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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创世纪获得

“德世爱普”颁发的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业务流程、有效控 通过，一方面体现了我司自身的实力，另

制质量风险，形成标准化经营、规范化管 一方面是对于公司未来成长壮大的一种鞭

理的模式。公司从战略的眼光出发，继 策；我司在今后工作中一如既往的严格执

2009年6月获得了方圆认证颁发的质量体 行质量管理体系及规章制度，进一步优化

系认证证书后，2022年3月通过了全球认 和规范各项管理制度，不断提升体系运行

证机构德国“德世爱普”颁发的质量管理 的有效性，不断积极探索，为我司的做

体系认证。 强、做大、做优谱写新的篇章！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      （楚现周、李哲、熊万光）

2022年4月27日，广东省东源县锡场 县锡场镇共建优质高效农业生产基地，是

镇优质高效农业生产基地建设战略合作签 公司打造产业链闭环的试点。在东源县优

约仪式在东源县锡场镇政府会议室举行。 质高效农业生产基地项目建设上，公司将

在东源县委常委赖建军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提供示范区优质水稻、鲜食玉米种子与技

下，锡场镇人民政府镇长李军、副镇长曾 术管理，实行统一供种、统一种植、统一

俊、冯翠、东源县我家一亩三分地农业发 田管、统一收获、统一加工、统一销售；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古献辉、总经理张英 创“万绿湖”优质农产品品牌，打造深圳

涵、创世纪公司总裁黄涛等出席签约仪 智造的优质“圳品”，供应深圳乃至香港

式，黄总裁代表公司与锡场镇人民政府、 市场。项目计划在三年内建成“百亩核心

东源县我家一亩三分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区、千亩示范区、万亩生产基地”的优质

等3家签署了《东源县锡场镇优质高效农 水稻、鲜食玉米生产基地；同时建设高标

业生产基地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共 准的集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物

建优质高效农业生产基地。 流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年实现产值

1亿元以上，创利税1000万元以上，为确 创世纪公司为进一步做强做大做
保我国粮食安全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优，以优质农作物种子选育繁育推广为核
积极贡献。心，将外延拓展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业务，打造产业链闭环。本次在东源                                   （熊万光） 

黄涛  

东源县锡场镇优质高效农业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中共溆浦县委书记郑湘来司调研指导工作
6月1日，中共溆浦县委书记郑湘在县委 郑湘书记对我司发挥科研优势、加快农

常务、县委办公室主任张长江、溆浦县产业 业科技成果转化及在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上所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单海文、招商服务部部长 取得的的突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介绍

叶东等陪同下到我司调研指导工作；黄涛总 了溆浦县相关情况。溆浦县耕地面积83万

裁、王玉辉总监等公司领导及在深各部门负 亩，年种植水稻60万亩，玉米等杂粮23万

责人陪同调研。 亩，上年度粮食总产36.5万吨，是湖南省

“粮食生产标兵县”。溆浦还是国家认定的
调研组一行参观了我司生物技术中心实

水稻杂交制种基地县之一，水稻杂交制种必
验室，听取了公司生物技术研究等科研工作

须要走规模化、产业化之路；欢迎创世纪公
介绍；随后在公司会议室进行了座谈交流。

司领导到溆浦考察，就发展水稻制种基地及
黄总裁做了公司科研育种、棉花、玉 延伸优质水稻、杂粮产业链等项目寻求合

米、水稻等作物品种布局、产业化经营情况 作。
介绍，重点向调研组介绍了我司在研的第二

               （熊万光  杨兵）代抗虫棉、多抗转基因玉米研究等有望解决

我国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情况。

2022年4月22日，公司召开高管扩大 门。会议要求各系统、各部门严格控制各

会议，黄涛总裁、张国治副总裁、楚现周 项费用支出，明确各高管或部门负责人为

副总裁、王玉辉总监、王多彬主任、崔洪 费用控制责任主体，要研究制定具体的费

志主任等高管人员及财务部总经理王雁 用控制措施，充分增收节支、挖潜增效。

鸣、新疆大区总经理舒清、新疆营销事业 黄总裁对公司管理干部提出如下要
部总监王伟亮、运营支持中心主任熊万光 求：一是要对标最高最优最好，积极推动
参加会议并分别做工作汇报；项目部总经 和支持公司改革和战略调整；二是要把握
理王曦昭、南方中心总经理杨涛、品管中 “快、准、狠”，市场竞争不进则退，不
心兼生产部副总经理李哲、生物技术中心 等不靠，主动出击；三是要紧盯既定目
主任助理王建胜列席会议。 标，敬畏目标，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

