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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农作物育种”试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农作物优良品种是农

业增产的核心要素，是种子产业发展的命脉。大力发展现代

农作物育种技术，强化科技创新，创制重大新品种，对驱动

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发展、提升种业国际竞争力、保障粮

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

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

109 号），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

号)，启动实施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棉花、油菜、蔬菜

等七大农作物育种试点专项。 

专项按照“加强基础研究、突破前沿技术、创制重大品

种、引领现代种业”的总体思路，以七大农作物为对象，重

点部署五大任务，即优异种质资源鉴定与利用、主要农作物

基因组学研究、育种技术与材料创新、重大品种选育、良种

繁育与种子加工。围绕种业科技创新链条系统设计并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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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余个项目。在 2016年度首批启动 21个项目的基础上，2017

年拟启动 20 个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拟支持 1-2 个项目），

拟安排国拨经费 5.28 亿元。其中重大品种选育 19 个研究方

向,良种繁育与种子加工 1 个研究方向。项目实施周期为 2017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重大品种选育 

1.1 华南籼稻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建立华南稻区感温早晚兼用型和弱感光迟熟

型水稻育种技术体系；聚合高产、优质、多抗、低碳排放、

重金属低吸收、营养高效利用等优良性状，创制育种新材料

和新品系；培育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适于轻简栽培和全程

机械化生产的新品种；研究新品种的生产关键技术，并示范

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80 份

以上，培育适宜华南稻区种植的高产、优质、高效新品种 3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2 个以

上，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抗 3 种以上当地主要病、

虫害，品质达到国家三级以上优质米标准，新品种示范推广

600 万亩。【预期性指标】申报和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15 项以

上，制定新品种轻简栽培和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 8 项以

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2 西南水稻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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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构建高光效水稻育种技术体系；开展西南稻

区稻种资源多样性研究，创制新种质资源；培育高光效、优

质、耐高（低）温、抗稻瘟病的亚种间重穗型杂交稻；选育

高产、优质、耐热、适应性广的粳稻和香型软米新品种；研

究新品种的配套应用技术，并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60 份

以上，培育适宜西南稻区种植的高产、优质、高效的水稻新

品种 2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新品

种 1 个以上，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抗 3 种以上当

地主要病、虫害，品质达到国家三级以上优质米标准，新品

种示范推广 600 万亩。【预期性指标】申报和获得植物新品

种权 10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套生产技术规程 6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3 长江中下游籼稻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建立超高产杂交稻育种技术体系；聚合高产、

优质、抗病、抗虫、节水抗旱、氮磷高效、耐高（低）温、

重金属低积累等优良性状，创制育种新材料；选育抗病虫、

耐热、氮磷高效、适于机械化栽培的单季杂交稻，选育生育

期适宜、高产、优质、耐寒、抗病虫、重金属低积累、适应

于农业转型发展需求的双季稻新品种；研究新品种的配套应

用技术，并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培育适宜长江中下游稻区种

植的高产、优质、高效籼稻新品种 4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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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3 个以上，比区试对照品种

增产 5%以上，抗 3 种以上当地主要病、虫害，品质达到国

家三级以上优质米标准，新品种示范推广 1000 万亩。【预

期性指标】申请或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25 项以上，制定新品

种配套生产技术规程 10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4 长江中下游粳稻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建立长江中下游优质高产粳稻育种技术体

系；聚合低直链淀粉、长粒、抗条纹叶枯病、黑条矮缩病、

稻瘟病等优良性状，创制育种新材料；培育优质、高产、抗

条纹叶枯病、苗期耐寒耐淹、抗除草剂、耐密植、抗倒伏、

综合性状优良、满足稻麦两熟、适于轻简栽培和全程机械化

种植的粳稻新品种；研制新品种的配套应用技术，并示范应

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80 份

以上，培育适宜长江中下游稻区种植的高产、优质、高效粳

稻新品种 3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

新品种 2 个以上，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抗 3 种以

上当地主要病、虫害，品质达到国家三级以上优质米标准，

新品种示范推广 800 万亩。【预期性指标】申请或获得植物

新品种权 20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套生产技术规程 8 项以

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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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5 北方粳稻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利用籼粳亚种间和地理远缘杂交创造新株

