩用种1-1.2公斤，亩栽1.5-1.8万穴。每穴2-肥量：纯氮 34公斤；穗肥量：纯氮22 公斤，纯 植。区、四川平坝丘陵稻区、陕西南部稻区，湖南
3粒谷秧，保证基本苗在10万株以上，以确保有钾30 公斤。灌溉方法：井灌或自流灌。3、收获 （武陵山区除外）等长江中下游流域稻区作一季
效穗16万以上/亩。3、田间管理：施肥管理，重期9月20日～9月25 日。4、注意事项：稀播匀 中稻种植。
施底肥，早追肥，注意N、P、K肥合理搭配，忌植，减少用种量。 综合表现：创优华占为公司自主选育的香型偏施N肥。亩施纯N不少于10公斤，五氧化二磷适宜区域：黑龙江省第三积温带稻区 抗病三系杂交稻组合，具有株型适中，分蘖力4公斤，氯化钾15公斤，底肥中N肥70%，P肥

强，稳产性好，抗稻瘟病，适应性广；2017年完综合表现：旺两优950为公司自主选育的两100%，K肥5公斤，分蘖肥N肥20%，K肥5公斤，
成国家华南早籼审定试验。系杂交中稻组合，具有株型适中，分蘖力强，丰穗肥N10%（根据田间肥力情况，可不施），K肥

品种来源：乐5A/乐恢190 特征特性：株高112.2厘米，穗长21.5厘产、稳产性好，耐肥抗倒，米质优良。全部米质5Kg；管水原则：浅水栽秧，寸水活棵，薄水分
米，每亩有效穗数 17.8万穗，每穗总粒数特种特性：属三系杂交稻新品种。全生育期 指标达到国家《优质稻谷》标准3级，2017年完蘖，深水孕穗、养花，后期干干湿湿，切忌断水
152.2粒，结实率86.5%，千粒重25.0克。抗性：144天，与对照熟期相当。株高117.5-125.0厘 成国家长江中下游审定试验。过早，以免影响结实率及充实度；病虫害防治，
稻瘟病综合指数2.6，白叶枯病7级；褐飞虱9米，茎杆粗壮，苗期生长势旺，分蘖力强，亩有 特征特性：每亩有效穗数16.5万，株高要注意螟虫、蓟马、稻飞虱、稻曲病、纹枯病、
级；白背飞虱9级。米质主要指标：糙米率效穗16.7-21.6万穗，纺锤形穗，穗长26厘米， 114.9厘米，穗长24.8厘米，每穗总粒数189.5白叶枯病的综合防治工作，特别是在苗期和分蘖
82.6%，整精米率54.1%，垩白度7.0%，透明度每穗总粒数167.7-178.3粒，结实率80.0-84.0%， 粒，结实率80.9%，千粒重26.8克。稻瘟病综合期注意稻蓟马、螟虫等虫害防治，在抽穗破口前
2级，碱消值5.6级，胶稠度67mm，直链淀粉含量千粒重28.9-29.0g。该组合株型适中，叶色淡 指数4.3级；白叶枯病5级；褐飞虱9级；抽穗期和灌浆后期注意防治稻曲病。
22.0%。绿，穗层整齐。植株松散适中（半紧凑），下位 耐热性3级。米质指标：糙米率81.1%，整精米率适宜区域：豫南中籼稻区种植。

叶较窄，上层叶片中宽直立，略外卷。熟期转色 适宜区域：适宜在广东粤北以外，福建南55.9%，长宽比 2.9，垩白粒率 18%，垩白度
极好，不早衰。叶缘、叶舌、叶鞘、叶腋、节 部，广西桂南和海南稻作区作早稻种植。3.9%，透明度2级，碱消值5.0级，胶稠度67mm，
间、茎内壁无色，主茎叶片数15.9叶。谷粒杆黄 直链淀粉含量15.4%，综合评级为国标优质3级、
色、无芒，稃尖无色。籽粒长型，粒长0.73厘 部标优质3级。

