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农业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 有效期终止
日期
日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山西金色农田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大豆、向日葵、西瓜、油
菜、马铃薯、棉花、蔬菜、花卉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野生珍贵花卉除外）、中药材 2012.11.30 2017.11.29 山西省农业厅 2012.11.30 失效
营许可证
(2012)第0001号
、食用菌、草类、油料、果树
（核桃、板栗等干果除外）、桑
树、烟草等农作物种子

山西华科种业有
限公司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2012.11.30 2017.11.29 山西省农业厅 2012.11.30 失效
营许可证
(2012)第0002号 小麦、棉花等农作物种子

山西鑫农奥利种
业有限公司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2012.11.30 2017.11.29 山西省农业厅 2012.11.30 失效
营许可证
(2012)第0003号 小麦、大豆、高粱等农作物种子

山西尧山种业有
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小麦、棉花、大豆、油菜、马铃
2013.6.14
营许可证
(2013)第0004号 薯、西瓜、向日葵、蔬菜、花卉
、麻类、食用菌等农作物种子

2018.6.13 山西省农业厅 2013.6.14

有效

山西新科农种子
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稻、小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麦、玉米、棉花、大豆、马铃薯
2013.6.14
营许可证
(2013)第0005号 、油菜、向日葵、西瓜等农作物
种子

2018.6.13 山西省农业厅 2013.6.14

有效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西瓜、向日
葵、油菜、马铃薯、稻、油料、
山西三联现代种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麻类、糖料、蔬菜、果树（核桃
2013.6.14
911408005587401479
业科技有限公司
营许可证
(2013)第0006号 、板栗等干果除外）茶树、花卉
（野生珍贵花卉除外）、桑树、
烟草、中药材、草类、绿肥、食
用菌等农作物种子

2018.6.13 山西省农业厅 2013.6.14

有效

备注

山西晋沃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西瓜、谷子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高粱、向日葵、苗木、食用菌 2013.11.5
营许可证
(2013)第0007号
、蔬菜、花卉、油菜、绿肥、果
树、中药材、草类等农作物种子

2018.11.4 山西省农业厅 2013.11.5

有效

山西绛山种业科
技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西瓜、谷子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高粱、向日葵、苗木、食用菌 2014.3.25
营许可证
(2014)第0008号
、蔬菜、花卉、油菜、绿肥、果
树、中药材、草类等农作物种子

2019.3.24 山西省农业厅 2014.3.25

有效

山西鑫丰盛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西瓜、谷子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高粱、向日葵、苗木、食用菌
营许可证
(2014)第0009号
、蔬菜、花卉、油菜、绿肥、果
树、中药材、草类等农作物种子

2014.4.9

2019.4.8

山西省农业厅 2014.4.9

有效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西瓜、谷子
山西中农赛博种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91140105785811339T
、高粱、向日葵、苗木、食用菌
业有限公司
营许可证
(2014)第0010号
、蔬菜、花卉、油菜、绿肥、果
树、中药材、草类等农作物种子

2014.4.9

2019.4.8

山西省农业厅 2014.4.9

有效

山西潞玉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马铃薯、西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瓜、谷子、高粱、向日葵、苗木
2014.4.24
营许可证
(2014)第0011号 、食用菌、蔬菜、花卉、油菜、
绿肥、果树、中药材、草类等农
作物种子

2019.4.23 山西省农业厅 2014.4.24

有效

山西金鼎生物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马铃薯、西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瓜、谷子、高粱、向日葵、苗木
2014.4.24
营许可证
(2014)第0012号 、食用菌、蔬菜、花卉、油菜、
绿肥、果树、中药材、草类等农
作物种子

2019.4.23 山西省农业厅 2014.4.24

有效

临汾继农种业有
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马铃薯、西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瓜、谷子、高粱、向日葵、苗木
2014.6.19
营许可证
(2014)第0013号 、食用菌、蔬菜、花卉、油菜、
绿肥、果树、中药材、草类等农
作物种子

2019.6.18 山西省农业厅 2014.6.19

有效

山西诚信种业有
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马铃薯、西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瓜、谷子、高粱、向日葵、苗木
2014.9.11
营许可证
(2014)第0014号 、食用菌、蔬菜、花卉、油菜、
绿肥、果树、中药材、草类等农
作物种子