型，建立北方粳稻高效育种技术体系；聚合优质、多抗、耐

肥、适应性广、早熟、耐寒、抗病等优良性状，创制育种新

材料；选育适宜北方稻区不同积温带全程机械化栽培的早

熟、耐寒、抗病常规粳稻和杂交粳稻新品种；建立与北方稻

区种植制度相适应的新型应用技术体系，开展新品种的示范

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80 份

以上，育成适宜北方稻区种植的高产、优质、高效的粳稻新

品种 3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新品

种 2 个以上，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抗 2 种以上当

地主要病害，主要米质指标达国标二级以上标准，抗倒性强，

适于机械化收获，新品种示范推广 800 万亩。【预期性指标】

申请或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15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套生产

技术规程 8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6 黄淮冬麦区北片高产优质节水小麦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聚合抗白粉病、叶锈病、纹枯病、赤霉病等

抗病性状，抗倒、抗寒、耐高温干热风、抗穗发芽等抗逆性

状，对小麦品种的生长发育特性、群体光合性能、产量构成

因素、籽粒品质特性、养分高效利用及节水特性等进行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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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建立小麦高效育种技术体系，

培育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研制新品种的配套应用技术，

并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60 份

以上，育成适宜冬麦区北片种植的优质、高产、高效小麦新

品种 3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新品

种 2 个以上，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抗 2 种以上当

地主要病害，品质达到国家优质标准，抗倒性强，新品种示

范推广 600 万亩。【预期性指标】申请或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8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套生产技术规程 3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7 黄淮冬麦区南片高产优质节水小麦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聚合抗条锈病、白粉病、纹枯病、赤霉病等

抗病性状，抗倒、抗寒、耐高温干热风、抗穗发芽等抗逆性

状，创制抗性优异育种新材料；研究籽粒蛋白质特性、淀粉

特性以及食品加工特性遗传改良技术，创制优质育种新材

料；对小麦品种的氮、磷、钾吸收利用性能和节水特性进行

遗传改良，显著提高小麦品种的水肥利用效率；建立小麦高

效育种技术体系，培育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研制新品

种的配套应用技术，并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60 份

以上，育成适宜黄淮冬麦区南片种植的优质、高产、高效小

麦新品种 3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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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 2 个以上，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抗 2 种以

上当地主要病害，品质达到国家优质标准，抗倒性强，新品

种示范推广 600 万亩。【预期性指标】申请或获得植物新品

种权 8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套生产技术规程 3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8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高产优质抗病小麦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聚合抗赤霉病、白粉病、纹枯病等抗病性状，

抗倒、抗寒、耐高温干热风、抗穗发芽等抗逆性状，创制抗

性优异育种新材料；研究籽粒蛋白质特性、淀粉特性以及食

品加工特性遗传改良技术，创制优质专用弱筋育种新材料；

建立小麦抗赤霉病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培育优质、高产、多

抗新品种；研制新品种的配套应用技术，并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60 份

以上，育成小麦新品种 3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2 个以上，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

赤霉病抗性达中抗水平，品质达优质中筋或弱筋小麦质量标

准，新品种示范推广 800 万亩。【预期性指标】申请或获得

植物新品种权 8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套生产技术规程 4 项

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9 西南麦区优质多抗高产小麦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聚合抗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和赤霉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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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性状，综合改良抗干旱、渍害、穗发芽等抗性，创制抗

性优异育种新材料；研究籽粒蛋白质特性、淀粉特性以及食

品加工特性遗传改良技术，创制优质育种新材料；建立小麦

抗条锈病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培育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

研制新品种的配套应用技术，并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40 份

以上，育成小麦新品种 2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1 个以上，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