综合表现：Y两优911为公司自主选育的超级米，粒宽 0.21厘米，长宽比 3.5:1。出糙率 适宜区域：适宜在湖北省（武陵山区除
杂交晚稻组合，株型松散适中、分蘖力中强、穗80.7%。整精米率60.4%。中抗（MR）稻瘟病、感 外）、湖南省（武陵山区除外）、江西省、安徽

/

名称：创棉508，国家西北内陆棉区审定 149.9千克，分别比对照新陆早 36号增产

16.2%、13.8%、10.9%；2016年子棉、皮棉、品种来源：中棉所16×炮台1号

霜前皮棉亩产分别为350.4千克、142.3千克，突出优势：长势强、产量高、品质优、抗

139.2千克，分别比对照新陆早 36号增产病性好
9.2%、7.0%、6.2%；两年平均子棉、皮棉、霜特征特性：非转基因早熟常规品种，西北
前皮棉亩产分别为362.4千克、149.0千克，内陆棉区早熟组生育期125天，出苗好，前期
144.5千克，分别比对照增产12.7%、10.4%、长势强，后期长势强，后期不早衰，整齐度较
8.6%。2017年生产试验，子棉、皮棉、霜前皮好，结铃性较好，吐絮畅、集中。株型紧凑，
棉 亩 产 分 别 为 412.9千 克 、 173.7千 克 ，株高78.1厘米，Ⅱ式果枝，茎秆茸毛多，叶片
165.4千克，分别比对照增产14.2%、14.1%、中等，叶色浅。棉铃长卵圆形，第一果枝节位
11.5%。5.65节，单株结铃6.2个，单铃重6.4克，衣分

栽培技术：1、4 月15—20 日播种。 2、41.09%，子指11.9克，霜前花率97.16%。接种
中等肥力田块种植密度每亩15000株左右。3、鉴定：抗枯萎病，第一年病指3.2，第二年病
施足底肥，早施重施花铃肥，补施盖顶肥，增指5.7；感黄萎病，第一年病指43.2，第二年
施有机肥、钾肥、硼肥、微肥。4、生育期间病指33.2；不抗棉铃虫。HVICC纤维上半部平
化控 3-4 次，第一片真叶期就可以开始调均长度30.35毫米，断裂比强度31.85厘牛/特
控，根据长势确定用量，打顶后一周要适当加克斯，马克隆值4.45，断裂伸长率6.55%，反
大缩节胺用量。 5、全生育期做好病虫害的综射率 80.1%，黄色深度 7.4%，整齐度指数
合防治，重点抓好红蜘蛛、蚜虫、棉铃虫的防84.8%，纺纱均匀性指数156.45，品种Ⅱ型。
治。产量表现：2015-2016年参加西北内陆棉

种植区域：西北内陆早熟区域轻病地或无区早熟组区域试验，2015年子棉、皮棉、霜前
病地种植。皮棉亩产分别为 374.4千克、 155.6千克，

专题

创玉102：国家黄淮海夏玉米区审定

创玉210：国家黄淮海夏玉米区审定

创玉411：东华北中晚熟区国审

创玉115：分别通过国家黄淮海夏玉

米区、国家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区审

定。

创玉402：黑龙江省审

壳浅紫色。株型紧凑，株高281厘米，穗位高 克，比对照郑单958增产10.06%。2017年生产 123天左右，需≥10℃活动积温2400℃左右。
100.5厘米，成株叶片数19.5片。果穗筒型， 试验，平均亩产763.7千克，比对照郑单958增 该品种幼苗期第一叶鞘绿色，叶片绿色，茎绿
穗长18.1厘米，穗行数14-16行，穗粗5.1厘 产5.58%。 色。株高280厘米，穗位高115厘米，成株可见
米，穗轴红，籽粒黄色、半马齿，百粒重 栽培技术要点：1、该品种在适应区5月初 21片叶。果穗锥型，穗轴红色，穗长23厘米，
37.95克。接种鉴定，中抗茎腐病，高感穗腐 播种，选择中等肥力以上地块种植，采用垄作 穗粗5.4厘米，穗行数14～16行，籽粒马齿
病，感小斑病，高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粗缩 直播栽培方式，密度4500株/亩。 2、施肥方 型、黄色,百粒重36克。品质分析结果：容重
病，感瘤黑粉病，高感南方锈病。籽粒容重 法及公顷施肥量：基肥及种肥施磷酸二铵 779克/升,粗淀粉71.33%，粗蛋白11.03%，粗
706克/升，粗蛋白含量11.90%，粗脂肪含量 150～200公斤/公顷、15公斤硫酸锌、20-30公 脂肪3.87%。三年抗病接种鉴定结果：大斑
3.33%，粗淀粉含量 73.42%，赖氨酸含量 斤硫酸钾或者施用玉米复合肥200～300公斤 病：5～5+级，丝黑穗病：9.4%～20.2%。
0.32%。 /公顷；在拨节期追施尿素200～300公斤/公 产量表现：2015、2016年区域试验，两年

