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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申请号 申请日 申请人 培育人 暂定名称 
所属 

种属 
代理机构名称 

首次销售 

时间地点 

1 20210984 2021.09.02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叶喜阳、刘志高、赵

立永、任明杰、章颖佳 
景丹 木兰属     

2 20210985 2021.09.02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叶喜阳、刘志高、赵

立永、吴超、陆丹迎 
景绯 木兰属     

3 20210986 2021.09.02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顾翠花、刘志高、赵

立永、章颖佳、任明杰 
景璐 木兰属     

4 20211085 2021.10.08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季梦成、郑钢、陆丹

迎、余雪芹、郑卫华 
吴越翡 木兰属     

5 20211086 2021.10.08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吴伟健、谢君、毛仙

龙、吴超、任明杰、章颖佳 
景杭 木兰属     

6 20211087 2021.10.08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俞芹、宣玲娟、范李

节、王型力、王宁杭 
紫玉笔 木兰属     

7 20211088 2021.10.08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王翔、顾翠花、程少

禹、郑春颖、田立斌 
玉少点绛 木兰属     

8 20211089 2021.10.08 浙江农林大学 
刘志高、申亚梅、叶喜阳、陆

丹迎、章颖佳 
明玉 木兰属     

9 20211090 2021.10.08 浙江农林大学 
刘志高、马晶晶、申亚梅、吴

超、任明杰 
吴越玉娟 木兰属     

10 20211133 2021.10.19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程少禹、戴梦怡、王

卓为、常鹏杰、卞赛男 
吴越粉绣 木兰属     

11 20211134 2021.10.19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马晶晶、任明杰、吴

超、田立斌、郑春颖 
赛佳玉 木兰属     

12 20211135 2021.10.19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宁惠娟、刘志高、顾

翠花、王翔 
金乘玉笔 木兰属     

13 20211136 2021.10.19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吴伟健、谢君、毛仙

龙、章颖佳、陆丹迎 
景芹 木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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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11137 2021.10.19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刘志高、王翔、董海

燕、邓卫华、余雪芹 
玉璐 木兰属     

15 20211206 2021.11.01 

中国农业大学、云南云秀

花卉有限公司、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 

马男、高俊平、段金辉、周晓

锋、李永红、张常青、马超、

孙小明、景维坤、杨培娟 

靡颜 蔷薇属     

16 20211412 2021.11.21 
嘉善联合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农林大学 

赵宏波、沈勇、方遒、王艺光、

董彬、钟诗蔚、杨丽媛 
红月贵妃妆 杜鹃花属     

17 20211437 2021.11.25 
浙江农林大学、嘉善联合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赵宏波、沈勇、方遒、王艺光、

董彬、钟诗蔚、杨丽媛 
红月朝霞 杜鹃花属     

18 20211438 2021.11.25 
浙江农林大学、嘉善联合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方遒、沈勇、赵宏波、钟诗蔚、

王艺光、董彬、杨丽媛、肖政 
朱砂月辉 杜鹃花属     

19 20211439 2021.11.25 
嘉善联合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农林大学 

沈勇、赵宏波、方遒、王艺光、

董彬、钟诗蔚、杨丽媛、肖政 
朱砂西子腮 杜鹃花属     

20 20211440 2021.11.25 
嘉善联合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农林大学 

沈勇、赵宏波、方遒、王艺光、

钟诗蔚、杨丽媛 
阳春红焰 杜鹃花属     

21 20211441 2021.11.25 
浙江农林大学、嘉善联合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沈勇、赵宏波、方遒、王艺光、

董彬、钟诗蔚、杨丽媛 
阳春粉蝶 杜鹃花属     

22 20211472 2021.12.07 

新疆林科院园林绿化研

究所、新疆五彩明轩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张东亚、张富玮、张旭、安鹭、

郭湘娅、齐成、杜妍、陈同森、

杨靖、刘珩 

红灯笼 蔷薇属     

23 20211473 2021.12.07 

新疆五彩明轩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重点林业工程质量

管理总站  

张旭、郭湘娅、王煜、张东科、

全小丽、杨靖、童怀英 
五彩 苹果属     

24 20211479 2021.12.08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

研究院 

杨荣、黄海广、吴秀花、伊特

格勒 
荣杞 1号 枸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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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211513 2021.12.13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