抗条锈病、叶锈病或白粉病；品质达国家优质标准，新品种

示范推广 600 万亩。【预期性指标】申请或获得植物新品种

权 6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套生产技术规程 3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0 北部麦区优质抗旱节水高产小麦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聚合抗寒、抗旱节水、耐高温干热风、抗倒、

抗白粉病、条锈病、纹枯病、抗穗发芽等性状，创制优异育

种新材料；开展小麦品种抗旱节水特性、肥料（氮、磷、钾）

吸收利用性能和品质遗传改良，建立小麦高效育种技术体

系，培育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研制新品种的配套应用

技术，并示范应用；研究小麦品种知识产权评价与服务机制，

探索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结合紧密、运行高效的育种发展

新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60 份

以上；育成优质、高产、抗病、抗旱节水冬小麦新品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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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春小麦品种 8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100 万

亩的重大新品种 2 个以上，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

抗 2 种以上当地主要病害，品质达到国家优质标准，抗倒性

强，新品种示范推广 600 万亩。【预期性指标】申请或获得

植物新品种权 8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套生产技术规程 6 项

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1 东华北区早熟抗逆耐密适宜机械化玉米新品种培

育  

研究内容：创制耐低温能力强、发芽势强、出苗整齐健

壮、苗期抗旱能力强，高抗茎腐病和穗腐病、抗大斑病和灰

斑病、高抗丝黑穗病和瘤黑粉病，适期早熟、籽粒脱水快、

出籽率高，商品粮品质优，适宜耐密抗倒的育种新材料，选

育高配合力新自交系和新杂交种；创制优质青贮、高淀粉、

高油、优质蛋白育种新材料，选育新自交系和专用新品种；

开展新品种的示范应用；研究玉米品种知识产权评价与服务

机制，探索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结合紧密、运行高效的育

种发展新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适宜东北和华北春玉米

区应用的优异育种新材料 100 份以上，选育高配合力自交系

8 个以上，育成适合本生态区国审新品种 15 个以上，省审新

品种 5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新品

种 2 个以上；新品种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抗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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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区的主要玉米病害，籽粒脱水快，出籽率高，品质达到相

应的国家优质标准，新品种示范推广 1000 万亩。【预期性

指标】申请或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15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

套生产技术规程 6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2 黄淮海耐密抗逆适宜机械化夏玉米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创制花期协调、不秃尖、不露顶，耐高温和

寡照多雨，适宜耐密、高抗倒伏/倒折，高抗茎腐病和穗腐病、

耐粗缩病，适期早熟、籽粒脱水快、出籽率高、商品粮品质

优的育种新材料，选育高配合力新自交系和新杂交种；创制

优质青贮、鲜食、高油、优质蛋白育种新材料，选育新自交

系和专用新品种；开展新品种的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优异育种新材料 100 份

以上，创制高配合力自交系 8 个以上；育成适合本生态区、

适宜机械化的国审新品种 15 个以上，省审新品种 40 个以上，

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200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2 个以上；新品

种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抗本生态区的主要玉米病

害，籽粒脱水快，出籽率高，品质达到相应的国家优质标准；

新品种示范推广 1000 万亩。【预期性指标】申请或获得植

物新品种权 10 项以上；制定新品种配套生产技术规程 6 项

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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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北方大豆优质高产广适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优化常规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结合的高效育

种技术，开展早熟、高产、秆强耐密型，优质（蛋白质和油

份含量高）高产型；耐逆（耐旱、耐低温）高产型，抗病（大

豆灰斑病、花叶病毒病、疫霉根腐病、菌核病、胞囊线虫病）

高产型，抗虫（食心虫、蚜虫等）高产型、适于机械精准化

栽培及高附加值大豆新品种选育；进行新品种的示范与推

广。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培育大豆新品种 40 个，其

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100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2 个以上，产量比