产量表现：2016-2017年参加黄淮海夏玉 顷。 3、田间管理：要求及时铲趟，完熟期收 平均产量12080.7千克/公顷，比对照鑫鑫1号
米组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产685.15千克，比 获。 增产 12.9%。 2017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对照郑单958增产6.0%。2017年生产试验，平 适宜区域：吉林省四平市、松原市、长春 11250.2千克/公顷，比对照益农玉10号增产
均亩产648.7千克，比对照郑单958增产5.7%。 市的大部分地区，辽源市、白城市、吉林市部 3.4%。

栽培技术要点：1、播期及密度：麦垄套 分地区、通化市南部，辽宁省除东部山区和大 栽培技术：1、在适应区4月下旬播种，选
种或直播均可，最佳播期在6月15日前；适宜 连市、东港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内蒙古赤峰 择中等肥力地块种植，采用单垄栽培方式，公
密度5000株/亩。 2、施肥方法：每亩25公斤 市和通辽市大部分地区，山西省忻州市、晋中 顷保苗6.75万株。2、施肥方法及公顷施肥

品种来源：SH001×SH002 三元复合肥（15-15-15）做基肥，大喇叭口前 市、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吕梁 量：播种前复合肥30公斤/亩，深施，并在小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 期用25公斤尿素做追肥；大喇叭口期用辛硫磷 市平川区和南部山区，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 喇叭口期追施尿素20公斤/亩，或者播种前深

102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0.5天。幼苗叶鞘 颗粒剂丢心防治玉米螟，注意防治锈病。 3、 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北 施60公斤免追肥。3、田间管理：单粒播种，
紫色，叶片绿色，叶缘绿色，花药紫色，颖壳 玉米苞叶变黄后十天收获产量最高。 部、沧州市北部春播区，北京市春播区，天津 播种后喷施封闭药除草，小喇叭口期深翻培
浅紫色。株型半紧凑，株高268厘米，穗位高 适宜区域：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 市春播区。注意防治大斑病和灰斑病。 土。大喇叭口期用高架车喷施防虫药一次。
105.5厘米，成株叶片数20片。果穗筒型，穗 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 4、注意事项：在低温稳定超过10℃以上再进
长16.4厘米，穗行数16-18行，穗粗5.4厘米， 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川 行播种，防止低温粉种。
穗轴红，籽粒黄色、半马齿，百粒重30.4克。 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 适宜区域：适宜≥10℃活动积温2650℃以品种来源：CY12×CY06
接种鉴定，感茎腐病，高感穗腐病，感小斑 襄阳地区。 上区域种植。特种特性：淮海夏玉米区出苗至成熟
病，感弯孢叶斑病，高感粗缩病，高感瘤黑粉 103天，与对照品种郑单958熟期相同。幼苗长
病，籽粒容重733克/升，粗蛋白含量10.49%， 势强，叶鞘紫色，叶片绿色，叶缘绿色，花药
粗脂肪含量3.94%，粗淀粉含量74.77%，赖氨 紫色，颖壳绿色。株型半紧凑，株高278厘

品种来源：哈18-198/XMG001酸含量0.32%。 米，穗位高98厘米，成株叶片数19片。果穗筒
特种特性：半紧凑型,需活动积温2650产量表现：2015-2016年参加黄淮海夏玉 型，穗长18.2厘米，穗行数16行左右，穗粗

