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以来新品种授权 

序号 品种名称 品种权人 授权日 授权号 

1 冀粉 1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张松树 刘兰服 马

志民 

2011-11-30 CNA20110979.0 

2 冀 花 11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玉荣 程增书 

2012-8-28 CNA20120744.3 

3 冀花 9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玉荣 程增书 

2012-8-28 CNA20120742.5 

4 冀豆 22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张孟臣、赵双进、

杨春燕、刘兵强、邸锐、闫

龙 

2013-3-29 CNA20130246.5 

5 冀薯 6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张松树、刘兰服、

马志民 

2013-5-1 CNA20090122.0 

6 冀 花 10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玉荣、程增书 

2013-9-11 CNA20130807.6 

7 冀 花 15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玉荣、程增书 

2013-9-11 CNA20130806.7 

8 冀玉 18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王宝强、张文英、

陈玲、张动敏、宋炜 

2014-2-25 CNA20140180.2 

9 冀 6358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高增玉、刘玉平、

赵爱菊、田胜民、李亚军、

陈希勇 

2014-3-1 CNA20070427.3 

10 冀 绿 13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田静、范保杰、刘

长友、曹志敏等 

2015-1-30 CNA20150152.5 

11 冀 HJ117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杨春燕、闫龙、张

孟臣、刘兵强、史晓蕾、陈

强、冯燕 

2015-6-1 CNA20150742.2 

12 冀豆 21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张孟臣、杨春燕、

赵青松、刘兵强、闫龙、邸

锐、史晓蕾、赵鑫、陈强 

2015-6-1 CNA20150746.8 



13 冀黑豆 1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张孟臣、杨春燕、

闫龙、 刘兵强、邸锐、赵青

松、 赵鑫 

2015-6-1 CNA20150743.1 

14 冀麦 120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辉、宿振起、刘

玉平、赵爱菊、王江浩 

2015-8-21 CNA20151135.5 

15 冀豆 19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张孟臣 赵双进 杨

春燕 刘兵强 

2015-9-1 CNA20100087.0 

16 冀丰 4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河北冀丰棉花科技

有限公司／李妙 王国印 万

艳霞 赵红霞 朱继杰 王士

杰 郑莎莎 

2015-9-1 CNA20110011.0 

17 冀丰杂 6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河北冀丰棉花科技

有限公司/王国印 李妙 万

艳霞 赵红霞 朱继杰 王士

杰 郑莎莎 

2015-9-1 CNA20110012.9 

18 冀丰杂 9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河北冀丰棉花科技

有限公司／王国印 李妙 万

艳霞 赵红霞 朱继杰 王士

杰 郑莎莎 

2015-9-1 CNA20110013.8 

19 冀花 6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玉荣 程增书 徐

桂真 陈四龙 刘吉生 王延

兵 王瑾 

2015-9-1 CNA20100221.7 

20 冀绿 7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田静 范保杰 

2015-9-1 CNA20100166.4 

21 冀绿 9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田静 范保杰 

2015-9-1 CNA20100167.3 

22 冀麦 518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赵爱菊 王江浩 李

亚军 刘玉平 陈希勇 李辉 

高增玉 田胜民 

2015-11-1 CNA20101080.5 

23 冀麦 58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亚军 王江浩 刘

玉平 赵爱菊 陈希勇 李辉 

田胜民 高增玉 

2015-11-1 CNA20101081.4 



24 冀糯 200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刘玉平 王江浩 赵

爱菊 李亚军 陈希勇 李 辉 

田胜民 高增玉 

2015-11-1 CNA20101079.8 

25 冀青豆 1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张孟臣、杨春燕、

刘兵强、闫龙、邸锐、赵青

松、史晓蕾、秦君、冯燕、

陈强 

2016-6-3 CNA 

20160896.5 

26 冀豆 23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杨春燕、张孟臣、

刘兵强、闫龙、邸锐、赵青

松、史晓蕾等 

2017-4-30 CNA20171086.2 

27 B17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九云  高增玉 

王江浩 于翠红 赵爱菊 

2017-6-29 CNA20171535.9 

28 B2042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赵爱菊  王江浩 

陈希勇 高增玉 

2017-6-29 CNA20171533.1 

29 R16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王江浩  赵爱菊  

陈希勇 高增玉 

2017-6-29 CNA20171534.0 

30 B2042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赵爱菊  王江浩 

陈希勇 高增玉 

2018-4-23 CNA20171533.1 

31 冀 0718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张孟臣、闫龙、刘

兵强、赵青松、邸锐、史晓

蕾、秦君、杨春燕、冯燕、

陈强 

2018-4-23 CNA20160895.6 

32 冀丰1982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 妙，王国印，万

艳霞，赵红霞，朱继杰，王

士杰 

2018-4-23 CNA20141241.7 

33 冀青豆 1

号 

张孟臣、杨春燕、刘兵强、

闫龙、邸锐、赵青松、史晓

蕾、秦君、冯燕、陈强 

2018-4-23 CNA 

20160896.5 

34 冀 花 16

号 

李玉荣，程增书，陈四龙，

王瑾，宋亚辉 

2018-11-8 CNA20141393.3 

35 冀 花 18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玉荣，程增书，

陈四龙，王瑾，宋亚辉 

2018-11-9 CNA20141392.4 



36 冀 红 15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田静、范保杰、刘

长友、曹志敏  

2019-1-31 CNA2015087.4 

37 冀 红 16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田静、范保杰、刘

长友、曹志敏  

2019-1-31 CNA20150186.5 

38 冀 绿 13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田静、范保杰、刘

长友、曹志敏  

2019-1-31 CNA20150152.5 

39 圣冀花 1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玉荣，程增书 

2019-1-31 CNA20141599.5 

40 冀麦 120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辉、宿振起、刘

玉平、赵爱菊、王江浩 

2019-5-24 CNA20151135.5 

41 冀麦 32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辉、宿振起、刘

玉平、陈希勇、李亚军 

2019-5-24 CNA20151133.7 

42 冀麦 418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辉、陈希勇、宿

振起、刘玉平、李亚军 

2019-5-24 CNA20151134.6 

43 冀麦 738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辉、赵爱菊、李

玉平、宿振起、李亚军 

2019-5-24 CNA20151130.0 

44 冀麦 867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辉、刘玉平、刘

茜、宿振起、赵爱菊等 

2019-5-24 CNA20151129.3 

45 冀资麦 3

号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李杏普 兰素缺 张

业伦 孟雅宁 李光威 

2019-5-24 CNA20160293.4 

46 A87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高增玉,和剑涵,武

玉华,李魁英,王江浩,于翠红 

2020-10-15 CNA201910027

22 

47 B132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高增玉,武玉华,和

剑涵,李魁英,于翠红,王江浩 

2020-10-15 CNA201910027

24 

48 矮 58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高增玉,李魁英,武

玉华,王江浩,于翠红,和剑涵 

2020-10-15 CNA201910033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