2019.9.10 山西省农业厅 2014.9.11

有效

山西太育种业有
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马铃薯、西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瓜、谷子、高粱、向日葵、苗木
2014.10.14 2019.10.13 山西省农业厅 2014.10.14 有效
营许可证
(2014)第0015号 、食用菌、蔬菜、花卉、油菜、
绿肥、果树、中药材、草类等农
作物种子

蒲县昕源种业有
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马铃薯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烟草、小麦、大豆、西瓜、向
2014.10.14 2019.10.13 山西省农业厅 2014.10.14 有效
营许可证
(2014)第0016号 日葵、蔬菜、中药材、食用菌、
花卉、果树、草类等农作物种子

山西强盛种业有
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马铃薯、西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瓜、谷子、高粱、向日葵、苗木
2014.10.17 2019.10.16 山西省农业厅 2014.10.17 有效
营许可证
(2014)第0017号 、食用菌、蔬菜、花卉、油菜、
绿肥、果树、中药材、草类等农
作物种子

山西福盛园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小麦、棉花、大豆、马铃薯、西
2014.12.8
营许可证
(2014)第0018号 瓜、高粱、向日葵、蔬菜、油菜
、等农作物种子

2019.12.7 山西省农业厅 2014.12.8

有效

山西亿鑫源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大豆、高粱、棉花、小麦、西瓜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向日葵、油菜、马铃薯、水稻
2014.12.26 2019.12.25 山西省农业厅 2014.12.26 有效
营许可证
(2014)第0019号 、蔬菜、油料、麻类、糖料、花
卉、桑树、烟草、中药材等农作
物种子

山西天元种业有
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高粱、小麦、向日葵、大豆、棉
花、马铃薯、小杂粮、蔬菜、西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瓜、油菜、稻、油料、麻类、糖 2014.12.26 2019.12.25 山西省农业厅 2014.12.26 有效
营许可证
(2014)第0020号
料、花卉（野生珍贵花卉除外）
、桑树、烟草、中药材、草类、
绿肥等农作物种子

山西福盛园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40100200244048

增加玉米品种：福盛源1号、种
主要农作物种 BC（晋）农种经许字
星青贮7号、宏兴528、强盛288 2016/10/20 2017/12/8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0/20 失效
子生产许可证 （2014）第0018号
、强盛399、盛玉367、华美468

主证：生产品玉1号、品玉3号
、品玉8号、张玉308、特早2号
、丰禾96号、富友9号、晋饲育1
号、晋单86号、晋单75号、鑫丰
盛9898、并单17号、东单80、
东单70、东单335、张玉8号、
大玉3号、万孚7号、沈玉21、天
益青7096、晋单63号、晋单55
山西鑫丰盛农业
主要农作物种 BC（晋）农种生许字
91140100692233365U
号、临单15号、忻玉106、晋单 2016/11/16
科技有限公司
子生产许可证 （2014）第0009号
78号、辉玉909、晋单74号、晋
单67号、晋单89号、鲁单
9008；
副证：经营玉米、小麦、棉花
、大豆、西瓜、蔬菜、向日葵、
高粱、谷子、苗木、食用菌、花
卉、油菜、绿肥、果树、中药材
、草类等农作物种子。

2017/4/9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1/16 失效

山西中农赛博种
主要农作物种 BC（晋）农种生许字 增加玉米品种：赛德1号、赛博
91140105785811339T
业有限公司
子生产许可证 （2014）第0010号 159号、太玉811。

2016/10/20 2017/12/26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0/20 失效

山西太育种业有
限公司

生产玉米种子：太育1号、太育2
主要农作物种 BC（晋）农种生许字
号、太育3号、太育7号、泉玉9 2017.02.24 2017.10.14 山西省农业厅 2017.02.24 失效
子生产许可证 （2014）第0015号
号。

山西强盛种业有
限公司

140000100008620

增加玉米品种：强盛369、福盛
主要农作物种 BC（晋）农种生许字 源1号、种星青贮7号、花糯99、
2016/10/20 2017/10/17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0/20 失效
子生产许可证 （2014）第0017号 宏兴528、强盛288、强盛399、
盛玉367、华美468。

山西福盛园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40100200244048

增加玉米品种：福盛源1号、种
主要农作物种 BC（晋）农种生许字
星青贮7号、宏兴528、强盛288 2016/10/20 2017/12/8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0/20 失效
子经营许可证 （2014）第0018号
、强盛399、盛玉367、华美468

