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种业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牵头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技术负责人

1 NC2010AA0017 
水稻重要性状的功能基因组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张启发 

2 NC2010AA0019 
强优势油菜杂交种的创制与应用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沈金雄 

3 NC2010AA0022 
水稻资源和生物信息平台的创建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吴昌银 

4 NC2010AA0024 
强优势棉花杂交种的创制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范术丽 

5 NC2010AA0027 
水稻重要性状相关组学技术平台

的创建与应用 

华中农业大学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

实验室 

罗杰 

6 NC2010AA0038 
香蕉分子育种与抗枯萎病新品种

选育研究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

树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魏岳荣 

7 NC2010AA0041 
西藏青稞育种技术研究及新品种

选育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

院农业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其美旺姆 

8 NC2010AA0044 
多熟制地区主要油料作物的新品

种培育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

作物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胡琼 

9 NC2010AA0052 
华南安全高效超级稻新品种的创

制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

稻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廖耀平 

10 NC2010AA0056 

品质环境钝感型抗稻瘟耐黑条矮

缩病新材料构建及杂交水稻新品

种培育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

化委员会 

武小金 

11 NC2010AA0057 
玉米 DH 工程化育种研究与利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李云伏 

12 NC2010AA0063 
谷子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赵治海 

13 NC2010AA0069 
三系转基因超级棉的培育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

技术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郭三堆 

14 NC2010AA0070 
强优势三系小麦杂交种研究及产

业化 

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

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科技工贸

和信息化委员会 

冯树英 

15 NC2010AA0078 
大豆重要病虫抗性基因和分子育

种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赵团结 

16 NC2010AA0084 
水稻分子设计育种 南京农业大学 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

家重点实验室 

江玲 

17 NC2010AA0085 
长江流域粳稻优质高产多抗新品

种(组合)选育与应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常熟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王益华 

18 NC2010AA0092 
优质高产特色专用谷子新品种的

选育研究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

子研究所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刘正理 

19 NC2010AA0094 
功能性专用性杂粮种质创新与新

品种选育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翟虎渠 

20 NC2010AA0095 
水稻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及新品种

创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科技教育司 

黎志康 

21 NC2010AA0099 
大豆品种分子设计技术及新品种

创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邱丽娟 

22 NC2010AA0100 
小麦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及新品种

创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何中虎 



23 NC2010AA0104 
油菜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刘克德 

24 NC2010AA0110 
高油高产甘蓝型双低杂交油菜新

品种选育 

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

中心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陈文杰 

25 NC2010AA0118 
紧凑型超级玉米新品种选育与生

产加工技术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 

玉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李登海 

26 NC2010AA0122 
长江中下游稻区高效节本水稻育

种技术体系研究及新品种选育 

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曹立勇、沈

希宏 

27 NC2010AA0126 
高产优质多抗主要粮食作物新品

种选育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国家昌平综合农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黄长玲 

