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回顾过去——看得见的品质，看得见的放心

2019 年参加认
证的种子“凤杂 4 号”，通过 4

个种子批检测，平均芽率：84%，
比 2018 年度增长 0.8 个百分点，
通过海南纯度鉴定，4个种子批纯
度平均值为：≥96%，其中最低值
为：≥95%。这两项指标均高于

公司每年生产的种子。

2020 年参加认证
的种子“凤杂4号”，通过

5次种子扦样检测，平均芽率：
88.6%，比 2019 年度增长 4.6 个百

分点，多次扦样并通过海南纯度鉴定，
种子纯度平均值为：≥96%，其中最

低值为：≥95%。这两项指标
均高于公司每年生产的

种子。

2020年

2018 年 参 加 认
证的种子“凤杂4号”，通过5个

种子批检测，平均芽率：83.2%，比
上一年度增长1.2个百分点，通过
海南纯度鉴定，五个种子批纯度
平 均 值 为 ：≥96% ，其 中 最 低 值
为：≥95% 。这两项指标均高于

公司往年生产的种子。

2018年

种子是农业中的“芯片”。国

家农业农村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研

究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的行动方

案，力求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实

现重大突破。“十四五”时期，我省

将深入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扶持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

业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吉系”

新品种，研发筛选适应我省耕地

特点的安全、高产、优质种子，建

设种子强省，服务本省、辐射全

国。

“凤杂25”

“凤杂110”

农以种为先。在现代农业
发展中，种子可称得上粮食“芯
片”，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
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
族。品种作为种植业产出品的
内在决定因素，在服务产业发
展、增加农民收入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没有优质的品种，就
没有生命力强的产业，就没有
亿万种田农民的致富路。

春 种 一 粒 粟 ，秋 收 万 颗
籽。提升种质创新，这是一场
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吉
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不忘初
心，已经着手启动建设农作物
和农业种质资源库。努力发挥
地方农业种质库的作用，助力
国家种质资源发展与保护。在
工作中，他们强化优质种子研
发，种子品种登记，服务农民优
质选种，树立行业标杆。

公司集科研、生产、销售于
一体，力争在科研上求创新、在
生产上求质量、在销售上求突
破，以优质、高产新品种服务三
农，回报社会。企业宗旨求实，
务实、扎实、诚信、实事求是、脚
踏实地。进取，努力、拼搏、上
进、争先。有序，通过科学育
种，实现品种新突破。同心，在
壮亿大家庭里，大家志同道合，
齐心协力。

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
坐落在美丽的公主岭市，公司
成立于 2010年，占地两万平方
米，注册资金3000万元，固定资
产 2500万元，总资产 5000万元
以上。公司拥有高粱、玉米育
种材料上万份，高级技术职称
的育种专家 4 名，客座专家 6
名，技术骨干 14名，技术工人 6
名。除此之外还有先进的实验
设备、大型种子加工器械和种
子加工生产线。

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
暨高科作物育种研究所，前身
为凤昌杂粮农科所，1997年，所
长张凤昌从省农科院退休，创
办了杂粮种子商店。经过两年
发展于1999年成立凤昌杂粮农

科所，2001年，经公主岭市科委
批准成立了高科作物育种研究
所。 2010年，成立了吉林省壮
亿种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
一直本着加快筛选和推广一批
绿色生态、优质安全、高产高效
的新品种，让农民能够在田间
地头参照专业评价看禾选种，
加快优良新品种推广应用，提
升农业质量和效益为目标。 吉
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繁育推
一体化企业，全国高粱产业龙
头企业，全国对高粱杂交种进
行质量认证的惟一企业以“凤
杂4号”为龙头的凤杂系列高粱
杂交种成为国内第一大品牌。

“凤玉”系列玉米新品种及各种
杂粮种子备受广大用户欢迎。

公司现已育成“凤杂 4号”
为龙头的“凤杂”系列高粱杂交
种，“凤玉”玉米系列等品种。
其中“凤杂 4号”“凤杂 6号”“凤
杂 8 号”“凤杂 11 号”“凤杂 18
号”“凤杂 19号”已申请国家植
物新品种保护并获授权。高粱
杂交种“凤杂 4号”选育及推广
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荣
获农业部“农业科技贡献奖”三
等奖。