对照品种提高 5%以上，抗花叶病毒病、灰斑病等主要病害；

高蛋白和高油大豆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分别大于 44%和

21.5%；高附加值加工型大豆新品种的品质达到国家优质标

准或具有营养功能特性；新品种示范推广 600 万亩以上。【预

期性指标】申报和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8 项以上；在主产

区建立 3 个以上新品种轻简栽培和全程机械化生产百亩示范

区。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4 黄淮海大豆优质高产广适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研究优化生物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的育种

技术，选育高产、优质、适于麦茬免耕栽培，秆强抗倒、蛋

白含量高、抗花叶病毒病的广适性大豆新品种，以及适于加

工的高附加值大豆新品种；开展新品种的试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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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培育大豆新品种 20 个，其

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150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1 个以上，产量比

对照品种提高 5%以上，蛋白含量大于 45%或蛋脂总和大于

63%，抗花叶病毒病、灰斑病等主要病害，具有营养功能特

性，新品种示范推广 500 万亩以上。【预期性指标】申报和

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6 项以上；建立黄淮海区新品种高产

栽培配套集成技术体系 1 个。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5 南方大豆优质高产广适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优化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的育种技术

体系，选育高产、优质、耐荫、秆强、抗病虫、耐酸铝、适

于间套作、养分高效利用及高附加值、菜用大豆新品种。研

究新品种高产高效配套生产技术，并开展新品种的示范推

广。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育种新材料 40 份以上，

培育大豆新品种 20 个，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150 万亩的重

大新品种 1 个以上，产量比对照品种提高 5%以上，抗花叶

病毒病、灰斑病等主要病害，蛋白质含量大于 45%或蛋脂总

量高于 63%，具有功能特性，新品种示范推广 400 万亩以上。

【预期性指标】申报和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6 项以上；建

立新品种高产高效栽培配套技术 1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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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西北内陆优质机采棉花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重点对现有棉花品种的纤维长、强、细及株

型、吐絮、含絮力、抗旱性、耐盐碱性、抗枯黄萎病等重要

农艺性状进行改良，建立优质高产、抗旱耐盐碱、适宜机采

棉花品系的示范网点，形成规模化的品种测试网络和育种体

系；研究纤维发育、株型、抗性及吐絮等的遗传特性，提高

亲本配合力，创制高比强、长纤维的优质、抗逆、株型紧凑、

吐絮集中的机采棉新品系，培育适于西北内陆棉区高密度种

植的优质机采棉花新品种；研究建立西北内陆棉区水、肥、

生长调节剂一体化的高效配套技术，开展新品种的示范应

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纤维品质优良、株型紧

凑、吐絮集中、抗逆性强、适于全程机械化生产的育种新材

料 100 份，优良亲本 8 份以上；培育新品种 20 个以上，其

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100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2 个以上，比区试

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抗枯黄萎病，纤维长度达到 30mm，

纤维强度达到 30cN/tex；长绒棉纤维长度达到 37mm，纤维

强度达到 44cN/tex；新品种示范推广 600 万亩。【预期性指

标】申请或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3 项以上；制定配套生产

技术 4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7 长江中游油菜高产优质适宜机械化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创制适宜长江中游油菜两熟制主产区和三熟

 13



制主产区的抗菌核病、含油量高、配合力强的育种新材料和

优良亲本，建立长江中游油菜测试网络。选育适合两熟制区

的生育期 220 天左右、单产和含油量高、抗菌核病、耐渍强、

抗倒抗裂角等性状的中熟新品种，适合三熟制区的生育期

180 天左右、抗菌核病、抗冬前早花、耐寒性强、抗倒抗裂

角的极早熟高产新品种。建立新品种的配套高产高效全程机

械化技术，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创制育种新材料 80 份以上，

优良亲本 20 份以上，建立测试网络试验点 20 个以上；选育

新品种 20 个以上，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100 万亩的重大新

品种 2 个以上，产量比对照提高 5%以上，常规品种与对照

相当，菌核病抗性较好，抗倒抗裂角，芥酸和硫苷符合审定

标准，含油量分别≥43%（中熟品种）和≥41%（极早熟品

种），新品种示范推广 600 万亩以上。【预期性指标】申请

或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7 项以上；制定配套机械化高产高

效生产技术规程 3 项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8 十字花科蔬菜优质多抗适应性强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培育耐未熟抽薹、品质优良、适应性强的春