研究院 

杨荣、郭永盛、白玉娥、张惠

良、王美珍、莎仁图雅、闫婷、

乌日恒 

林杞 5号 枸杞属     

26 20211529 2021.12.14 
成县大路沟核桃科技示

范园 

胡永辉、杨永平、李红霞、杜

文涛、李海燕、武涛涛、张克

生、张守珍、陈剑雄 

乌香 2号 核桃属     

27 20211559 2021.12.1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 

李斌、郑勇奇、林富荣、郭文

英、黄平、王津津、宋升平 
礼宾侠凤 木通属     

28 20211591 2021.12.19 刘文超 刘文超 高原凝香 菊属     

29 20211592 2021.12.19 北京林业大学 
赵惠恩、曹序平、周园园、王

晓旭 
大漠铜墙 菊属     

30 20211593 2021.12.19 北京林业大学 
赵惠恩、曹序平、李童、王晓

旭 
大漠白堤 菊属     

31 20211598 2021.12.21 
福建省御皇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郭云伟 黑钻秋炫 悬钩子属     

32 20211599 2021.12.2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 

李斌、郑勇奇、林富荣、郭文

英、黄平、王津津、宋升平 
礼宾艳凤 木通属     

33 20211600 2021.12.2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 

李斌、郑勇奇、林富荣、郭文

英、黄平、王津津、宋升平 
礼宾煌凤 木通属     

34 20211601 2021.12.2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 

李斌、郑勇奇、林富荣、郭文

英、黄平、王津津、宋升平 
礼宾望凤 木通属     

35 20211602 2021.12.2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 

李斌、郑勇奇、林富荣、郭文

英、黄平、王津津、宋升平 
礼宾舞凤 木通属     

36 20211615 2021.12.22 
福建省御皇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郭云伟 黑钻秋韵 悬钩子属     

37 20211671 2021.12.27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杨俊强、陈红玉、马光跃、申

仲妹 
晋园晚红 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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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211673 2021.12.27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杨俊强、陈红玉、申仲妹、杨

凯、王达菲、梁燕平、隋建设 
猗冬 1号 枣属     

39 20220001 2021.12.31 北京林业大学 
赵惠恩、马慧君、吴恬恬、王

晓旭 
草原牧歌 菊属     

40 20220002 2021.12.31 北京林业大学 
赵惠恩、吴恬恬、周园园、李

童、王晓旭 
大漠秋茗 菊属     

41 20220003 2021.12.31 北京林业大学 
赵惠恩、吴恬恬、曹序平、马

慧君、王晓旭 
大漠铁肩 菊属     

42 20220007 2022.01.04 
嵊州市栀香花木有限公

司、张军、张冬芬 

张冬芬、张军、黄少平、施玲

玲、张朗锋、求鹏英、毕文玉、

郑峰、王英英、吴丽萍、张大

伟、温莉娜 

香雪 5号 栀子属     

43 20220008 2022.01.04 
嵊州市栀香花木有限公

司 

张冬芬、张军、黄少平、施玲

玲、张朗锋、求鹏英、毕文玉、

郑峰、王英英、吴丽萍、温莉

娜、张大伟 

香雪 3号 栀子属     

44 20220036 2022.01.10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朱宏芬 蓝梦 越桔属     

45 20220040 2022.01.11 浙江农林大学 
申亚梅、宁慧娟、马晶晶、陆

丹迎、吴超 
景怡 木兰属     

46 20220042 2022.01.12 南京林业大学 
林树燕、吕卓、杨露、姚文静、

丁雨龙、刘国华 
金方 8号 方竹属     

47 20220043 2022.01.12 南京林业大学 
林树燕、赵婉琪、秦敏、姚文

静、丁雨龙、王福升、刘国华 
金方 7号 方竹属     

48 20220044 2022.01.12 南京林业大学 

林树燕、卞丽丽、姚文静、伍

虹雨、丁雨龙、王福升、刘国

华 

金方 6号 方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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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220048 2022.01.13 
北京安海之弋园林古建

工程有限公司 
许栩 绿精灵 蝴蝶兰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50 20220049 2022.01.13 杨青、杨丕俊、杨博 
杨青、杨丕俊、杨博、张圣委、

