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调查记载和试验管理水平等。 

（三）试验组织管理情况。主要检查联合体试验牵头单

位、绿色通道试验实施企业是否建立有合格的试验档案，是否

开展试验田间考察，是否组织开展试验技术培训，试验工作是

否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管理等。 

二、检查时间 

（一）西南春玉米（中高海拔）组、西南春玉米（中低海

拔）组、热带亚热带玉米组、西南青贮玉米组、西南鲜食糯玉

米组、东华北及黄淮海鲜食甜玉米组和糯玉米组：7 月上中旬

开始，8 月中旬前完成。 

（二）北方极早熟春玉米组、北方早熟春玉米组、东华北

中早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

组、黄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夏玉米籽粒机收组、京津冀早熟

夏玉米组、西北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青贮玉米春播组、黄

淮海夏播青贮玉米组、爆裂玉米组：7 月中下旬开始，9 月中旬

前完成。 

（三）东南鲜食甜玉米组：7 月上中旬开始，10 月上旬前

完成。 

三、 督查方式 

（一）试验实施单位自查。各联合体试验牵头单位、绿色

通道试验实施企业等试验实施单位，按照各地疫情防控要求，

采取恰当的方式，组织开展联合体试验、绿色通道试验自查，

要求 3-5 家试验实施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自查，自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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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数应达到总试验点数的 30%以上，根据要求（见附件 1）认

真完成联合体试验自查报告，按时将报告电子版报送我中心品

种区试处、试验所在区组国家区试主持人和试点所在省级品种

试验组织管理部门。统一试验国家区试主持人负责组织协调所

在生态区组各渠道试验自查工作，并根据我中心要求及时开展

统一试验田间检查，按时将检查报告电子版报送我中心品种区

试处。西南春玉米（中高海拔）组、西南春玉米（中低海拔）

组、热带亚热带玉米组、西南青贮玉米组、东南春玉米组、东

南及西南鲜食甜玉米组和糯玉米组、东华北及黄淮海鲜食甜玉

米组和糯玉米组于 9 月 5 日前报送。北方极早熟春玉米组、北

方早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熟春玉米

组、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黄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夏玉米

籽粒机收组、京津冀早熟夏玉米组、西北春玉米组、东华北中

晚熟青贮玉米春播组、黄淮海夏播青贮玉米组、爆裂玉米组于

9 月 25 日以前报送。 

（二）各省（区、市）统一抽查。请各有关省级品种试验

组织管理机构牵头组织，按照评价表（见附件 2）的要求对本

省（区、市）区域内的统一试验、联合体试验、绿色通道试验

等各渠道试验进行统一抽查，重点抽查联合体试验、绿色通道

试验近两年未曾检查过的试点，具体安排见附件 3。试验点次

数多的省份抽查试点比例不少于各渠道试验在本省（区、市）

试点数的 20%，并在抽查结束后 15 天内将试验评价表和总结材

料报送我中心品种区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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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试验区组联查。玉米生育关键期，我中心将组

织国家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区试主持人和省品种试验组织管理

人员对重点区域试验区组进行联查，调研试验开展情况，记载

缺陷品种，对试验质量有问题的试点提出处理意见，并开展现

场技术指导。 

四、参加人员 

参加联合体试验、绿色通道试验自查的人员由各试验实施

单位负责安排，一般包括试验主持人、成员单位技术负责人、

有关专家和省试验组织管理人员；各省（区、市）统一抽查人

员由各省级试验组织管理机构负责安排，成员包括区试工作分

管领导、玉米品种试验负责人和玉米专业委员会部分委员等组

成监督抽查小组；重点试验区组联查人员主要由国家玉米品种

审定部分委员、区试主持人、省品种试验组织管理人员和我中

心品种相关人员组成。 

五、 其他事项 

本次试验检查重点是玉米田间试验表现，检查结果将作为

评价淘汰联合体试验和绿色通道试验的重要依据。为提高效

率，请相关单位和人员严格按照试验检查评价表要求认真做好

核查、评价和记录，省级统一抽查原则上不安排室内情况汇报

和座谈交流。请参与单位和人员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

细则精神和工作纪律要求，完成检查任务，确保工作质量。检

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请及时与我中心品种区试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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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国家玉米品种试验自查报告格式 

 

2020 年 XXXX 组联合体试验（绿色通道试验）自查报告 

XXXX 联合体（绿色通道试验删除）      XXXX（牵头单位） 

 