℃，生育期126天,株高300厘米,穗位100厘米组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产726.55千克，比 5.3厘米，穗轴红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型，
米,适宜密度4500株/亩,高抗大小斑病,高抗青对照郑单958增产9.23%。2017年生产试验，平 百粒重35.6克。接种鉴定，感茎腐病、穗腐
枯病,高抗倒伏,高抗丝黑穗病,果穗筒型,长均亩产642.0千克，比对照郑单958增产4.6%。 病、小斑病和南方锈病，高感弯孢叶斑病、粗
18厘米, 16行,轴细粒深,品质好,脱水快。栽培技术要点：1、播期：夏播播期6月 缩病和瘤黑粉病。籽粒容重751克/升，粗蛋白

产量表现：2016-2017年参加东华北中熟5日－6月15日，力争早播。 2、适宜种植密 含量11.51%，粗脂肪含量3.17%，粗淀粉含量
春玉米组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产811.63千度：4500株/亩左右。 3、种植方式：直播或 74.08%，赖氨酸含量0.36%。
克，比对照先玉335增产5.46%。2017年生产试麦垄套种均可；等行距种植，单株留苗。 4、 产量表现：2016-2017年参加黄淮海夏玉
验，平均亩产789.46千克，比对照先玉335增肥水管理：播种前亩施三元复合肥30公斤左右 米组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产676.2千克，比
产2.52%。做底肥，喇叭口期亩追施尿素25公斤；遇干旱 对照郑单958增产3.4%。2017年生产试验，平

栽培技术：1、该品种在适应区5月初播及时浇水。 5、病虫害防治：苗期防治蚜虫及 均亩产670.8千克，比对照郑单958增产3.4%。
种，选择中等肥力以上地块种植，采用垄作直灰飞虱危害，大喇叭口期用药剂防治玉米螟。 栽培技术：1、适宜种植密度5000株/亩，
播栽培方式，密度4500株/亩。2、施肥方法及适宜区域：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 等行距种植；2、黄淮夏播应在6月5日至20日国家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 公顷施肥量：基肥及种肥施磷酸二铵150～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 播种；3、播种前亩施三元复合肥50公斤做底特征特性：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出苗至 200公斤/公顷、15公斤硫酸锌、20-30公斤硫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川 肥，喇叭口期亩追施尿素15公斤，遇干旱及时成熟127.6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1.4天。幼 酸钾或者施用玉米复合肥200～300公斤/公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 浇水；4、播种前种子应包衣防治地下害虫，苗叶鞘紫色，叶片绿色，叶缘紫色，花药浅紫 顷；在拨节期追施尿素200～300公斤/公顷。襄阳地区。穗腐病、瘤黑粉病重发区慎用。 喇叭口期用药剂防治玉米螟危害。色，颖壳浅紫色。株型紧凑，株高297.7厘 3、田间管理：要求及时铲趟，完熟期收获。

适宜区域：适宜在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米，穗位高112.95厘米，成株叶片数21片。果 适宜区域：适宜辽宁省东部山区和辽北部
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穗长锥型，穗长19.35厘米，穗行数14-16行， 分地区，吉林省吉林市、白城市、通化市大部
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穗粗5.1厘米，穗轴红，籽粒黄色、马齿，百 分地区，辽源市、长春市、松原市部分地区，
分平川地区、江苏淮北、安徽淮北、湖北省襄粒重40.7克。接种鉴定，感大斑病，高抗丝黑 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赤
阳地区等黄淮海夏玉米区种植。穗病，感灰斑病，中抗茎腐病，中抗穗腐病， 峰市、通辽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品种来源：H35-12×王选4号 籽粒容重742克/升，粗蛋白含量11.33%，粗脂 尔市、鄂尔多斯市等部分地区，河北省张家口

国家黄淮海夏玉米组 肪含量3.17%，粗淀粉含量76.08%，赖氨酸含 市坝下丘陵及河川中熟区和承德市中南部中熟
特征特性：黄淮海夏玉米组出苗至成熟 量0.31%。 区，山西省北部大同市、朔州市盆地区和中部品种来源：G001×LG001101.5天，比对照郑单958早熟1天。幼苗叶鞘 产量表现：2016-2017年参加东华北中晚 及东南部丘陵区。特种特性：适应区出苗至成熟生育日数为浅紫色，叶片绿色，叶缘紫色，花药绿色，颖 熟春玉米组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产852.75千