会议期间，各高管及部门负责人分别 一锤敲，把目标变为现实；四是要牢固树

就 本 系 统 、 部 门2021年 度 工 作 总 结 及 立过紧日子思想，把财力用在刀刃上，遵

2022年度工作计划、工作中的重点、亮 纪守法，利出一孔，恪守职业道德；五是

点、难点问题等做了工作汇报；与会人员 要与公司战略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同向

就公司的发展和改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 同行，敢担当，乐奉献，心往一处想、劲

协商；黄总裁做公司《2021年度工作总结 往一处使，凝聚团队精神；六是要苦练内

及2022年度发展计划》报告。会议制定了 功，攻坚克难，共创创世纪灿烂美好的明

公司2022年度经营目标，即：主营业务收 天！ 

入同比增长20%，各项费用同比下降20%。                      （熊万光）
将公司总目标层层分解到各系统、各部

召开高管扩大会议  

设定年度经营目标

 龙岗区常务副区长
谷更军同志一行来我司调研

3月22日下午，龙岗区区委常委、常务 响较重给予帮扶。

副区长谷更军同志率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 谷常委表示，种业是未来国家重点扶

局长聂晓春、区综合协调组副组长余海 持的产业，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大家要有

滨、坪地街道党工委书记黄敬顺、区投资 政治占位，龙岗区应在以往扶持项目的基

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等一行来我司 础上，加大对创世纪公司的扶持力度。提

调研；黄涛总裁、王玉辉总监、崔洪志主 议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联合区市场

任等公司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 监督局、区科创局、金融部门等尽快成立

研。 创世纪帮扶小组，组织各局熟悉政策的同

调研组一行在参观了生物技术实验室 志梳理龙岗区的各项扶持政策，主动宣讲

后，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了座谈。座谈会 政策，具体分析现有的政策及正在修订的

上，黄总裁从公司拥有的卡脖子技术（二 政策等，有针对性提出帮扶意见。谷常委

代抗虫棉技术、转基因玉米技术），以及 的上述指示，对协调解决创世纪发展中遇

水稻、玉米、棉花布局、市场运作、行业 到的困难和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创世

地位、公司优势等方面做了简要介绍；申 纪做强、做大、做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请区政府在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图/文  杨兵/熊万光）

予以专项扶持，对我司生产经营受疫情影

博乐市黄连军副市长考察创世纪

5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 越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常年棉花种植

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副市长黄连军在市驻深 面积55万亩，是新疆优质棉示范基地。博

圳招商局局长朱江平的陪同下来我司考 乐市贝林哈日莫墩乡推行的“混改模

察；黄涛总裁、崔洪志主任、王玉辉总监 式”；实行统一种子与农资购买、统一机

等公司领导陪同考察。 械操作、统一管理、统一收购；实现了多

方共赢。现在急需引进一家种业企业参与黄连军副市长一行先后参观了我司生
到产业链中；非常希望创世纪能够加入进物技术中心实验室、龙岗生物园，听取了
来，强强联合，通过创世纪公司做好供种崔洪志博士关于第二代新型抗虫棉等转基
基地及种子加工环节，加快推进博乐市农因技术研究及推广进展情况的介绍；然后
业产业化进程。在公司会议室进行了交流座谈。

最后，黄副市长和黄总裁分别代表博座谈会上，黄总裁首先并就公司发
乐市和创世纪就创世纪公司在博乐市建设展、科研、生产、销售、服务等基本情况
棉花、玉米种子生产、加工、销售项目签和新疆业务开展情况及公司发展规划等做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了简要介绍。