谢子龙、杨舜尧、马千金 
翠翘 连翘属     

51 20220060 2022.01.17 杨新社、杨青、杨丕俊 
杨丕俊、杨青、杨博、谢子龙、

马千金、杨新社 
紫翘 连翘属     

52 20220061 2022.01.17 杨博、杨青、杨丕俊 
杨青、杨丕俊、杨新社、谢子

龙、杨博 
金翘 连翘属     

53 20220063 2022.01.17 杨丕俊、杨青、杨博  
杨青、谢子龙、马千金、杨丕

俊、杨博 
黄翘 连翘属     

54 20220073 2022.01.17 北京林业大学 
李国雷、杨雄、王佳茜、杨宁、

杨钦淞 
京槲 1 栎属     

55 20220074 2022.01.17 北京林业大学 

李国雷、杨雄、杨钦淞、杨宁、

王佳茜、袁启华、姚飞、邵占

海、白正甲、杨宝祥、薛敦孟、

李世安、金莹杉 

京槲 2 栎属     

56 20220077 2022.01.18 浙江农林大学 
赵宏波、肖政、杨丽媛、董彬、

方遒、钟诗蔚、王艺光 
美夏 1号 夏蜡梅属     

57 20220078 2022.01.18 浙江农林大学 
赵宏波、肖政、杨丽媛、董彬、

方遒、钟诗蔚、王艺光 
美夏 2号 夏蜡梅属     

58 20220079 2022.01.18 浙江农林大学 
赵宏波、肖政、杨丽媛、董彬、

方遒、钟诗蔚、王艺光 
美夏 3号 夏蜡梅属     

59 20220080 2022.01.18 浙江农林大学 
肖政、杨丽媛、赵宏波、董彬、

方遒、钟诗蔚、王艺光 
美夏 4号 夏蜡梅属     

60 20220081 2022.01.18 浙江农林大学 
杨丽媛、肖政、赵宏波、董彬、

方遒、钟诗蔚、王艺光 
美夏 5号 夏蜡梅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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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220083 2022.01.18 内蒙古农业大学 
白玉娥、杨荣、包文慧、王宁、

伊特格乐、格根珠拉 
林杞 1号 枸杞属     

62 20220085 2022.01.19 
内蒙古润合源林业发展

有限公司 

曹占生、张鹏举、秦力强、王

宏伟、于浩男、高永亮、秦华

宇、刘洪宇、王淑华、訾秋月、

张萌 

润合源 1号 李属     

63 20220086 2022.01.19 
内蒙古润合源林业发展

有限公司 

曹占生、魏文民、吴俊飞、王

利钦、姜雪、时晓燕、纪娜、

常伟东、吴艳楠 

润合源 2号 李属     

64 20220087 2022.01.19 
内蒙古润合源林业发展

有限公司  

曹占生、纪玉存、张瑞麟、腾

学敏、薛中华、李晓宇、白俊

玲、许书娟、姜艳娟、吴梓诚 

润合源 3号 李属     

65 20220089 2022.01.19 
山东益得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左兆河、左金朋、张涛、田宝

兰 
鲁芋 1号 向日葵属     

66 20220090 2022.01.19 
山东益得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左兆河、左金朋、张涛、田宝

兰 
鲁芋 2号 向日葵属     

67 20220091 2022.01.19 
山东益得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左兆河、左金朋、张涛、田宝

兰 
鲁芋 3号 向日葵属     

68 20220092 2022.01.19 
山东益得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左兆河、左金朋、张涛、田宝

兰 
鲁芋 4号 向日葵属     

69 20220093 2022.01.19 
山东益得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左兆河、左金朋、张涛、田宝

兰 
鲁芋 5号 向日葵属     

70 20220094 2022.01.19 
山东益得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左兆河、左金朋、张涛、田宝

兰 
鲁芋 6号 向日葵属     

71 20220095 2022.01.19 
山东益得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左兆河、左金朋、张涛、田宝

兰 
鲁芋 7号 向日葵属     

72 20220096 2022.01.19 
山东益得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左兆河、左金朋、张涛、田宝

兰 
鲁芋 8号 向日葵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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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20220097 2022.01.19 
山东益得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左兆河、左金朋、张涛、田宝

兰 
鲁芋 9号 向日葵属     

74 20220104 2022.01.22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焦云、房聪玲、柴春燕 甬早梅 2号 杨梅     

75 20220105 2022.01.23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乔丽婷、何琼、曹荣根、倪功、

王江兵、田连通 
爱心宝贝 蔷薇属     

76 20220107 2022.01.24 
黄庆烈、黄煜寰、衢州市

兴柯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黄庆烈、黄煜寰 月牙榧 榧树属 

北京高沃国际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77 20220108 2022.01.24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 

温强、刘丽婷、高伟、黄文印、

王波、汪雁楠、李田、黄彬、

朱恒、龚春 

叠翠流金 山茶属     

78 20220109 2022.01.25 中国农业大学 
马男、马超、周晓锋、高俊平、

孙小明、张常青 
麦浪 蔷薇属     

79 20220110 2022.01.26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李晓军、周广芳、沈广宁、翟