28 NC2010AA0128 
寒地早粳优质高产多抗种质创新

与新品种选育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冯雅舒 

29 NC2010AA0132 
小麦抗白粉病种质创新和新品种

培育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 

小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张伯桥 

30 NC2010AA0134 
水稻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开发

研究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

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周发松 

31 NC2010AA0137 
甘薯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与专用型

新品种选育 

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

心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李强 

32 NC2010AA0138 
水稻雄性不育基因分离鉴定及新

型不育系选育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张大兵 

33 NC2010AA0141 
玉米单倍体高效育种技术创制与

新品种选育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

米研究所 

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汪黎明、刘

治先 

34 NC2010AA0144 
玉米 C4 高光效基因改善小麦光

合特性的研究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张磊 

35 NC2010AA0145 
利用海岛棉优质纤维基因培育陆

地棉优质品种 

华中农业大学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

实验室 

涂礼莉 

36 NC2010AA0146 
河南粮食核心区优质强筋超级小

麦新品种选育及示范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胡琳 

37 NC2010AA0148 
棉花纤维品质相关功能基因研究

及优质高产新材料创制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张桂寅 

38 NC2010AA0154 
超级稻分子聚合育种 中国水稻研究所 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庄杰云 

39 NC2010AA0155 
长江下游优质弱筋小麦品种育

种、繁育及精深加工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马谈斌 

40 NC2010AA0156 
多抗优质专用马铃薯综合育种技

术研究及新品种选育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

花卉研究所 

专家推荐 卞春松 

41 NC2010AA0158 
玉米分子育种技术开发与利用 中国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李建生 

42 NC2010AA0165 
培育“节水抗旱稻”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罗利军 

43 NC2010AA0166 
黄淮麦区小麦主要病害抗病基因

挖掘、聚合和利用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牛吉山 

44 NC2010AA0169 
谷子功能基因组研究及平台构建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智慧 

45 NC2010AA0170 
小麦等作物航天工程育种技术及

新品种创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刘录祥 

46 NC2010AA0180 
河南粮食核心区高产多抗超级小

麦新品种选育及示范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茹振钢 



47 NC2010AA0181 
花生高效育种技术研究及优质专

用新品种选育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董文召 

48 NC2010AA0186 
小麦分子染色体工程与功能基因

研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韩方普 

49 NC2010AA0187 
控制穗粒数和产量基因克隆和功

能研究及应用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 

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傅向东 

50 NC2010AA0189 
东北中部稻作区优质、高产、多

抗水稻新品种选育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张俊国 

51 NC2010AA0191 
高产优质多抗多生态玉米新品种

选育技术体系建设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孙  振 

52 NC2010AA0194 
玉米高效育种技术研究与超高产

新品种选育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陈彦惠 

53 NC2010AA0201 
玉米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及新品种

创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徐云碧 

54 NC2010AA0204 
南方双季稻区油菜早熟品种选育

和机械栽培技术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邬贤梦 

55 NC2010AA0209 
雄性不育化制种的强优势杂交棉

创制及推广利用 

南京农业大学 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

家重点实验室 

郭旺珍 

56 NC2010AA0214 
高产、广适、耐密型玉米新品种

选育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陶承光 

57 NC2010AA0216 
玉米快速选育新技术集成优化及

在育种中的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 玉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鄂立柱 