                     （熊万光）黄连军副市长介绍说，博乐市具有优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南繁科研育种调研组

莅临创世纪九所南繁基地调研指导工作

5月23日下午，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心副主任王勤南及南繁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

成员、副厅长江毅、二级巡视员丘小华、总 的陪同下到我司九所基地调研。

农艺师曾思坚、种业管理处处长刘中国、植 公司运营支持中心主任熊万光、海南生

保植捡处处长陈喜劳、省农业有害生物预警 物园行政经理姚万长热情接待了调研组一

防控中心主任江腾辉、种业管理处四级调研 行，并向调研组介绍了创世纪公司九所南繁

员司徒志谋组成的南繁科研育种调研组，在 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取得的科研育种成果、

广东省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颜国荣、发展规划 基地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南繁发展规划等情

及法律事务部主任张文涛、省科学院南繁种 况。江副厅长等领导对我司注重南繁科研育

业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所长、省南繁 种及在南繁基地建设上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

服务中心主任安玉兴、省科学院控股有限公 肯定与认可；并就如何解决南繁基地存在的

司副总经理、海南产业技术研究院董事长梁 问题及提高基地有效利用率等问题进行了沟

磊、南繁种业研究所副所长、省南繁服务中 通与交流。       （熊万光  姚万长）
2021年公司大事记

2021年1月1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选举吴开松先生任董

事长、杨雅生先生、郭三堆先生任副董事长；选举产生第八届监事会，选举方端先生任

监事会主席；

2021年4月15日，董事会决定聘任黄涛先生为公司总裁，并由黄涛、张国治、楚现

周、王玉辉、王多彬、崔洪志等组成新一届公司经营领导班子；

2021年4月24日，公司荣获“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状”；

2021年6月29日，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柯坪县汇隆棉业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处置，

剥离不良资产，提升资产运行效率；

2021年7月，公司党总支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祝庆活动；

2021年8月，公司承担的国家发改委“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研发及产业化”重大项目

成功通过验收；

 

2021年9月28日公司荣获“十三五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二十强企业”且位列首位；

2021年12月19日，公司将参股子公司--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进行溢价

转让处置，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进持续改善；

2021年12月23日，公司再次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21年12月31日，公司自主选育的创玉388、创玉806、创玉801等3个玉米品种和创

棉517、创棉509、创棉513、创棉518等4个棉花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创杂油7号、创杂

油17号”完成国家长江中下游品种登记；

2021年度，公司实行“精兵简政、减员增效”工作初见成效，业绩稳步发展，劳动

生产率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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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在生物技术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国际化企业

专题 2018-2022年

产品线建设成效显著

创世纪公司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好的农作物 我国审定的黑龙江第三积温带首个杂交品

产品又是农业“芯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公 种，填补了杂交水稻应用于寒地的空白，标

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种为农本，乃国 志着我国的寒地杂交粳稻技术在国际领先，

计民生之大事，谁敢造次；质为种先，系生 圆了几代人的“寒地杂交粳稻种业梦”。

存发展之根本，我当谨记”的质量方针，立

足本职，以棉花作物为基础，逐步向玉米、

从棉花领域逐步向水稻、玉米、油菜作水稻、油菜领域拓展，推出了一大批惠农益

物过渡，实现产品多元化、协同发展。2019-农的好品种，加快了公司育、繁、推一体化

2021年，创杂油7号、创杂油17号完成了长江进程。特别是最近几年，各区域、各类作物

中下游区域的登记，创杂油16号已经提交登产品线建设日趋完善、成效显著。

记材料，即将公示；水稻方面，除了我司自

身产品，积极寻求对外合作，对鑫隆优3号、

主要是棉花新品种在新疆的推广种植， 鑫隆优丝占、润君优656、那香优金丝雀等品

创棉501、创棉508势头强劲，后续创棉63、 种开始引进示范。

创棉523已进入生产试验，即将完成审定程

序。另外，创世纪牵头成立了棉花联合体和

主要产品方向是以鲜食玉米和优质稻为绿色通道，提升了公司形象和产品影响力。

主、普通玉米品种为辅。特别是2022年，国家转基因政策放开，我司

创棉530、创棉531转基因抗虫棉顺利晋级区 1、创世纪自主选育的创甜1号、创甜
试一年，成为首批转基因品种参试企业。 20号即将审定，尤其是创甜20号，在东南鲜