浩、余贤美 
凯丰 1号 枣属     

80 20220111 2022.01.27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焦云、陈国锋 甬早梅 1号 杨梅     

81 20220113 2022.01.29 

宁波黄金韵茶业科技有

限公司、宁波市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浙江大学 

王开荣、王荣芬、张完林、王

静芬、梁月荣、郑新强、张龙

杰 

曙雪 山茶属     

82 20220114 2022.01.29 

宁波黄金韵茶业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大学、宁

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郑新强、张龙杰、李明、王开

荣、梁月荣、吴颖、韩震、黄

杨 

红韵 1号 山茶属     

83 20220115 2022.01.29 

浙江大学、宁波黄金韵茶

业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郑新强、张龙杰、李明、王开

荣、梁月荣、吴颖、韩震、黄

杨 

采金毫 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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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0220116 2022.01.29 

宁波黄金韵茶业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大学、余

姚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总站 

郑新强、张龙杰、李明、王开

荣、梁月荣、吴颖、韩震、黄

杨 

红韵 2号 山茶属     

85 20220117 2022.01.29 

宁波黄金韵茶业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大学、余姚

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

站 

张龙杰、郑新强、王开荣、李

明、梁月荣、王荣芬、王静芬、

胡涨吉 

采金雪 山茶属     

86 20220118 2022.01.29 
宁波黄金韵茶业科技有

限公司 

张龙杰、王荣芬、王静芬、胡

涨吉、张完林、戴建建 
采金玉 山茶属     

87 20220119 2022.02.07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何琼、乔丽婷、曹荣根、倪功、

王江兵、田连通 
精灵宝贝 蔷薇属     

88 20220120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江胜德、陈溪、方旭初、杨怡

钰、杜习武、龚仲幸 
沐秋 杜鹃花属     

89 20220121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江胜德、陈溪、方旭初、杨怡

钰、杜习武、龚仲幸 
秋色赋 杜鹃花属     

90 20220122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江胜德、陈溪、方旭初、杜习

武、龚仲幸、杨怡钰 
清秋 杜鹃花属     

91 20220123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龚仲幸、林玉、张鑫、江胜德、

方卓尔、陈溪 
秋韵 杜鹃花属     

92 20220124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龚仲幸、林玉、张鑫、江胜德、

方卓尔、陈溪 
红日 杜鹃花属     

93 20220125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龚仲幸、江胜德、张鑫、卓晶

晶、林玉、方卓尔 
红宝石 杜鹃花属     

94 20220126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怡钰、龚仲幸、江胜德、余

昌明、卓晶晶、方旭初 
紫秋韵 杜鹃花属     

95 20220127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陈溪、卓晶晶、江胜德、杜习

武、方卓尔、龚仲幸 
奕秋 杜鹃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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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20220128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怡钰、卓晶晶、江胜德、余

昌明、龚仲幸、朱雅彬 
澄秋 杜鹃花属     

97 20220129 2022.02.08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陈溪、江胜德、张鑫、林玉、

杨怡钰、龚仲幸 
秋影 杜鹃花属     

98 20220130 2022.02.09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

究所、上药华宇（临沂）

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上海

市药材有限公司 

陈士林、李西文、崔宁、陈为

序、侯梦梦、于大德、谈景福、

朱伟、侯对虎、俞磊明 

鲁丰 2号 鼠尾草属     

99 20220131 2022.02.10 

磐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磐安县农家缘香榧专

业合作社、浙江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 

陈红星、李海波、叶碧欢、宋

其岩、陈友吾、唐昌贻、钟子

龙、傅志华、马昔巨 

磐旋榧 榧树属     

100 20220132 2022.02.10 
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

研究所 

王文林、谭秋锦、黄锡云、韦

媛荣、许鹏、韦哲君、汤秀华、

郑树芳、覃振师、何铣扬、潘

贞珍、潘浩男、环秀菊、钟剑

章、周春衡、覃潇敏、贺鹏、

张涛、宋海云、莫庆道 

翠羽 澳洲坚果     

101 20220133 2022.02.12 
宁波黄金韵茶业科技有

限公司 

张龙杰、王荣芬、王静芬、胡

涨吉、张完林、戴建建 
御金芽 山茶属     

102 20220134 2022.02.1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李

亚 
春芳 叶子花属     

103 20220135 2022.02.1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李

亚 
紫英 叶子花属     

104 20220136 2022.02.1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李

亚 
海虹 叶子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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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0220137 2022.02.12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