为适应农业标准化生产，
“凤杂 4号”“凤杂 8号”已制定
品种标准并通过吉林省质量监
督局和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审
查。同时公司还致力于玉米品
种的研发，“凤育6号”玉米新品
种已在内蒙古自治区审定并推
广。登记国审高粱三十多个品
种，省审玉米“凤玉 88号”三个
品种及审定大豆品种一个。

“凤杂”系列高粱杂交种的
特点：表现产量高，增产潜力
大，适应性强，籽粒淀粉含量
高，适宜作酿酒原料，深受酒企
的喜爱和信赖。

一粒种子以涓埃之微，阳
光雨露适宜却能长成参天大
树。经过多年的发展，吉林省
壮亿种业有限公司企业主体地
位不断壮大。 几年来，在公司

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壮亿种业
科学培育出以“凤杂 4号”为龙
头的“凤杂”系列高粱杂交种和
以“凤育 6”为龙头的“凤育”系
列玉米新品种。“凤杂4号”品种
标准已通过省质量监督局和省
农委审查，“凤杂4号”杂交种及
亲本已获得农业植物品种权保
护。“凤育 6”由于品质好、产量
高，再加上具有省肥、抗病、抗
倒伏的优势，化肥农药成本大
大降低，深受广大农民欢迎。
在吉林省西部半盐碱干旱地
区推广种植 1200多万亩。

随着小杂粮需求逐年增
加，出现了种子短缺和供不应
求的局面。壮亿种业以农业
发展为科研方向，通过原种基
地和制种基地基础设施及“基
地＋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有效提高制种产量和种子
质量，降低制种成本，减轻农
民经济负担。高粱杂交种产
量由原来的 100万公斤提高到
150 万公斤，不仅满足了吉林
省和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种子
需求，其他省份和地区的高粱
种植区域且每年都增加种植
面积。

此外，吉林省壮亿种业有
限公司还围绕“三农”制定科研
课题，在科研上求创新，努力赶
超世界种质新标准。在生产上
求质量，在销售上求突破，以优
质高产新品种服务“三农”回报
社会，为吉林省乃至全国粮食
生产作出新贡献。

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
司郭晓英总经理说，公司不断
加强种子科研，不断地研发新
品种，努力把优质良种推向全
国。每年都受邀参加吉林省
农博会，黑龙江哈尔滨种业展
销会，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展会
反响都很好，信誉和质量赢得
了农民朋友的赞许，并与多家
酒业集团签约。同时我们还
派出技术人员到全国实地考
查气候和土壤，以便更好地研
发和推广种植面积。连续三

年实施认证试点工作,今后我
们将继续加强种子质量的管
控工作，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质
量意识，将认证制度转化为企
业的自觉行为，建立企业内部
工作记录、管理效果的考核制
度，提高亲本、原种质量，公司
将持续推进质量改进创新,实
践中逐步建立完整的质量控
制体系。尤其是在完善种子
质量售后追溯管理方案上，公
司结合种子质量认证示范试
点工作，完善了质量追溯相关
操作办法，明确基地落实到个
人名头上、农户使用的每袋种
子都可以追溯到厂家，出库日
期等，从而确保了种子质量的
可追溯性、安全性，让农民放
心购买。

立志做好、做强民族种业，
让农民朋友满意，让国家满
意。郭晓英说：“粮食种业研发
经营也是在作生意，经营的是
良心，经营的是人品，经营的是
责任和使命。这个世界不缺聪
明人，厚道、诚信最好。我们几
代人共同努力把种子事业播撒
在这片黑土地上。脚踏实地用
利他心去做事，天道一定酬
勤。”

举 报 电 话 ：13089222908
15500421188

创新粮食创新粮食““芯片芯片””研发研发
争当种业排头争当种业排头

———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发展侧记—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发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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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杂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