一、考察情况 

包括参加人员、考察时间、组织实施等情况。 

二、试验基本情况 

包括试验品种、试验点分布、试验点代表性等总体情况。 

三、试验执行情况 

包括各试验点试验具体开展情况，是否按照试验方案执行、田间试

验设计和小区排列是否科学、小区面积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照国家区

试标准进行调查记载、田间管理是否规范，抗性鉴定、转基因检测、DNA

指纹鉴定等是否按照方案执行等。 

四、试验质量评估 

包括各试验点试验质量、试验地环境、试验地肥力水平等，试验地

是否受其他物体影响、试验地是否平整、地力是否均匀、试验有无缺苗

及缺苗情况、试验是否申请报废等。 

五、试验培训情况 

组织开展区试技术培训情况。 

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及建议。 

注：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严重影响试验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试点试验报废。申请报

废的试验须在本报告详细记录和分析报废原因，并提供报废小区和受灾情况照片。

— 6 — 



附件 2 

2020 年国家玉米品种试验检查评价表 

考察时间： 

序

号 

联合体或绿

色通道企业

名称 
试验组别 试验点 

试验落

实情况 
试验地位置

环境 
试验地平整

情况 试验设计 田间表现 田间管理与

调查记载 
档案与试验

工作管理 总体情况 主要缺点

与不足 
重大缺陷品

种及表现 

好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1                             

2                             

3                             

4                             

5                             

6                             

…                             

考察人员签字： 

注：考察记载时在相应栏打√，参照评价指标说明判断。 

 

— 7 — 



评价指标说明： 

一、试验落实情况 

（一）好：试验组别、组数、品种和试点完全与试验方案一致，根

据试验品种数分组合理。 

（二）差：试验组别、组数、品种和试点与试验方案不一致，且未

提前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其他八项不需要再进行评价，总体情况为差。 

二、试验地位置环境 

（一）好：试验地不受其他物体的影响（如建筑物、树木等）。 

（二）中：其他物体对试验地有一定影响，但对试验质量影响不

大。 

（三）差：其他物体对试验地影响较大，影响试验质量。 

三、试验地平整情况 

（一）好：土地平整、地力均匀。 

（二）中：土地较平整、地力较均匀，对试验质量影响不大。 

（三）差：土地不平整、地力不均匀，影响试验质量。 

四、试验设计 

（一）好：按方案要求执行，保护行符合要求，小区排列布置合

理，小区面积符合要求。 

（二）中：基本按方案要求执行，保护行基本符合要求，小区排列

布置比较合理。 

（三）差：未按方案执行，无保护行，小区未随机排列布置，小区

面积不符合要求。 

五、田间表现 

（一）好：生长均匀一致，无缺苗断垄，玉米品种试验的密度与试

验方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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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生长基本均匀，缺苗断垄不严重，玉米品种试验的密度

与试验方案差异不大，对试验质量影响小。 

（三）差：生长不均匀，缺苗断垄比较严重，玉米品种试验的密度

按试验方案要求不足或明显超出，影响试验质量。 

六、田间管理与调查记载 

（一）好：施肥、浇水、防治病虫等田间管理科学规范，重复间和

品种间长势一致；调查结果与田间表现一致，记载规范。 

（二）中：施肥、浇水、防治病虫等田间管理较科学，重复间和品

种间长势基本一致，不影响试验质量；调查结果与田间表现基本一致，

记载比较规范。 

（三）差：施肥、浇水、防治病虫等田间管理不科学，影响试验质

量；调查结果与田间表现不一致，记载不规范。 

七、档案与试验工作管理 

（一）好：试验有完整的工作计划与工作记录，建立有试验原始数

据、图像资料、试验实施过程等完整的试验工作档案，有具备相应资质

的技术负责人对试验工作进行规范管理，有组织开展试验技术培训和田

间技术指导。 

（二）中：试验有工作计划与工作记录，建立有较完整的试验工作

档案，有专门的技术负责人进行管理，有开展田间技术指导 

（三）差：试验没有工作计划与工作记录，未建立试验工作档案，

无专门的技术负责人进行管理，未组织开展试验技术培训和田间技术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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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国家玉米品种试验统一监督抽查分组安排表 

省  份 检查组成员 检查试点 试验组别 

北  京 
市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13 个联合体试验，共 49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18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47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验

共 11 个试验点次。 

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京津冀早熟夏玉米组、东华北中晚

熟青贮玉米组、北方（东华北）鲜食甜玉米组、北方（东华

北）鲜食糯玉米组、北方（黄淮海）甜玉米组、北方（黄淮

海）鲜食糯玉米组、爆裂玉米组。 

天  津 
市农业中心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

或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

关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15 个联合体试验，共 73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17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68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验