研究所、云南春禾园林科

技有限公司、云南吉成园

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世峰、李伟、宋杰、陈伟、

解玮佳、王继华、彭绿春、张

露、李云伟 

笑春风 杜鹃花属     

106 20220138 2022.02.1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李

亚 
秀英 叶子花属     

107 20220139 2022.02.1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黄

少华 
飒露紫 叶子花属     

108 20220140 2022.02.1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黄

少华 
初心 叶子花属     

109 20220141 2022.02.1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黄

少华 
的卢 叶子花属     

110 20220142 2022.02.13 
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

研究所 

王文林、汤秀华、郑树芳、韦

哲君、许鹏、韦媛荣、陈海生、

贺鹏、宋海云、张涛、潘浩男、

环秀菊 

紫金 鳄梨     

111 20220143 2022.02.1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李

亚 
小莺 叶子花属     

112 20220144 2022.02.1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李

亚 
月笼纱 叶子花属     

113 20220145 2022.02.14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李晓军、曲健禄、张琼、王涛、

翟浩 
凯丰 2号 枣属     

114 20220146 2022.02.14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李晓军、阴启忠、高瑞、张勇、

王涛 
凯丰 4号 枣属     

115 20220147 2022.02.1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徐世松、冷青云、李

亚 
绛妃 叶子花属     

116 20220148 2022.02.1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牛俊海、冷青云、徐世松、李

亚 
鸾歌 叶子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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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20220149 2022.02.14 
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

研究所 

汤秀华、王文林、何铣扬、郑

树芳、谭秋锦、覃振师、黄锡

云、莫庆道、赵大宣、钟剑章、

潘贞珍、周春衡 

腾龙 鳄梨     

118 20220150 2022.02.15 
广西容县新种种子有限

公司 

李进源、林林、黄贤教、卢文

倍、李嘉林、植业民、陈信林、

陈品梅、林积全、梁妮、黎远、

黎均洪、李钊容、刘启志 

容山香 1号 八角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119 20220151 2022.02.16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李晓军、张勇、王中堂、曲健

禄、马亚男 
凯丰 3号 枣属     

120 20220152 2022.02.17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

研究所 

王继华、杜文文、王祥宁、李

想、崔光芬、黎霞 
银河系 秋海棠属     

121 20220153 2022.02.17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

研究所 

李绅崇、段青、马璐琳、王祥

宁、李想、李慧敏 
小飞象 秋海棠属     

122 20220154 2022.02.17 中国农业大学 
马超、高俊平、高月荣、马男、

张常青、周晓锋 
虹韵 蔷薇属     

123 20220155 2022.02.20 安徽农业大学 洪先友 润翠 杜鹃花属     

124 20220156 2022.02.22 中国农业大学 
高俊平、马男、周晓锋、张常

青、马超、孙小明 
双韵 蔷薇属     

125 20220157 2022.02.22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

研究所、云南吉成园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春

禾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宋杰、李伟、李世峰、陈伟、

彭绿春、王继华、张露、解玮

佳、段仕学 

舞春风 杜鹃花属     

126 20220158 2022.02.22 

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花卉研究所、弥勒市

植保植检站 

李伟、李世峰、陈伟、杨文武、

宋杰、张露、王继华、解玮佳、

彭绿春、段仕学、李云伟 

醉春风 杜鹃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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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20220159 2022.02.22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

研究所、云南吉成园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伟、宋杰、陈伟、李世峰、

王继华、彭绿春、解玮佳、张

露、李云伟、段仕学 

咏春风 杜鹃花属     

128 20220160 2022.02.22 喀什地区林业工作站 

祖力甫努尔·阿布都克力木、

麦麦提敏·乌热依木、阿吉古

丽•阿斯甫、古丽坚乃提•麦合

木提 

珍珠 李属     

129 20220161 2022.02.22 喀什地区林业工作站 

祖力甫努尔·阿布都克力木、

麦麦提依明·吾拉音、阿吉古

丽·阿斯甫、古丽坚乃提•麦

合木提 

皇后 李属     

130 20220162 2022.02.22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 

李冬玲、汪琼、顾永华、杨军、

杨虹、廖盼华、刘科伟 
金丝蝶 金丝桃属     

131 20220163 2022.02.23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岳琳、王晶、王亚玲、赵珊珊、

武艳芳、胡传伟、陈娜娟、徐

自恒 

慕香 含笑属     

132 20220164 2022.02.23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武艳芳、王晶、王亚玲、胡传