二、2018年5个玉米新品种通过审定

长势强、产量高、品质优、抗病性好

2018年创玉102、创玉115、创玉210、创玉402、创玉411共5个玉米品种通过审定

专题

三、本年度7个水稻新品种通过审定
创优31、乐优190、Y两优911、旺两优958、旺两优950、Y两优18、创优华占共七个水稻品种通过审定

四、本年度2个油菜新品种获得品种登记证书
创杂油5号、创杂油15号获得农业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

创杂油15号：

创杂油5号：

产量表现：2010、2011两年省区试18点次
试验，增产点13个，平均亩产186.43 kg，比对

品种来源：128AX727
照德油 6号增产 3.25%。生产试验结果：在

突出优势：丰产稳产、抗倒伏、抗冻性好2010年的生产试验中，该组合6点试验点点增
特征特性：创杂油15号属甘蓝型波里马细产，平均亩产 177.80kg，比德油 6号增产

胞质雄性不育（Pol.CMS）三系双低杂交油菜，9.37%。
半冬性，中早熟，花期较长，生育期229.3天－栽培技术：1﹑育苗移栽9月15—20日播
233.4天，冻害指数低。株高153.4cm，一次有种，中苗移栽苗龄25—30天，直播种植9月下旬
效分枝7.74个，单株有效角果262.5个，角粒数至10中旬播种为宜。2﹑中等肥力田块，育苗移
21.7个，千粒重3.64g，单株产量19.42g，不育栽 每 亩 6000— 8000株 ， 直 播 每 亩 10000—
株率 5.51％，芥酸含量 0.3％，硫苷含量18000株。3﹑苗肥每亩用尿素8—10公斤，于
19.31μmol/g，含油量40.35％。12月底到1月上旬每亩施尿素8—10公斤，普钙品种来源：78ab×R1828 1.5万株/亩,移栽8000 株/亩。播种前，每亩撒产量表现：2010年－2012年河南省油菜区10—15公斤，硫酸钾5—8公斤，于苔高10—突出优势：优质、高产、中熟、抗倒 施40-50公斤40%以上三元复合肥，硼砂1公斤，域试验， 2年平均亩产量 184.5Kg,比对照杂15厘米时，每亩施尿素15—18公斤，硫酸钾8—

特征特性：创杂油5号是隐性雄性核不育两 深旋细耙，种前起垄，南方开沟，以利排灌。98009增产10.85%。2013－2014生产试验，平均10公斤，穴施或兑水浇施；底施硼肥每亩1公
系“双低”中熟杂交油菜，甘蓝型、半冬性。 3、黄河流域12月上冻前，应浇防冻水同时亩产182.5kg,比ck增产6.7%。斤，初花期、盛花期各喷施一次0.2%硼砂溶
苗期长势旺，半匍匐，无早苔早花；根须发 追尿素5公斤/亩，中耕培土壅根。豫南要花期栽培技术：1、河南南部，育苗9月15－液。4、及时防治病虫害。5、适时收获，收后
达，苔期茎枝粗，生长稳健主茎直，花期较 防治菌核病，化学锄草。春季早浇起苔水，追20日左右，10月20左右移栽，最佳直播期9月堆晒5—7天后再脱粒。
长，全生育期226天。株高200.6cm左右，；一 尿素10公斤/亩。花期结合防治病虫，亩喷30日前后。河南中部育苗9月15日左右，10月适宜区域：适宜在长江中下游的四川、陕次枝9—11个，二次有效分枝5个左右，分枝部 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50公斤，以提高含油20左右移栽，最佳直播期9月25－30日。西汉中地区、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位65厘米左右，为匀生分枝型；主花序长约 量。

2、出苗3天后匀苗1次，2-3叶间苗1次，等地区秋播种植。75厘米，单株有效角果平均486.4个，每角果粒 适宜区域：适宜在河南省中部和南部冬油4-5叶间定苗。直播1万-2万株/亩，最佳密度数16.3粒，千粒重3.87g。 菜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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