共 16 个试验点次。 

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京津冀早熟夏玉米组、东华北中晚

熟青贮玉米组、北方（黄淮海）甜玉米组、北方（黄淮海）

鲜食糯玉米组、爆裂玉米组。 

河  北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93 个联合体试验，共 1124
个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82 个

绿色通道试验，共 871 个试验点次；统一

试验共 69 个试验点次。 

北方极早熟春玉米组、北方早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早熟春

玉米组、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黄

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机收夏玉米、京津冀早熟夏玉米组

组、东华北中晚熟青贮玉米组、黄淮海夏播青贮玉米组、北

方（东华北）鲜食甜玉米组、北方（东华北）鲜食糯玉米

组、北方（黄淮海）甜玉米组、北方（黄淮海）鲜食糯玉米

组。 

山  西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85 个联合体试验，共 533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77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439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25 个试验点次。 

北方极早熟春玉米组、北方早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早熟春

玉米组、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黄

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机收夏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青贮玉

米组、黄淮海夏播青贮玉米组、北方（东华北）鲜食甜玉米

组、北方（东华北）鲜食糯玉米组、爆裂玉米组。 

内蒙古 
自治区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

家或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

相关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93 个联合体试验，共 881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71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581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47 个试验点次。 

北方极早熟春玉米组、北方早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早熟春

玉米组、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西

北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青贮玉米组、北方（东华北）鲜

食甜玉米组、北方（东华北）鲜食糯玉米组。 

辽  宁 省种业发展中心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

国家或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

京科联合体等 38 个联合体试验，共 461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29 个绿

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

熟青贮玉米组、北方（东华北）鲜食甜玉米组、北方（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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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相关专家。 色通道试验，共 310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26 个试验点次。 
北）鲜食糯玉米组、爆裂玉米组。 

吉  林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80 个联合体试验，共 936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59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619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43 个试验点次。 

北方极早熟春玉米组、北方早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早熟春

玉米组、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东

华北中晚熟青贮玉米组、北方（东华北）鲜食甜玉米组、北

方（东华北）鲜食糯玉米组、爆裂玉米组。 

黑龙江 
省种业技术中心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

国家或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

试相关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68 个联合体试验，共 862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47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749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30 个试验点次。 

北方极早熟春玉米组、北方早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早熟春

玉米组、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组、东

华北中晚熟青贮玉米组、北方（东华北）鲜食甜玉米组、北

方（东华北）鲜食糯玉米组、爆裂玉米组。 

上  海 
市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中鲜玉北京鲜食玉米联合体等 7 个联合体

试验，共 17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验共 3 个

试验点次。 

南方（东南区）鲜食甜玉米组、南方（东南区）鲜食糯玉米

组。 

江  苏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35 个联合体试验，共 271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26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157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29 个试验点次。 

黄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机收夏玉米组、东南春玉米组、南

方（东南）鲜食甜玉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糯玉米组、北

方（黄淮海）甜玉米组、北方（黄淮海）鲜食糯玉米组。 

浙  江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中鲜玉北京鲜食玉米联合体等 7 个联合体

试验，共 17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验共 10
个试验点次。 

东南春玉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甜玉米组、南方（东南）

鲜食糯玉米组。 

安  徽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36 个联合体试验，共 382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26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251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30 个试验点次。 

黄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机收夏玉米组、东南春玉米组、黄

淮海青贮玉米夏播组、南方（东南）鲜食甜玉米组、北方

（黄淮海）甜玉米组、北方（黄淮海）鲜食糯玉米组、南方

（东南）鲜食糯玉米组。 

福  建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中鲜玉北京鲜食玉米联合体等 8 个联合体

试验，共 18 个试验点次；安徽隆平申请的 
1 个绿色通道试验，共 2 个试验点次；统一

试验共 8 个试验点次。 

东南春玉米组、热带亚热带玉米组、南方（东南区）鲜食甜

玉米组、南方（东南区）鲜食糯玉米组。 

江  西 
省种子局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中鲜玉北京鲜食玉米联合体等 7 个联合体

试验，共 15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验共 8 个

试验点次。 

东南春玉米组、南方（东南区）鲜食甜玉米组、南方（东南

区）鲜食糯玉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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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29 个联合体试验，共 907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26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699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47 个试验点次。 

黄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机收夏玉米组、黄淮海夏播青贮玉

米组、北方（黄淮海）甜玉米组、北方（黄淮海）鲜食糯玉

米组、爆裂玉米组。 

河  南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30 个联合体试验，共 1160
个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26 个

绿色通道试验，共 859 个试验点次；统一

试验共 67 个试验点次。 

黄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机收夏玉米组、黄淮海夏播青贮玉

米组、北方（黄淮海）甜玉米组、北方（黄淮海）鲜食糯玉

米组、爆裂玉米组。 

湖  北 
省种子局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42 个联合体试验，共 225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33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132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26 个试验点次。 