伟、邓健、岳琳、赵珊珊、陈

娜娟、徐自恒 

小金玲 含笑属     

133 20220165 2022.02.23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王晶、王亚玲、高红升、岳琳、

胡传伟、赵珊珊、陈娜娟、邓

健、郭光光、徐自恒 

玉珠儿 含笑属     

134 20220166 2022.02.23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王晶、王亚玲、胡传伟、岳琳、

赵珊珊、陈娜娟、邓健、郭光

光、徐自恒 

心爱 含笑属     

135 20220167 2022.02.23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王亚玲、王晶、岳琳、武艳芳、

郭光光、胡传伟、陈娜娟、赵

珊珊 

青绯 含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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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20220168 2022.02.23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武艳芳、王晶、王亚玲、赵珊

珊、陈娜娟、胡传伟、岳琳、

邓健、高红升 

美人指 含笑属     

137 20220169 2022.02.23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王晶、王亚玲、岳琳、武艳芳、

胡传伟、邓健、赵珊珊、陈娜

娟、郭光光 

蝶舞 木兰属     

138 20220170 2022.02.23 

新疆五彩明轩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重点林业工程质量

管理总站  

张旭、郭湘娅、张东科、杨靖、

全小丽、王煜、童怀英 
寒血 李属     

139 20220171 2022.02.25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

学院  
庾韦花、蒙平、石前、周琼 桂指 3号 榕属 

广西中知科创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40 20220172 2022.02.25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

学院  
庾韦花、石前、蒙平 桂指 4号 榕属 

广西中知科创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41 20220173 2022.03.02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王晶、赵珊珊、王亚玲、岳琳、

高红升、陈娜娟、武艳芳、邓

健、胡传伟 

流光 木兰属     

142 20220174 2022.03.02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薛敦孟、司瑞新、李成、郑萍、

李国雷、李世安、马岚 
春云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43 20220177 2022.03.03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 
阮树安、卢立媛、刘振盼、孙

阳、白云松、宋建宇 
金色日马达 榕属 

北京北林方圆

植物新品种权

事务有限公司 

  

144 20220180 2022.03.03 
云南蓝煌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李琼芬 清月 鸢尾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45 20220181 2022.03.03 
云南蓝煌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李琼芬、张清月 清阳 鸢尾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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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20220182 2022.03.03 
美国贝利蓝莓有限公司   

(Berry Blue LLC. USA) 

埃德蒙 J. 惠勒（Edmund J. 

Wheeler）、詹姆斯 F.汉考克

（James F. Hancock）、玛丽

亚 P.巴纳多斯（Maria Pilar 

Banados） 

迪威(DIVINE)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47 20220183 2022.03.0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

树研究所 

王新卫、曹珂、王力荣、陈昌

文、方伟超、朱更瑞、李勇、

吴金龙、张涛、牛棚 

中碧春月 桃花     

148 20220184 2022.03.04 
河北润丰林业科技有限

公司 

刘易超、刘香芬、李红、刘冬

云、孟庆瑞、陈丽英、代嵩华、

樊彦聪 

红绢 木槿属     

149 20220187 2022.03.06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薛敦孟、司瑞新、李成、郑萍、

李国雷、李世安、李春兰 
叠翠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50 20220191 2022.03.07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司瑞新、薛敦孟、姚飞、方志

军、吴志勇、李香、张华伟 
新瑞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51 20220192 2022.03.07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李香、薛敦孟、王瑛、贺国鑫、

李成、王朔、邢军 
恋春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52 20220193 2022.03.07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司瑞新、薛敦孟、刘春和、姚

飞、沙海峰、张雪源、郑为军 
凝春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53 20220194 2022.03.07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薛敦孟、司瑞新、李成、郑萍、

李国雷、李世安、刘克林 
晴波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54 20220195 2022.03.07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薛敦孟、司瑞新、李成、郑萍、

李国雷、李世安、张林玉 
晴雪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55 20220196 2022.03.07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薛敦孟、司瑞新、李成、郑萍、

李国雷、李世安、徐红江 
晓月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56 20220197 2022.03.07 北京林业大学 
戴思兰、黄河、陆晨飞、蒲娅、

叶雨晴 
东篱勋章 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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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20220198 2022.03.08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山西芦芽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

山西省桑干河杨树丰产

林实验局 

武秀娟、郭建荣、姚建忠、奥

小平、郑智礼、郭斌、李丕全、

吴丽荣、赵育鹏、雍鹏、李宝

龙、张彩红 

立阳 杨属     

158 20220199 2022.03.09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司瑞新、薛敦孟、贺国鑫、沙