变更地址：原太原市小店区杜家
山西天元种业有
主要农作物种 BC（晋）农种生许字 寨村（小店原种场)变更为太原
9114000011001004XX
2016/10/20 2017/12/26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0/20 失效
限公司
子生产许可证 （2014）第0020号 市小店区通达街8号文化大厦11
层1101号。
山西沃达丰农业
主要农作物种 BC（晋）农种生许字 增加玉米品种：沃锋88、晋单62
科技股份有限公 911401006942894184
2016/10/20 2018/9/16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0/20 有效
子生产许可证 （2015）第0025号 、蠡玉21、北玉509。
司
山西瑞德丰种业
主要农作物种 BC（晋）农种生许字 生产：玉米种子：泉玉9号；小
91141022796352449X
2017.02.24 2018.11.29 山西省农业厅 2017.02.24 有效
有限公司
子生产许可证 （2015）第0028号 麦种子：临汾3号、临旱6号。

翼城县红丰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41022000001805

主要农作物种
子生产许可证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棉花、大豆、油菜、西瓜、向日
BC（晋）农种许字 葵、马铃薯、蔬菜、中药材、食
（2015）第0028号 用菌、花卉等农作物种子；
副证：生产经营：玉米：泉玉9
号，小麦：临丰3号、临旱6号。

2017/1/5

2018/11/29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5

有效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棉花、大豆、油菜、西瓜、向日
BC（晋）农种许字 葵、马铃薯、蔬菜、中药材、食
（2015）第0028号 用菌、花卉等农作物种子；
副证：生产经营：玉米：泉玉9
号，小麦：临丰3号、临旱6号。

2017/1/5

山西大槐种业有
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小麦、棉花、大豆、油菜、西瓜
营许可证
(2015)第0021号 、向日葵、马铃薯、蔬菜、中药
材、食用菌、花卉等农作物种子

2015.4.8

翼城县红丰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41022000001805

主要农作物种
子经营许可证

2018/11/24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5

山西省农业厅 2015.4.8

有效

晋城市润农种业
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小麦、
玉米、大豆、高粱、谷子、蔬菜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油菜、西瓜、向日葵、马铃薯 2015.5.21
营许可证
(2015)第0023号
、棉花、中药材、花卉等农作物
种子

2020.5.20 山西省农业厅 2015.5.21

有效

山西沃达丰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小麦、向日葵、大豆、西瓜、蔬 2015.9.17
营许可证
(2015)第0025号
菜等农作物种子

2020.9.16 山西省农业厅 2015.9.17

有效

山西中农容玉种
业有限责任公司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豆、马铃薯、向日葵、蔬菜等农作
营许可证
(2015)第0026号 物种子

2020.9.16 山西省农业厅 2015.9.17

有效

山西大丰种业有
限公司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菜、大豆、谷子、马铃薯、花卉等 2015.10.20 2020.10.19 山西省农业厅 2015.10.20 有效
营许可证
(2015)第0027号 农作物种子

翼城县红丰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麦、棉花、大豆、油菜、西瓜、向
2015.11.30 2020.11.29 山西省农业厅 2015.11.30 有效
营许可证
(2015)第0028号 日葵、马铃薯、蔬菜、中药材、食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大

2015.9.17

2020.4.7

有效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蔬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小

用菌、花卉等农作物种子

经营作物范围：玉米、小麦、棉
山西瑞德丰种业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 花、大豆、油菜、西瓜、向日葵
91141022796352449X
2017.02.24 2018.11.24 山西省农业厅 2017.02.24 有效
有限公司
营许可证
字（2015）第0028号 、马铃薯、蔬菜、中药材、食用
菌、花卉等农作物种子。

山西益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大
豆、蔬菜、向日葵、西瓜、马铃薯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油菜、高粱、谷子、荞麦、中药 2015.11.30 2020.11.29 山西省农业厅 2015.11.30
营许可证
(2015)第0029号 材、花卉、食用菌、麻类、油料、
瓜类、草类、绿肥等农作物种子

山西沃科华德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作物种子经 BCD(晋)农种经许字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玉米、蔬
2015.11.30 2020.11.29 山西省农业厅 2015.11.30 有效
营许可证
(2015)第0030号 菜、花卉、麻类等农作物种子

山西大河东种业
有限公司

农作物种子经
营许可证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小麦、
CD(晋)农种经许字
棉花、大豆、油菜、西瓜、向日
(2015)第0022号
葵、蔬菜、甜瓜等农作物种子

河曲兴农科技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农作物种子经
营许可证

CD(晋)农种经许字 加工、包装、批发、零售马铃薯
2015.9.17
(2015)第0024号 （原原种、原种）

山西利民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9817435358079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1号