食玉米类型区国家组织的统一试验中，连续在春玉米种植区，创玉679已完成试验程

两年综合排名第一。另外，三系杂交籼稻品序、即将审定！

种乐优190也在广东省进入审定程序！

2、对外合作中，寻求科研实力雄厚、资
经过2017-2021年的品种筛选、参试审 源丰富的科研单位，从江苏省农科院、广西

定，解决了玉米产品“有与无”的问题，逐 农科院引进苏玉39、兆玉200普通玉米品种，
步朝着“优中选优”的方向上迈进，创玉 且已布局销售网络；从广西象州黄氏水稻研
806、创玉411开始展露锋芒，创玉818、创玉 究所、广西桂稻香农作物研究所有限公司引
820、创玉569等品种也陆续示范推广。 进那香优金丝雀、甜优翡翠等优质稻品种。

另外，创世纪选育的寒地杂交粳稻新组 同时，创香优金丝占、纪两优美香、纪两优

合“创优31”于2018年完成试验程序，成为 香丝已进入区试阶段。

三、长江流域

一、西北区域

四、东南、华南区域

二、东华北、京津冀、黄淮海区域

齐心协力 平稳开局 确保供给
河南、新疆生产中心圆满完成2022年度基地生产任务 

春潮滚滚气象新，战鼓声声催人进。 亩，圆满完成基地生产任务，为实现销售目
2022年开春对于创世纪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春 标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天，春暖花开，种子销售也硕果累累，除个  
别滞销品种外，已实现“零库存”。种子销

在玉米种子销售形势一片大好的带动
售形势一片大好，而生产基地落实却困难重

下，棉花常规种子销售业绩也在逐年上升，
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司棉花常规种生产计划也由2021年度的1万
亩提升到2022年度的1.8万亩，对新疆生产中

张掖是全国最大的杂交玉米制种生产基 心来说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基地的落
地，常年制种面积100万亩，年产玉米种子 实；二是库存亲本的利用；三是基地生产人
4.5亿公斤，占全国大田玉米用种量的50% 以 员的安排。
上。年日照时数超过3000小时，有效积温 1、基地落实：鉴于基地面积大幅度增
2600-3611℃，无霜期在150天以上。由于张 加，深入基地，舒总更是亲自登门拜访新的
掖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隔离条件及丰富的地 生产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最终落实生
下水资源和日照长，昼夜温差大，从而张掖 产基地1.8万余亩，跨出生产第一步。
承担着保障国家用种安全的重任。  2、库存亲本的利用：对部分亲本种子

刚过完春节，作为一线生产人员，深知 库存多年的品种，发芽率不合格，生产商不
今年基地落实的重要性，基地是否落实到 愿意播种，害怕面临着出苗质量差的风险。
位，直接关乎着公司的经济命脉。 后在舒总、刘总、郭总等多方努力下，最终

根据生产部下达的生产计划，2月份河南 说服生产商，顺利播种，完成生产第二步。
生产中心身负重任，最先奔赴张掖基地的是 3、生产人员的安排：基地面积的增大，
楚高锋经理。到达张掖后，发现基地情况不 生产人员有限，面对人均管理面积增加的情
容乐观，由于基地制种面积有限，前来落实 况，在舒总的合理布局下，生产人员也信心
基地的大大小的种子公司上百家，各家种子 倍增，干劲十足，自觉增强责任心和使命
公司都在找合作方洽谈，基地也有一种“皇 感，深入一线落实基地面积、播种与田间管
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感觉。楚高锋经理在甘 理技术指导。 
肃基地多年，人脉资源很广，但面对今年的 据田间反馈，通过生产人员的共同努
基地落实的严峻形式，也深知落实基困难重 力，现各制繁种基地的玉米、棉花均长势良
重。生产基地已统一交给政府把控，不再是 好，为种子丰产丰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生产商说了算，生产商口风也变得十分严