大白菜新品种，耐热性强、品质优良、抗病毒病及根肿病的

秋大白菜品种；培育耐未熟抽薹、品质优良、抗枯萎病的春

甘蓝新品种，耐热性强、耐裂球、品质优良、抗枯萎病的秋

甘蓝新品种；培育耐未熟抽薹、品质优良、耐寒性强的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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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结球白菜新品种，耐热、品质优良、抗病毒病和霜霉病的

秋用不结球白菜新品种；培育耐未熟抽薹、品质优良、不易

糠心的春萝卜新品种，耐热性强、品质优良、抗病毒病及根

肿病的秋萝卜新品种；培育主茎实心、花蕾细匀、品质优良、

适应性强、抗枯萎病的青花菜新品种；培育球型半圆形、花

茎绿色、花球松散、口感细嫩、内叶覆盖花球、抗黑腐病、

霜霉病及枯萎病的花椰菜新品种；培育适于高密度栽培、适

应性强、品质优良的白菜、甘蓝、萝卜、青花菜、花椰菜新

品种。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培育适合露地生产、机械化

定植、适应性强的优质多抗大白菜、甘蓝、不结球白菜、萝

卜、青花菜、花椰菜新品种 40 个，其中年推广能力达到 5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4 个以上。大白菜品种耐未熟抽薹、抗根

肿病、病毒病、耐热。甘蓝品种耐裂球、耐热、抗枯萎病、

中心柱长小于球高的 0.4、球叶脆嫩。不结球白菜品种耐未

熟抽薹、抗病毒病和霜霉病、耐热或耐寒性强。萝卜品种耐

未熟抽薹、抗根肿病和病毒病、不易糠心。青花菜品种主茎

实心、耐贮运、球色绿、抗枯萎病。花椰菜品种花茎绿色、

花球松散、口感细嫩、内叶覆盖花球、抗黑腐病、霜霉病。

新品种的种植密度比现有主栽品种的密度提高 15%以上，亩

产量增加 5%以上。新品种示范推广 100 万亩以上。【预期

性指标】申请或获得新品种保护权 5 项以上；在主产区的 20

个以上测试网点进行新品种试验示范。 

支持年限：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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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9 茄科蔬菜优质多抗适应性强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聚合高产、耐低温弱光、耐热、耐贮运、高

色素和高可溶性固形物等优异性状，以及抗叶霉病、番茄花

叶病毒病、黄花曲叶病毒病、根结线虫、斑萎病、灰叶斑病

等抗病基因，选育适合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和露地栽培的鲜

食番茄品种，以及适宜机械化收获的加工番茄品种；聚合高

产、优质、耐低温弱光、耐热等优异性状，以及抗烟草花叶

病毒（TMV）、疮痂病、炭疽病、白粉病等抗病基因，选育

适合设施和露地栽培的甜椒品种；聚合高产、耐热、高色素

等优异性状，以及抗烟草花叶病毒（TMV）、疮痂病、炭疽

病、疫病或青枯病等抗病基因，选育适合不同区域栽培的辣

椒品种；聚合高产、优质、耐低温弱光、耐热等优异性状，

以及抗枯萎病、青枯病的基因，选育适合设施和露地栽培的

茄子新品种；聚合高产、抗逆、耐贮藏、高干物质、高淀粉、

低还原糖等优异性状，以及抗晚疫病、疮痂病、黑痣病等抗

病基因，选育适合不同产区早中晚熟配套的鲜食、加工用马

铃薯品种。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育成新品种 40 个，其中年

推广能力达到 5 万亩的重大新品种 4 个以上，产量比目前区

试对照品种增产 5%以上。设施栽培品种在低温弱光环境下

比目前主栽品种商品果率提高 10%以上，露地品种耐高温。

番茄品种抗叶霉病、番茄花叶病毒病、根结线虫，兼抗黄曲

叶病毒病或斑萎病或灰叶斑病。辣（甜）椒品种抗烟草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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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TMV）、疮痂病、或炭疽病、或白粉病。加工辣椒品