晋中龙生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700743540681J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2号

2015.4.8

2020.4.7

有效

山西省农业厅 2015.4.8

有效

2020.9.16 山西省农业厅 2015.9.17

有效

主证：经营玉米、小麦、大豆
、马铃薯、蔬菜、西瓜、向日葵
、高粱、谷子、杂粮等农作物种
子；
2017/5/26 2021/10/30 山西省农业厅 2017/5/26 有效
副证：生产杂交玉米晋单61、
利玉619、晋单64号、晋单56号
、晋单48号。
主证：经营玉米、小麦、大豆
、马铃薯、蔬菜、西瓜、向日葵
、高粱、谷子、杂粮等农作物种
子；
副证：生产杂交玉米龙生1号、
龙生2号、龙生3号、龙生5号、
龙生16、龙生668、章玉10号、
晋单76号、晋单54号、普玉2号 2016/10/31 2021/10/30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0/31 有效
、禾玉203。亲本玉米LS01、
AX10、BX06、LS16、h701。常
规大豆：晋豆19、晋豆25、龙科
1号。杂交高粱：晋杂23、晋杂
103、龙杂1号、晋杂12、晋中
405、晋杂18、晋杂15、抗四；
常规谷子：晋谷21、晋谷29、晋

变更副
证（种
子生产
地）

主证：生产经营 玉米、小麦、
棉花、大豆、高粱、谷子、向日
葵、西瓜、马铃薯、油菜、蔬菜
、稻、花卉等农作物种子。
山西中农博瑞农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0100MA0GTF9K1U
副证：杂交玉米：晋育1号、金 2017/9/21 2021/10/30 山西省农业厅 2017/9/21
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3号
岛99、吉农大668、丰禾96、临
单15、特早2号、大玉3号、晋单
66、晋单75，杂交高粱：晋杂
12

山西尧山种业科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10276604449697
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4号

山西省原平市双
主要农作物种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981713687172T
惠种业有限公司
子生产许可证 （2016）第0005号

山西德育丰农业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1003305323338
科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6号

有效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大豆、马铃薯、蔬菜、西瓜、向
日葵、高粱、谷子、杂粮等农作
物种子；
副证：生产经营杂交玉米：丰 2016/11/25 2021/11/24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1/25 有效
达一号、永玉35、晋单69号。小
麦：长8744、临丰3号、运早
20410、晋麦47号。大豆：晋豆
36。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大豆、马铃薯、蔬菜、西瓜、向
日葵、高粱、谷子、杂粮等农作
2017/6/20 2021/12/12 山西省农业厅 2017/6/20 有效
物种子；
副证：杂交玉米：双惠208、双
惠100、晋单58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大豆、马铃薯、蔬菜、西瓜、向
日葵、高粱、谷子、杂粮等农作
2016/12/13 2021/12/12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2/13 有效
物种子；
副证：生产经营杂交玉米：晋
单60、晋单83、晋单67、并单
17。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山西晋沃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141000000046211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大豆、马铃薯、蔬菜、西瓜、向
日葵、高粱、谷子、杂粮等农作
物种子；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副证：生产经营杂交玉米晋单
2016/12/13 2021/12/12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2/13 有效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7号 48号、晋沃99。小麦：晋麦79
号、晋麦87号、晋麦89号、晋麦
97号、良星99、临丰3号、临旱
6号、鑫麦296、晋麦98号、运
旱20410、晋麦47号。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大豆、马铃薯、蔬菜、西瓜、向
日葵、高粱、谷子、杂粮等农作
物种子；
2016/12/13 2021/12/12 山西省农业厅 2016/12/13 有效
副证：生产经营：玉米：君实8
号、君实9号、君实615；小麦：
山西君实种业科 91141081346945300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金禾9123、烟农21、晋麦47、
技有限公司
Ｃ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8号
阳光818；大豆：晋豆36。
副证：杂交玉米：君实8号、君
实9号、君实615；小麦：烟农
2017/11/15 2021/12/12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1/15 有效
21、晋麦47、阳光818、晋豆36
、新福麦1号、烟农19号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农作物种
山西辉玉农业科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子；
91140105317173444D
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10号 副证：生产经营杂交玉米：辉
玉909

山西潞玉种业股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4217159892706
份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4/26