蓝图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梦想。生产系
谨，不敢再过多承诺。此时，作为生产副总

统的每一位员工，愿和所有创世纪人一起在
裁的楚总，也深知基地落实的严峻，第一时

以黄总裁为核心的经营团队领导下，众志成
间奔赴基地，通过多方奔走、沟通，不懈努

城，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团结协作，为创
力，协调给基地打预付款，承诺付款时效性

世纪的做大、做强、做优谱写新的篇章！
等等，最终落实玉米杂交种生产基地2000余

二、新疆棉花常规种基地

一、玉米杂交种基地

 春种 秋收  硕果 累累
——热 烈祝贺 创世纪 公司6个品种 通过国 家审定

近日，创世纪产品家园再添“新丁”。根 行数16-18行，穗粗4.8厘米，穗轴红色，籽 域试验，两年平均子棉、皮棉和霜前皮棉亩 克，分别比对照新陆早 61号增产 5.5%、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00号， 粒黄色、半马齿，百粒重38.8克。接种鉴 产分别为368.9千克、156.9千克和156.9千 8.2%和8.2%。2020年生产试验，子棉、皮棉
我司自主选育的创玉388、创玉806、创玉 定，中抗大斑病、高抗茎腐病、中抗穗腐 克，分别比对照中棉所49增产7.4%、6.8%和 和霜前皮棉亩产分别为394.9千克、185.1千
801等3个玉米品种和创棉509、创棉513、创 病，籽粒容重781克/升，粗蛋白含量9.91%， 6.8%。2020年生产试验，子棉、皮棉和霜前 克和175.5千克，分别比对照新陆早61号增产
棉518等3个棉花品种，由第四届国家农作物 粗脂肪含量3.49%，粗淀粉含量75.31%，赖氨 皮棉亩产分别为373.3千克、172.8千克和 7.5%、11.3%和10.7%。
品种审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定通过，  酸含量0.31%。2019-2020年参加东华北中熟 162.0千克，分别比对照中棉所49增产9.2%、 创棉518：国审棉20216002，适宜

春玉米组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产796.3千 12.0%和13.4%。创玉806：国审玉20210175，适宜 在西北内陆早熟棉区春播种植。克，比对照先玉335增产4.10%。2020年生产 创棉513：国审棉20216001，适宜在北方早熟春玉米区种植。 试验，平均亩产794.8千克，比对照先玉 该品种属于非转基因早熟常规棉品种，春
在西北内陆早熟棉区春播种植。335增产5.7%。 播生育期118天，出苗较好，前期长势较强，

该品种属于非转基因早熟常规棉品种，春
播生育期124天，出苗整齐，前期长势一般，

创玉388：国审玉20210418，适宜 后期长势一般，后期不早衰，整齐度较好，
在黄淮海夏玉米类型区种植。 结铃性较好，吐絮畅。株型较紧凑，株高

70.1厘米，Ⅱ式果枝，茎秆茸毛少，叶片中该品种出苗至成熟104.0天，与对照郑单
等，叶色浅。棉铃长卵圆形，第一果枝节位958生育期相当。幼苗叶鞘紫色，叶片深绿
6.5节，单株结铃8.2个，铃重5.4克，衣分色，叶缘绿色，花药黄色，颖壳绿色。株型
43.45%，子指10克，霜前花率100%。抗枯萎半紧凑，株高282厘米，穗位高108厘米，成
病（病指9.72），耐黄萎病（病指21.1）。株叶片数21片。果穗筒形，穗长18.7厘米，
不抗棉铃虫。HVICC纤维上半部平均长度31.5毫穗行数16-18行，穗粗5.0厘米，穗轴红色，
米，断裂比强度33.5厘牛/特克斯，马克隆值籽粒黄色、马齿型，百粒重34.7克。大田抗
4.4，断裂伸长率6.9%，整齐度指数85.2%，病表现，中抗大斑病、小斑病、茎腐病。品
纤维品质Ⅱ型。质分析，籽粒容重766克/升，粗蛋白含量