种辣椒素含量达 1000mg/kg(干重)以上。茄子品种抗枯萎病、

青枯病。马铃薯中晚熟品种增产 10%以上，抗晚疫病，早熟

品种增产 5%以上，出苗后 70 天以内收获。加工品种抗晚疫

病，干物质含量 22%以上，或收获后还原糖含量低于 0.25%。

新品种示范推广 100 万亩以上。【预期性指标】申请或获得

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5 项以上；在主产区的 20 个以上测试网

点进行新品种试验示范。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二、良种繁育与种子加工 

2.1 主要农作物种子分子指纹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发掘玉米、水稻、小麦、棉花、大豆、油菜、

蔬菜等农作物品种鉴定的 SNP 等优异标记，确定符合主要农

作物育成品种的身份鉴别、纯度鉴定及品种确权等需求的核

心位点和扩展位点组合；建立主要农作物基于芯片、测序等

高通量检测平台的准确简便、快捷高效的 DNA 指纹检测技

术体系，制定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构建统一的品种分子指

纹数据库和查询平台；规模化应用于农作物品种审定、登记、

保护和市场监管中测试、试验与检验等技术评价。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玉米、水稻、小麦、棉

花、大豆、油菜和蔬菜作物品种分子指纹检测的核心位点及

扩展位点 7 套以上；制定农作物分子指纹检测技术国家或行

业标准 8 项以上，其中每类作物 1 项、总则 1 项；研制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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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作物、多标记、多平台的 DNA 指纹大数据管理系统 1 套；

构建国家级标准样品 DNA 指纹库，建库总数量≥50000 个，

其中玉米≥20000，水稻≥10000，小麦≥5000，棉花≥2000，

大豆≥5000，油菜≥2000，蔬菜≥5000 个。【预期性指标】

申请或获得发明专利 10 项以上；培训从事 DNA 指纹鉴定人

员 1000 人次以上；提供分子检测技术服务 10000 份次以上。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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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要 求 

 

1.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6 个，每个课题参与单位不超

过 5 家（含承担单位）。 

2. 集成示范类项目要求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联

合。 

3. 对于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

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

不低于 1:1，并须出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 

    4. 项目所有参加单位需提供盖章的承诺函，以此作为申

报书的附件。 



 

“七大农作物育种”试点专项 

2017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万建民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所 教  授 

2 戴陆园 云南省农科院 研究员 

3 李云海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研究员 

4 李建生 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5 余四斌 华中农业大学 教  授 

6 马殿荣 沈阳农业大学 教  授 

7 孙其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  授 

8 赵团结 南京农业大学 教  授 

9 李文滨 东北农业大学 教  授 

10 宋美珍 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 研究员 

11 吴江生 华中农业大学 教  授 

12 李云昌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 研究员 

13 杜永臣 中国农科院蔬菜所 研究员 

14 李国景 浙江农科院 研究员 

15 田冰川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副  总 

16 宋维平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  总 

17 张立阳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18 杨庆文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所 研究员 

19 龚继明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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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农作物育种”试点专项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

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

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申报项目应为 195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

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全

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非

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

的有效证明，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含

任务或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含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

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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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

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含任务

或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

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5）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6）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

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

企业等法人单位，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6 个，每个课题参与单位

不超过 5 家（含承担单位）。 

（2）集成示范类项目要求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

联合。 

（3）对于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

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

比例不低于 1:1，并须出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 

（4）项目所有参加单位需提供盖章的承诺函，以此作

为申报书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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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魏珣   葛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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