2022/1/4 山西省农业厅 2017/4/26

有效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 玉米 ；
副证：杂交玉米：潞玉1号、潞
A（晋）农种许字 玉5号、潞玉6号（亲本）、潞玉
2017/11/21 2022/11/20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1/21 有效
（2017）第0001号 13、潞玉16号、潞玉19号、潞
玉35号、潞玉36号、潞玉39号
、潞玉50号、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变更副
证（种
子生产
地）

山西强盛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0001100186237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玉米；
副证：杂交玉米：强盛28号、
强盛49号、强盛3号、强盛5号、
强盛12号、强盛388、晋单42号
、晋单青贮42、强盛58、强盛青
贮30、强盛369、福盛源1号、
种星青贮7号、花糯99、宏兴
528、强盛288、强盛399、盛玉
367、华美468、晋单56号、龙
A（晋）农种许字 丰2号、苏玉26、强盛51号、强
2017/12/12 2022/11/20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2/12 有效
（2017）第0002号 盛101号、强盛62号、苏玉17号
、金穗18、强盛11号、金豫8号
、强盛9号、盛玉366、强盛1号
、强盛16号、强盛31、强盛103
、屯玉808、宏兴1号、中东玉1
号、晋鲜糯6号、晋糯8号、晋单
（糯）41号、福盛园青贮106、
强盛389、强盛377、盛玉688、
强盛199、阜研58、阜研68、邦
玉33、强盛368

山西大丰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100713677791G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玉米；
副证：杂交玉米：晋单65号、
A（晋）农种许字 大丰26号、并单16号、大丰133
2017/11/27 2022/11/26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1/27 有效
（2017）第0003号 、大丰30、大丰28、金科玉
3306、金科玉3308、大丰14号
。

山西诚信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0007725070634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主证：经营范围：玉米。
副证：杂交玉米：晋单54号、
A（晋）农种许字 诚信1503、兴民18、诚信1号、
2017/12/22 2022/12/21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2/22 有效
（2017）第0004号 博澳109、诚信6号、福园2号、
MC220、诚信16号、诚信5号、
雨田18、北青310 。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山西鑫农奥利种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426739301207J
业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山西亿鑫源农业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1057963645706
开发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山西中瑞德丰种
农作物种子生
91141022796352449X
业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山西新翔丰农业
农作物种子生
91141022798295089R
科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
副证：杂交玉米：潞鑫二号、
潞鑫66号、潞鑫88、潞鑫八号、
B（晋）农种许字
奥利10号、奥利66号、奥利18
2017/9/16
（2017）第0024号
号、长单43号、潞鑫一号、潞鑫
四号、潞鑫六号、农福8号、鑫
玉168

2022/9/15 山西省农业厅 2017/9/16

有效

主证：玉米、小麦、棉花、大
豆、高粱、谷子、西瓜、向日葵
、马铃薯、水稻、蔬菜、油料、
B（晋）农种许字 麻类、糖料、花卉、中药材等农
2017/10/17 2022/10/16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0/17 有效
（2017）第0025号 作物种子。
副证：杂交玉米：鑫源596、品
玉598、鑫源88，大豆：晋豆19
号、晋豆25。
主证：玉米、小麦、棉花、大
豆、油菜、西瓜、向日葵、马铃
B（晋）农种许字 薯、蔬菜、中药材、食用菌、花
2017/10/17 2022/10/16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0/17 有效
（2017）第0026号 卉等。
副证：杂交玉米：泉玉9号、瑞
丰168，小麦：临丰3号、临旱6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玉米；
B（晋）农种许字
副证：杂交玉米： 东单80、晋 2017/11/22 2022/11/21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1/22 有效
（2017）第0027号
单89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大豆、蔬菜农作物种子；
山西和世利农业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100051972061M
副证：生产经营杂交玉米：玉
开发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09号
农118、晋阳3号、吉科玉12、
金洲1号，5高农901。

2017/1/6

2021/1/5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6

有效

主证：生产经营：稻、玉米、
鲜食、爆裂玉米农作物种子；
副证：杂交玉米：远科706、远
山西太行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1100668629001H
科105、远科1号、通单258、金 2017/10/30 2022/1/19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0/30 有效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1号
庆121、金庆8号、天和2号、前
锋8、金庆117、迪锋128、金庆
1号、金庆708 。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主证：生产经营稻、玉米、小
麦、棉花、大豆、麻类、蔬菜、
花卉、鲜食爆裂玉米、西瓜、向
日葵、高粱、谷子、油菜、杂粮
。
副证：杂交玉米：晋单71号、
2017/9/18
忻抗14号、瑞普908、忻黄单
78；小麦：运旱115、运旱618
、运旱20410、晋麦47号、运旱
山西三联现代种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805、运旱102、运旱719、舜麦
911408005587401479
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2号 1718、冀麦325、冀麦418 。
副证：杂交玉米：晋单71号、
忻抗14号、瑞普908、忻黄单78
、瑞普909、瑞普959；小麦：
运旱115、运旱618、运旱20410
、晋麦47号、运旱805、运旱
102、运旱719、舜麦1718、冀
麦325、冀麦418、喜麦199、喜
麦203、运麦218、运旱22-33