13.6%， 粗 脂 肪 含 量 3.50%， 粗 淀 粉 含 量 2018-2019年参加西北内陆棉区早熟品种该品种出苗至成熟124.7天，比对照德美
69.29%，赖氨酸含量0.36%。2019-2020年参 区域试验，两年平均子棉、皮棉和霜前皮棉亚3号晚熟1.1天。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
加黄淮海夏玉米组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产 亩产分别为383.6千克、166.8千克和166.8千色，叶缘绿色，花药紫色，颖壳紫色。株型 后期长势较强，后期不早衰，整齐度较好，
681.7千 克 ， 比 对 照 郑 单 958增 产 6.1%。紧凑，株高273厘米，穗位高104厘米，成株 结铃性较好，吐絮畅。株型紧凑，株高
2020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647.3千克，比对叶片数21片。果穗长锥形，穗长17.65厘米， 73.05厘米，Ⅰ式果枝，茎秆茸毛适中，叶片
照郑单958增产5.4%。穗行数16－18行，穗粗4.9厘米，穗轴红色， 中等，叶色较深。棉铃长卵圆形，第一果枝

籽粒黄色、半马齿，百粒重32.3克。接种鉴 创棉509：国审棉20210037，适宜 节位5.1节，单株结铃8.55个，铃重5.4克，
定，中抗丝黑穗病、灰斑病，抗茎腐病、穗 衣分43.8%，子指9.9克，霜前花率100%。抗在西北内陆早中熟棉区春播种植。
腐病，籽粒容重737克 /升，粗蛋白含量 枯萎病（病指6.8），耐黄萎病（病指34.

该品种属于非转基因早中熟常规棉品种，8.8%， 粗 脂 肪 含 量 3.34%， 粗 淀 粉 含 量 2）。不抗棉铃虫。HVICC纤维上半部平均长度
春播生育期136天，出苗较好，前期长势较73.47%，赖氨酸含量0.24%。2019－2020年参 31.15毫米，断裂比强度32.25厘牛/特克斯，
强，后期长势强，后期不早衰，整齐度好，加北方早熟春玉米组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 马克隆值4.35，断裂伸长率6.85%，整齐度指
结铃性较好，吐絮畅。株型松散，株高产692.8千克，比对照德美亚3增产2.8%。 数85.15%，纤维品质Ⅱ型。
74.6厘米，Ⅱ式果枝，茎秆茸毛较少，叶片2020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710.6千克，比对

2018-2019年参加西北内陆棉区早熟品种中等，叶色深。棉铃卵圆形，第一果枝节位照德美亚3增产6.0%。 
区域试验，两年平均子棉、皮棉和霜前皮棉6.2节，单株结铃7.45个，铃重5.95克，衣分

创玉801：国审玉20210278，适宜 亩产分别为383.6千克、167.9千克和167.9千42.45%，子指11.05克，霜前花率100%。抗枯
克，分别比对照新陆早 61号增产 5.7%、在东华北中熟春玉米区种植。 萎病（病指9.2），抗黄萎病（病指13.6）。
9.1%和9.1%。2020年生产试验，子棉、皮棉不抗棉铃虫。 HVICC纤维上半部平均长度该品种出苗至成熟130.9天，与对照先玉 和霜前皮棉亩产分别为394.5千克、186.2千30.15毫米，断裂比强度32.15厘牛/特克斯，335熟期相当。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色，叶 克和176.7千克，分别比对照新陆早61号增产马克隆值4.65，断裂伸长率6.8%，整齐度指缘紫色，花药浅紫色，颖壳绿色。株型半紧 9.4%、12.0%和11.6%。                                                      数85.15%。纤维品质Ⅱ型。凑，株高324厘米，穗位高125厘米，成株叶

                        （张华）2018-2019年参加西北内陆早中熟品种区片数21片。果穗长筒型，穗长19.6厘米，穗

创麦垦冬565  打粮高产猛如虎!