海峰、姜青樟、邢立霞、张岳 
咏春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59 20220200 2022.03.09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李成、薛敦孟、姜英淑、吴志

勇、刘春和、司瑞新、岳涵 
英淑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60 20220201 2022.03.09 
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

务中心 

李香、薛敦孟、方志军、王瑛、

李成、张同、马岚 
忆春 流苏树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161 20220202 2022.03.09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

研究所、云南吉成园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宋杰、李伟、李世峰、王继华、

陈伟、彭绿春、解玮佳、张露、

李云伟、段仕学 

颂春风 杜鹃花属     

162 20220203 2022.03.11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琳、林荣光、阙平、胡坚平 雪花飘 李属     

163 20220204 2022.03.11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林荣光、阙平、胡坚平、

王琳 
拂袖翠香 李属     

164 20220205 2022.03.11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林荣光、王琳、阙平、

胡坚平 
丝绦玉蝶 李属     

165 20220206 2022.03.11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林荣光、王琳、阙平、

胡坚平 
丝绦晚粉蝶 李属     

166 20220207 2022.03.11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王琳、林荣光、阙平、

胡坚平 
春风拂面 李属     

167 20220208 2022.03.13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王琳、林荣光、阙平、

胡坚平 
云间春晓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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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20220209 2022.03.13 
成县兴丰农林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郭兴贵、朱福民、王明霞、季

元祖、吴利军、王让军、胡永

辉、强辉、张艳霞、赵潇、陈

建雄、王淑芳、陈皓、苏碧峰、

张克生、车明轩、胡继周、李

唯、安会艳、曹婧 

陇核 4号 核桃属     

169 20220210 2022.03.13 
成县兴丰农林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朱福民、郭兴贵、李建红、唐

永东、张永辉、杨永平、胡永

辉、李海燕、马健鹏、朱义选、

贺涣文、张艳霞、王保平、张

克生、苏碧峰、车明轩、张守

珍、牛军红、达霖霞、徐晓燕 

陇核 3号 核桃属     

170 20220212 2022.03.14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林荣光、王琳、阙平、

胡坚平 
丝绦粉蝶 李属     

171 20220215 2022.03.15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林荣光、阙平、林毅雁、王琳、

胡坚平、王星榕 
早韵粉 李属     

172 20220216 2022.03.15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阙平、林毅雁、王琳、

林荣光、林玮捷 
春如意 李属     

173 20220219 2022.03.16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 

孙阳、陈喜忠、李仁浩、尤文

忠、刘广平、刘振盼、白云松、

李冬生、卢立媛 

绿巨人 猕猴桃属 

北京北林方圆

植物新品种权

事务有限公司 

  

174 20220220 2022.03.17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 

赵京献、郭伟珍、秦素洁、曹

军合、赵俊喜、邱政芳 
冀椒 2号 花椒属     

175 20220221 2022.03.17 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沈元勤、马雪范、骞绍娟、魏

亚平、谷满、邓红、张春雷、

张景普、韩云艳、王二燕、景

春华、杨梦缘、赵滢、杜森 

雅芙粉饰 蔷薇属     



18 
 

176 20220222 2022.03.17 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魏亚平、骞绍娟、马雪范、沈

元勤、谷满、邓红、张春雷、

张景普、韩云艳、王二燕、何

西豪、杨梦缘、赵滢、杜森 

宛韵 蔷薇属     

177 20220223 2022.03.17 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马雪范、骞绍娟、沈元勤、魏

亚平、谷满、邓红、张春雷、

张景普、韩云艳、王二燕、何

西豪、景春华、杨梦缘、赵滢 

爱宛行 蔷薇属     

178 20220224 2022.03.17 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骞绍娟、马雪范、沈元勤、魏

亚平、谷满、邓红、张春雷、

张景普、韩云艳、王二燕、何

西豪、景春华、杨梦缘、赵滢 

红粉世家 蔷薇属     

179 20220225 2022.03.17 
厦门千日红园艺有限公

司 
王和法、王锦池 千日红 1号 叶子花属     

180 20220226 2022.03.18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 

赵京献、郭伟珍、曹军合、秦

素洁、李明远 
冀椒 3号 花椒属     

181 20220227 2022.03.18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 

赵京献、郭伟珍、秦素洁、李

明远、曹军合 
冀椒 1号 花椒属     

182 20220228 2022.03.18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王琳、胡坚平、阙平、