临汾继农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1000551470973L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3号

山西大槐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10246604399672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4号

2017/9/18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棉花、大豆、蔬菜、花卉、油
菜、西瓜、向日葵、马铃薯、中
药材、食用菌。
副证：长4738、晋麦83号、临
2018/2/5
远8号、良星67号、良星99、晋
麦98号、晋麦90号、长6359、
晋麦79、临丰3号、晋麦97号、
丰达一号、晋豆36号、邯农
1412 。晋麦102号。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棉花、大豆、蔬菜、花卉、油菜
、西瓜、向日葵、马铃薯、中药
材、食用菌。
2017/3/23
副证：并单23号、忻黄单85号
、晋单56号、晋单64号、丰达一
号、长8744、山农22、鑫麦296
、晋豆36、晋豆37

有效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有效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2022/3/22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5

有效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2022/3/22 山西省农业厅 2017/3/23

有效

2022/3/21 山西省农业厅 2017/9/18

2022/3/21 山西省农业厅 2017/9/18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稻、玉
米、小麦、棉花、大豆、麻类、
蔬菜、花卉、鲜食爆裂玉米、西
瓜、甜瓜、杂粮等农作物种子。
副证：杂交玉米：晋单52号、
金玉8号、金玉9号、晋单88号；
山西金鼎生物种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8007319179634
西瓜：抗病早冠龙、黄河黑金龙 2017/4/11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5号
、黄河全能冠军、抗病巨红宝、
黄河花冠龙、抗病大黑皮、；小
麦：晋麦96号、舜麦1718、晋
麦84号、临Y7287、临丰3号、
晋麦47号、运旱20410、运旱
21-30、晋麦100号 。

2022/4/10 山西省农业厅 2017/4/11

有效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稻、玉
米、小麦、棉花、大豆、蔬菜、
花卉、油菜、西瓜、向日葵、马
铃薯、高粱、谷子、食用菌、杂
山西华科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800798256952D
粮等农作物种子。
2017/4/11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6号
副证：杂交玉米：晋单82号、
荣鑫3387、运单168、华科1号
、凯玉2号，小麦：晋麦89、油
菜：晋油10号

2022/4/10 山西省农业厅 2017/4/11

有效

山西恒玉种业科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700MA0H95LGXK
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7号

山西诚信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0007725070634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8号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玉米、
小麦、大豆、马铃薯、高粱、谷
子等。
2018/2/6
副证：杂交玉米：章玉10号、
恒玉1号、运单168、晋农科1号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稻、玉
米、小麦、棉花、大豆、蔬菜、
花卉、油菜、西瓜、向日葵、马
铃薯、高粱、食用菌、苗木、绿
肥、果树、中药材、草类等农作
物种子。
2017/4/11
副证：杂交玉米：MC220、诚信
16号、诚信6号、诚信号1号、诚
信5号、福园2号、博澳109、北
青310、兴民18、晋单54号；
稻：晋稻12号；小麦：京冬12、
轮选987；大豆：晋豆25号。

2022/4/10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6

有效

2022/4/10 山西省农业厅 2017/4/11

有效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棉花、大豆、蔬菜、花卉、鲜
食、爆裂玉米、西瓜、谷子、高
粱、向日葵、苗木、食用菌、油
菜、绿肥、果树、中药材、草类

山西鑫丰盛农业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100692233365U
科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9号

山西中农赛博种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105785811339T
业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20号