序号 作物种类 品种名称 审定区域 审定编号/登记编号 公告日期

1

玉米

创玉107 河南省 豫审玉2017024 2017年6月6日

2 创玉402 黑龙江省≥10℃活动积温2650℃以上区域 黑审玉2018012 2018年4月25日

3 创玉411 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类型区 国审玉20180208 2018年9月17日

4 创玉115 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类型区 国审玉20180075 2018年9月17日

5 创玉102 黄淮海夏玉米类型区 国审玉20180108 2018年9月17日

6 创玉210 黄淮海夏玉米类型区 国审玉20190025 2019年3月25日

7 创玉423 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类型区 国审玉20190064 2019年11月4日

8 创玉120 黄淮海夏玉米类型区 国审玉20190308 2019年11月4日

9 创玉115 江苏省淮南地区春播种植 苏审玉20200003 2020年7月21日

10 创玉388 黄淮海夏玉米类型区 国审玉20210418 2021年12月31日

11 创玉806 北方早熟春玉米类型区 国审玉20210175 2021年12月31日

12 创玉801 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类型区 国审玉20210278 2021年12月31日

13

水稻

Y两优18 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类型区 国审稻20180030 2018年9月17日

14 乐优190 河南省豫南籼稻区 豫审稻20180005 2018年7月13日

15 创优31 黑龙江省≥10℃活动积温2300℃地区（3积温带 黑审稻2018026 2018

16 旺两优1577 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区域 国审稻20190017 2019年11月4日