林荣光 
如梦 李属     

183 20220229 2022.03.18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公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064615(IPT064

615)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1.09肯尼

亚 

184 20220231 2022.03.19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魏一、王琳、林玮捷、林荣光、

胡坚平 
灿若云霞 李属     

185 20220234 2022.03.21 
云南蓝煌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李琼芬 粉色佳人 鸢尾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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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20220235 2022.03.22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琳、林毅雁、林荣光、魏一、

王星榕、林玮捷 
一抹嫣红 李属     

187 20220238 2022.03.24 上海辰山植物园 叶康、胡永红、秦俊、王洪富 申辰彩玉 木兰属     

188 20220239 2022.03.24 上海辰山植物园 叶康、王罗荣、秦俊、胡永红 申辰丹玉 木兰属     

189 20220240 2022.03.24 上海辰山植物园 叶康、胡永红、秦俊 申辰早玉 木兰属     

190 20220242 2022.03.24 北京林业大学 
刘勇、张劲、李国雷、薛敦孟、

彭玉信、李世安、张恒月 
雄阔 杨属     

191 20220253 2022.03.25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阙平、吕彤、林毅雁、

胡坚平、林荣光、王琳 
旺春 李属     

192 20220254 2022.03.25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董运常、罗伟聪、刘贵才、高

欢欢、江良为、陈振涛、吴道

辉 

华彩 吊钟花属     

193 20220255 2022.03.25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高欢欢、董运常、罗伟聪、刘

贵才、江良为、陈振涛、陈兰 
华耀 吊钟花属     

194 20220256 2022.03.25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陈振涛、董运常、罗伟聪、刘

贵才、高欢欢、江良为、王唯

一 

华韵 吊钟花属     

195 20220257 2022.03.25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江良为、董运常、罗伟聪、刘

贵才、谢宗明、蔡林和 
华茜 吊钟花属     

196 20220258 2022.03.25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刘贵才、董运常、罗伟聪、余

兵努、罗樊、李洁雯 
华莹 吊钟花属     

197 20220259 2022.03.26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刘贵才、董运常、罗伟聪、江

良为、高欢欢、陈振涛、甄宏

宇、董明康 

华苑 吊钟花属     

198 20220260 2022.03.26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罗伟聪、刘贵才、董运常、江

良为、高欢欢、陈振涛、许少

青 

华珍 吊钟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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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0220261 2022.03.26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董运常、刘贵才、罗伟聪、高

欢欢、江良为、陈振涛、蔡林

和 

华妍 吊钟花属     

200 20220262 2022.03.28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魏一、吕彤、王星榕、

王琳、阙平 
满堂红 李属     

201 20220263 2022.03.28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吕彤、林玮捷、王琳、

魏一、阙平 
俏颜 李属     

202 20220264 2022.03.28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阙平、魏一、吕彤、林毅雁、

林荣光、胡坚平、王珉 
莹雪 李属     

203 20220265 2022.03.28 
厦门千日红园艺有限公

司 
王和法、王锦池 千日红 2号 叶子花属     

204 20220266 2022.03.28 
厦门千日红园艺有限公

司 
王锦池、王和法 千日红 3号 叶子花属     

205 20220267 2022.03.2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 

李振坚、孙振元、单玉莹、王

兆山、王伟、苏上、巨关升、

张倩 

早飞黄 石斛属     

206 20220289 2022.04.0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 

唐芳、卢孟柱、王丽娟、贺学

娇 
芳林 1号 杨属     

207 20220290 2022.04.0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 

唐芳、卢孟柱、王丽娟、贺学

娇 
芳林 2号 杨属     

208 20220293 2022.04.0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 

李振坚、孙振元、贺国鑫、刘

占海、王瑞霞、张雷、王伟、

单玉莹 

橙霞 石斛属     

209 20220294 2022.04.05 

岳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医药大学、安泽县

国有林场 

李卫东、张烨、任晓红 岳康 5号 连翘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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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20220298 2022.04.07 

岳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医药大学、安泽县

国有林场 

李卫东、张烨、任晓红 岳康 6号 连翘属     

211 20220308 2022.04.08 北京林业大学 
黄河、刘芳野、戴思兰、徐俊、

李毅 
东篱粉荷 菊属     

212 20220313 2022.04.08 北京林业大学 
黄河、黄佳璐、戴思兰、范嘉

玮、叶雨晴 
东篱霞光 菊属     

213 20220314 2022.04.08 北京林业大学 
黄河、徐俊、戴思兰、刘芳野、

李毅、张德佳 
东篱黄舞 菊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