副证：生产经营杂交玉米：晋
单63号、晋单55号、临单15号
、忻玉106、晋单78号、辉玉
909、晋单74号、晋单67号、晋
单89号、鲁单9088、晋单86号
、晋单75号、鑫丰盛9898、并
单17号、东单80、东单70、东 2017/12/18 2022/4/26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2/18 有效
单335、张玉8号、大玉3号、万
孚7号、沈玉21、品玉1号、品玉
3号、品玉 8号、张玉308、特
早2号、丰禾96号、富友9号、晋
饲育1号、富友968、美锋969、
晋单72、KD5112，小麦：衡S29
、山农17、山农优麦2号、晋麦
47、临丰3号（临旱536），杂
交高粱：晋杂12、晋杂18号，谷
子：晋谷21号、晋品谷1号、晋
品谷2号、晋品谷3号、晋品谷4
号，大豆：晋豆16、品金芸3号
、晋豆48号，杂交玉米：东单
主证：生产经营 玉米、小麦、
棉花、大豆、高粱、谷子、向日
葵、西瓜、马铃薯、油菜、蔬菜
、稻、花卉等农作物种子。
副证：生产经营杂交玉米：太
2017/4/26 2022/4/25 山西省农业厅 2017/4/26 有效
玉339号、太玉811号、赛博159
、赛德1号、并单669、晋单86
、太玉511、并单6号、运单668
、并单5号。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山西中农赛博种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105785811339T
业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20号
副证：杂交玉米：赛德5号、太
玉511、赛德1号、并单5号、太
玉968、并单6号、晋单86，太
玉811、并单669、运单668、太
玉339、赛博159。

山西中农容玉种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9006802476043
业有限责任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21号

山西绛山种业科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826754091631H
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22号

2017/8/25

主证：生产经营：稻、玉米、
小麦、棉花、大豆、鲜食、爆裂
玉米、高粱、谷类、甘蓝、豆角
、辣椒、西葫芦、番茄等农作物
2017/6/12
种子。
副证：生产经营杂交玉米：威
卡979、德朗118、威卡926、晋
单80、晋单70、晋单57。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大豆、蔬菜；
副证：杂交玉米：金农109、晋
单51、农夫9号、并单23号、太
2017/8/16
玉339、安玉13、开玉15，小
麦：运旱102、运旱22-33、运
旱20410、运旱618、舜麦1718
、晋麦84、运旱115、临丰3号
。

2022/4/25 山西省农业厅 2017/8/25

有效

2022/6/11 山西省农业厅 2017/6/12

有效

2022/8/15 山西省农业厅 2017/8/16

有效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主证：生产经营：玉米、小麦
、棉花、大豆、蔬菜、鲜食、爆
裂玉米、高粱、马铃薯、油菜、
向日葵、西瓜；
副证：杂交玉米：强盛28号、
强盛49号、强盛3号、强盛5号、
强盛12号、强盛388、晋单42号
、晋单青贮42、强盛58、强盛青
贮30、强盛369、福盛源1号、
种星青贮7号、万孚1号、宏兴
528、强盛288、强盛399、盛玉
山西福盛园科技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1007701385327
367、华美468、晋单56号、山 2017/12/18 2022/8/17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2/18 有效
发展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23号
原1号、苏玉26、强盛51号、强
盛101号、强盛62号、苏玉17号
、金穗18、强盛11号、金豫8号
、强盛9号、盛玉366、强盛1号
、强盛16号、强盛31、强盛103
、海单9号、宏兴1号、福盛园55
号、福盛园59、福盛园57、福盛
园52号、中东玉1号、晋鲜糯6号
、晋糯8号、晋单（糯）41号、
福盛园青贮106 、强盛389、强
盛377、盛玉688、强盛199、阜
山西德森农业科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729678188182J
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主证：经营范围：玉米。
B（晋）农种许字
副证：杂交玉米：晋单59号、
（2018）第0001号
德玉909。

2018/2/5

2023/1/28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5

有效

山西金穗玉丰种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700MA0HLNEU4F
业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主证：经营范围：玉米。
B（晋）农种许字
副证：杂交玉米：龙生3号、龙
（2018）第0002号
生16、龙生668 。

2018/2/6

2023/2/5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6

有效

山西沁丰园农业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100080983210P
科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主证：经营范围：玉米。
B（晋）农种许字
副证：杂交玉米：鑫丰盛966、
（2018）第0003号
晋单62、大正2号 。

2018/2/6

2023/2/5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6

有效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变更副
证（变
更品种
名称）

山西恒玉种业科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700MA0H95LGXK
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7号

山西金穗玉丰种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700MA0HLNEU4F
业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B（晋）农种许字
（2018）第0002号

山西龙生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700743540681J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2号