17

棉花

创棉508 西北内陆早熟棉区 国审棉20180006 2018年9月17日

18 创棉11号 江西省棉花产区 赣审棉20190006 2019年5月5日

19 创棉512 西北内陆早中熟棉区 国审棉20190022 2019年11月4日

20 创棉517 西北内陆早中熟棉区 国审棉20200026 2020年11月26日

21 创棉509 西北内陆早中熟棉区 国审棉20210037 2021年12月31日

22 创棉513 西北内陆早熟棉区 国审棉20216001 2021年12月31日

23 创棉518 西北内陆早熟棉区 国审棉20216002 2021年12月31日

24

油菜

创杂油7号 长江下游冬油菜区 GPD油菜（2018）440230 2018年7月21日

25 创杂油17号 长江下游冬油菜区 GPD油菜（2019）440166 2019年11月4日

26 创杂油7号 长江中游冬油菜区 GPD油菜（2018）440230 2021年11月4日

27 创杂油17号 长江中游冬油菜区 GPD油菜（2019）440166 2021年11月4日

合计 4类 24个品种 黄淮、东华北、长江中下游、西北内陆

2018-2021年创世纪各品种引种备案信息表

2018-2021年创世纪各品种审定情况信息表

五、创世纪公司2018-2022年各类作物审定品种一览表

序号 作物种类 品种名称 引种省份 引种备案（公告）号 公告日期
2

玉米

伟科118
河南 （豫）引种〔2018〕玉198 2018年3月5日

3 河北 （冀）引种〔2018〕第1号 2018年2月9日

4 玉迪216 山东 鲁引种2018072 2018年2月7日

5
创玉107

山东 鲁引种2018104 2018年3月28日

6 河北 （冀）引种〔2018〕第1号 2018年2月9日

7

棉花

创1010
河北 （冀）引种〔2018〕第1号 2018年2月9日

8 山东 鲁引种2018134 2018年3月28日
9

创棉45号
河北 （冀）引种〔2018〕第1号 2018年2月9日

10 山东 鲁引种2018133 2018年3月28日
11 快育66 山东 鲁引种2018135 2018年3月28日

12 冀棉616 山东 鲁引种2018136 2018年3月28日

13 华惠116 山东 鲁引种2018137 2018年3月28日

14

水稻 乐优190

湖北 鄂引种2019008 2019年1月30日

15 安徽 皖引稻2019005 2019年3月15日

16 江西 （赣）引种〔2019〕第001号 2020年3月4日

合计 3类 9个品种 6个省份

“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提出，

要求粮食产能稳步提升,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2021 年,受小麦玉米价格倒

挂等因素影响,小麦饲用替代明显增多, 产需

形势由宽裕转为趋紧。新疆营销事业部认

为，新疆地区将逐步增加小麦种植面积。粮

安天下，良种先行，为把握先机，新疆营销

事业部首次推出优质高产小麦品种“创麦垦

冬565”，为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助力。

创麦垦冬565，该品种冬性，中熟，生育

期271天，区试平均产量519公斤每亩，比对

照新冬18增产11.5%，达极显著水平，生长势

强，抗倒伏强，适宜北疆冬麦区推广。创世 “创世纪高产优质小麦交流会”，各地经销
纪公司在北疆地区棉花主产区有很强的品牌 商、渠道商50余人参会，在小麦高产示范田
优势和渠道优势，而新疆棉花主产区今后要 现场，经销商对垦冬565田间表现非常满意，
按比例逐步恢复部分小麦面积，创麦垦冬 现场口号“创麦垦冬565  打粮高产猛如虎”
565的顺势推出，将乘势而为，实现良好开 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
局。 果。

6月24日，新疆营销事业部在奇台县组织 今后，创世纪公司将继续加大在新疆小

麦作物的经营力度，将以垦冬

565为起点，实现南北疆兼

顾、冬春麦兼顾的战略。新疆

营销事业部将把小麦作为棉花

作物的重要补充，用三至五年

左右的时间，力争占有新疆地

区小麦种子市场的一席之地，

在创世纪发展的新征程中，创

造更多更大的奇迹。

  

               （黄涛）

粮食安全，乃国之大者。创世纪公司自

2012年开始，即引进水稻育种研发团队，着力

研发黑龙江寒地杂交粳稻，“创优31”成为我

国首个黑龙江第三积温带审定的杂交粳稻新品

种，目前在黑龙江正迅速推广。为补齐公司南

方稻区业务短板，2022年春节以来，公司多方

引贤荐能，三顾茅庐，引进两个富有经验和运

作能力的高水平水稻经营团队，并在稻都长沙

设立分支机构，将以湖南为发展基地，辐射南

方稻区，提升公司水稻业务规模。

一是在长沙自贸区种业硅谷设立控股子公

司“湖南创优种业有限公司”，以销售精英邹

岳峰先生为总经理，首期注册资本500万元，

3年内增资扩股到3000万元。创优种业成立伊

始，即高举高打，已重磅引进4个综合性状优异

的水稻新品种，分别为长两优803、楚两优6

号、垦香优118、浓香优5号，目前首批种子生

产基地已落实，2022-23经营年度将实现开门 该事业部独立核算，自主运作。创世纪公司将
红，后续将继续引进一系列优质高产新品种， 举公司全力，支持优质水稻事业部业务发展。
创优公司规划预计三年后实现种子销量突破 日前，该事业部已引进桃香优290、甜优翡翠两
100万公斤。 个水稻新品种，前者将在长江中下游发力，后

者将在华南稻区拓展。事业部已在长沙、常二是在长沙隆平科技园设立创世纪优质水
德、合肥、惠州等地设立新品种新组合展示基稻事业部，以销售精英唐浩然先生为总经理，
地，后续品种呼之欲出。优质水稻事业部也将

在三年后实现种子销量突破100万公斤的宏伟目

标。

创优种业与公司优质水稻事业部，将实施

公司水稻南方业务板块双轮驱动战略，两个业

务团队办事机构都设立于湖南长沙，业务范围

独立发展，各自覆盖整个南方稻区，并行不

悖，相互协作，相互呼应。变局潮涌，奋辑破

浪，创世纪水稻业务团队将在新征程中，再造

新的辉煌！

                        （黄涛）

——新疆营销事业部首推小麦品种纪实

剑指三湘四水 击穿南方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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