西南春玉米（中高海拔）组、西南春玉米（中低海拔组）、

黄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机收夏玉米组、黄淮海夏播青贮玉

米组、西南青贮玉米组、南方（西南）鲜食糯玉米组、南方

（西南）鲜食甜玉米组。 

湖  南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西南科企联合体等 16 个联合体试验，共 69
个试验点次；北京联创种业等申请的 8 个

绿色通道试验，共 56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11 个试验点次。 

西南春玉米（中低海拔）组、西南青贮玉米组、南方（西

南）鲜食糯玉米组、南方（西南）鲜食甜玉米组。 

广  东 
省种子处和农技推广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

人员，国家或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

或省区试相关专家。 

中鲜玉北京鲜食玉米联合体等 8 个联合体

试验，共 46 个试验点次；安徽隆平种业等

申请的 4 个绿色通道试验，共 8 个试验点

次；统一试验共 19 个试验点次。 

热带亚热带玉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甜玉米组、 
南方（东南）鲜食糯玉米组。 

广  西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西南科企联合体等 21 个联合体试验，共 71
个试验点次；北京联创种业等申请的 12 个

绿色通道试验，共 81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20 个试验点次。 

西南春玉米（中低海拔）组、热带亚热带玉米组、西南青贮

玉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甜玉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糯

玉米组。 

海  南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中鲜玉北京鲜食玉米联合体等 7 个联合体

试验，共 9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验共 3 个

试验点次。 
南方（东南）鲜食糯玉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甜玉米组。 

重  庆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西南科企联合体等 17 个联合体试验，共 73
个试验点次；北京联创种业等申请的 8 个

绿色通道试验，共 58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11 个试验点次。 

西南春玉米（中低海拔）组、西南青贮玉米组、南方（东

南）鲜食甜玉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糯玉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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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西南科企联合体等 33 个联合体试验，共

241 个试验点次；北京联创种业等申请的

16 个绿色通道试验，共 131 个试验点次；

统一试验共 27 个试验点次。 

西南春玉米（中低海拔）组、西南春玉米（中高海拔）组、

西南青贮玉米组、南方（西南）鲜食糯玉米组、南方（东

南）鲜食甜玉米组。 

贵  州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西南科企联合体等 37 个联合体试验，共

223 个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21 个绿色通道试验，共 112 个试验点次；

统一试验共 28 个试验点次。 

西南春玉米（中低海拔）组、西南春玉米（中高海拔）组、

热带亚热带玉米组、西南青贮玉米组、南方（西南）鲜食糯

玉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甜玉米组。 

云  南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西南科企联合体等 28 个联合体试验，共

389 个试验点次；北京联创种业等申请的

14 个绿色通道试验，共 172 个试验点次；

统一试验共 40 个试验点次。 

西南春玉米（中高海拔）组、热带亚热带玉米组、西南青贮

玉米组、南方（西南）鲜食糯玉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甜

玉米组。 

陕  西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55 个联合体试验，共 385 个

试验点次；山东登海种业等申请的 44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258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29 个试验点次。 

西北春玉米组、黄淮海夏玉米组、黄淮海机收夏玉米组、西

南春玉米（中低海拔）组、黄淮海青贮玉米夏播组、西南青

贮玉米组、北方（黄淮海）甜玉米组、北方（黄淮海）鲜食

糯玉米组。 

甘  肃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20 个联合体试验，共 214 个

试验点次；北京联创种业等申请的 21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191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4 个试验点次。 

西北春玉米组、北方极早熟春玉米组、北方早熟春玉米组。 

宁  夏 
省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负责人员，国家或

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国家或省区试相关

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42 个联合体试验，共 194 个

试验点次；北京联创种业等申请的 35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165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7 个试验点次。 

西北春玉米组、北方极早熟春玉米组、北方早熟春玉米组、

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爆裂玉米组。 

新  疆 
自治区种子站、兵团种子站分管领导或试验

负责人员，国家或省级玉米品种审定委员，

国家或省区试相关专家。 

京科联合体等 20 个联合体试验，共 187 个

试验点次；北京联创种业等申请的 13 个绿

色通道试验，共 133 个试验点次；统一试

验共 8 个试验点次。 

西北春玉米组、北方（东华北）鲜食甜玉米组、 
北方（东华北）鲜食糯玉米组、爆裂玉米组。 

说明：1 个试验点 1 组区域试验或生产试验算 1 个试验点次，联合体试验、绿色通道试验包括生产试验，统一试验不包括生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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