山西龙生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700743540681J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2号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玉米、
小麦、大豆、马铃薯、谷子、高
粱等。 副证：杂交玉米：章玉
10号、恒玉1号、运单168、晋
农科1号、金穗86、华玉68 。
主证：经营范围：玉米。
副证：杂交玉米：龙生3号、龙
生16、龙生668、金穗86、普玉
2号、晋单54号、华玉68、华科
主证：经营玉米、小麦、大豆
、马铃薯、蔬菜、西瓜、向日葵
、高粱、谷子、杂粮等农作物种
子；
副证：生产杂交玉米龙生1号、
龙生2号、龙生3号、龙生5号、
龙生16、龙生668、章玉10号、
晋单76号、晋单54号、普玉2号
、禾玉203。亲本玉米LS01、
AX10、BX06、LS16、h701。常
规大豆：晋豆19、晋豆25、龙科
1号。杂交高粱：晋杂23、晋杂
103、龙杂1号、晋杂12、晋中
405、晋杂18、晋杂15、抗四；
主证：经营玉米、小麦、大豆
、马铃薯、蔬菜、西瓜、向日葵
、高粱、谷子、杂粮等农作物种
子；
副证：生产杂交:玉米龙生1号
、龙生2号、龙生3号、龙生5号
、龙生16、龙生668、章玉10号
、晋单76号、晋单54号、普玉2
号、禾玉203。亲本玉米LS01、
AX10、BX06、LS16、h701。常
规大豆：晋豆19、晋豆25、龙科
1号。杂交高粱：晋杂23、晋杂
103、龙杂1号、晋杂12、晋中
405、晋杂18、晋杂15、抗四；
常规谷子：晋谷21、晋谷29、晋
谷40。华科早18、并单4。金穗
86、龙生306、华玉68、龙生19

2018/2/27

2018/2/27

2018/2/9

2022/4/10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6

2023/2/5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6

2021/10/30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9

2018/2/14 2021/10/30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14

有效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有效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有效

变更主
证（住
所更
名）

有效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稻、玉
米、小麦、棉花、大豆、蔬菜、
花卉、油菜、西瓜、向日葵、马
山西华科种业有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铃薯、高粱、谷子、食用菌、杂
91140800798256952D
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7）第0016号 粮等农作物种子。
副证：杂交玉米：晋单82号、
荣鑫3387、运单168、华科1号
、凯玉2号，小麦：晋麦89、油
菜：晋油10号；华玉68 。

2018/3/8

2022/4/10 山西省农业厅 2018/3/8

有效

山西君实种业科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1081346945300C
副证：小麦：晋麦102号。
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8号

2018/6/1

2021/12/12 山西省农业厅 2018/6/1

有效

山西晋沃农业科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911410216838202260
副证：小麦：晋麦77、邯麦19
技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7号

2018/6/4

2021/12/12 山西省农业厅 2018/6/4

有效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玉米
B（晋）农种许字 副证：生产杂交玉米：润民336
2018/6/19
（2018）第0004号 、润民8号、润民9号、泽玉54、
泽玉41、泽玉31、泽玉4号

2023/6/18 山西省农业厅 2018/6/19

有效

晋城市润农种业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5007902177806
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山西省原平市双
农作物种子生 BCD（晋）农种许字 副证：生产杂交玉米：双惠207
91140981713687172T
惠种业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2016）第0005号 、双惠87

2018/6/19 2021/12/12 山西省农业厅 2018/6/19

主证：生产经营范围：玉米
B（晋）农种许字 副证：生产杂交玉米：潞鑫二
2018/6/20 2022/9/15 山西省农业厅 2018/6/20
（2017）第0024号 号、潞鑫66号、潞鑫88、奥利
10号、奥利18号、鑫玉168
副证：杂交玉米：晋育1号、金
农作物种子生
岛99、吉农大668、丰禾96、临
山西中农博瑞农
BCD（晋）农种许字
91140100MA0GTF9K1U 产经营许可证
单15、特早2号、大玉3号、晋单 2018/7/2 2021/10/30 山西省农业厅 2018/7/2
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6）第0003号
（副证）
66、晋单75、晋阳5号，杂交高
粱：晋杂12
农作物种子生
山西尧山种业科
BCD（晋）农种许字
911410276604449697 产经营许可证
副证：杂交玉米：尧玉16
2018/7/9 2021/11/24 山西省农业厅 2018/7/9
技有限公司
（2016）第0004号
（副证）
山西鑫农奥利种
农作物种子生
91140426739301207J
业有限公司
产经营许可证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种）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变更副
证（增
加品

变更副
有效 证（增
加品
变更副
证（增
有效
加种子
生产地

有效

增加品
种

有效

增加品
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