58 NC2010AA0217 
玉米重要农艺性状的功能基因组

研究和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徐明良 

59 NC2010AA0220 
长江中游双季籼型优质稻资源创

新、品种选育与示范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

稻研究所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余传元 

60 NC2010AA0221 
代谢组分析解析水稻高产关键基

因及其代谢网络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专家推荐 漆小泉 

61 NC2010AA0223 
节水型高产优质小麦新品种选育

与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奚亚军 

62 NC2010AA0226 
超高产强优势杂交小麦的创制与

应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国家杨凌农业生物技术

育种中心 

张改生 

63 NC2010AA0231 
杂交大豆高效制种技术的创制和

强优势品种的选育 

南京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杨守萍 

64 NC2010AA0233 
水稻航天生物育种关键技术与新

品种选育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陈志强 

65 NC2010AA0235 
棉花分子育种体系建立及高产、

优质、多抗新品种培育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 

专家推荐 袁友禄 

66 NC2010AA0238 
华南超级杂交稻新品种选育与再

生稻高产技术研究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郑家团 

67 NC2010AA0242 
东北粳稻优质高产抗逆新品种选

育及遗传和生理基础研究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徐正进 

68 NC2010AA0246 
多倍体杂交稻选育技术体系研究 湖北大学 专家推荐 蔡得田 

69 NC2010AA0247 
强优势大豆杂交种的创制与应用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赵丽梅 

70 NC2010AA0251 
商业化高效率玉米新品种选育及

育繁推一体化产业开发 

北京未名凯拓作物设

计中心有限公司 

国家作物分子设计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凌莉 



71 NC2010AA0260 
小麦分子染色体工程与新品种培

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国家杨凌农业生物技术

育种中心 

吉万全 

72 NC2010AA0262 
作物抗旱重要性状基因发掘与遗

传育种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巩志忠 

73 NC2010AA0264 
作物应答盐碱胁迫的分子调控机

理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郭岩 

74 NC2010AA0265 
水稻智能不育分子设计技术及其

产业化应用研究 

北京未名凯拓作物设

计中心有限公司 

国家作物分子设计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邓兴旺 

75 NC2010AA0269 
棉花高支纱优良品种的选育及其

推广应用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陈金湘 

76 NC2010AA0271 
新疆棉花抗逆种质创新与品种选

育及超高产技术研究 

新疆农垦科学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

技术局 

邓福军 

77 NC2010AA0272 
青藏高原特色冷凉作物种质创新

及新品种选育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马晓岗 

78 NC2010AA0282 
棉花重要性状及 QTL 快速高效转

育技术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 

专家推荐 刘传亮 

79 NC2010AA0286 
陆地棉高频再生遗传材料选育及

突变体创造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 

专家推荐 张朝军 

80 NC2010AA0291 
四川主要农作物育种科技工程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张彪 

81 NC2010AA0294 
高产优质彩糯小麦新品种的培育 山东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赵翔宇 

82 NC2010AA0295 
黄淮麦区超高产、肥水高效利用

小麦新品种选育 

山东农业大学 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李斯深 

83 NC2010AA0297 
春油菜区甘蓝型油菜种质资源创

新及新品种选育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赵志刚 

84 NC2010AA0303 
山西主要农作物强优势杂交种选

育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孙毅 

85 NC2010AA0304 
热带亚热带优质专用杂交玉米选

育及繁育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云南田瑞种业有限公

司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番兴明 

86 NC2010AA0311 
水稻骨干亲本品质的分子改良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倪大虎 

87 NC2010AA0312 
新疆棉花多抗、优质分子育种关

键技术创新与新品种培育 

新疆农业大学 国家棉花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曲延英 

88 NC2010AA0324 
主要农作物磷钾高效新品种的培

育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武维华 

89 NC2010AA0329 
玉米杂交诱导单倍体育种技术集

成研究与工程化示范推广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吉林） 

才卓 

90 NC2010AA0334 
春玉米高产优质新品种高效选育

及示范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刘文国 

91 NC2010AA0335 
新一轮南方玉米杂交育种骨干系

创制和突破性杂交种选育 

四川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黄玉碧、高

世斌 

92 NC2010AA0337 
优质高产抗逆花生新品种培育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国家花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袁美 

93 NC2010AA0340 
高产、优质、抗逆春大豆种质资

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王丕武 

94 NC2010AA0341 
北方抗旱节水型高产稳产小麦新

品种选育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

子研究所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孙美荣 



95 NC2010AA0345 
长江中游优质超级稻新品种培育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游艾青 

96 NC2010AA0351 
小麦耐热抗旱功能基因组研究 天津农学院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孙其信 

97 NC2010AA0353 
优质玉米良种繁育及加工技术集

成与示范项目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

司 

沈阳辉山农业高新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曹敏建 

98 NC2010AA0354 
超级杂交粳稻育繁关键技术研究

与集成示范 

云南禾朴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谭学林 

99 NC2010AA0359 
黄淮地区强优势杂交夏大豆的创

制与应用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黄志平 

100 NC2010AA0360 
主要粮食作物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毛龙 

101 NC2010AA0362 
水稻氮高效利用新品种选育及关

键技术研究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罗志祥 

102 NC2010AA0363 
长江流域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选

育与示范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袁隆平 

103 NC2010AA0365 
北方粳稻抗倒伏与抗稻瘟新品种

选育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 

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 

姚善国 

104 NC2010AA0366 
基于小麦 7DL 染色体图谱的关键

功能基因系统开发与利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宋卫宁 

105 NC2010AA0368 
水稻产量性状分子改良与设计育

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 

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 

薛勇彪 

106 NC2010AA0375 
杂交粳稻品种创新及良种产业化

工程 

天津市农作物研究所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刘学军 

107 NC2010AA0376 
广适型两系杂交水稻新品种选育

及产业化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王守海 

108 NC2010AA0379 
基因组学介导的广适性优质超级

杂交稻育种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邓启云 

109 NC2010AA0381 
油菜高含油量高效聚合技术研究

及高含油量新品种选育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

作物研究所 

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刘贵华 

110 NC2010AA0382 
优质抗逆玉米 DH 系创制与专用

品种培育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重庆市科学技术厅 唐洪军 

111 NC2010AA0385 
高产优质专用玉米新品种选育与

示范推广 

青岛农业大学 青岛即墨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开发区 

宋希云 

112 NC2010AA0387 
中籼区粳稻育种研究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李贤勇 

113 NC2010AA0389 
华南稻区水稻优质化育种创新及

产业化开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

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邓国富 

114 NC2010AA0391 
抗逆性强氮高效利用高产高糖甘

蔗新品种选育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甘蔗

研究中心 

甘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李杨瑞 

115 NC2010AA0392 
玉米养分高效基因及优良等位变

异的发掘与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陈范骏 

116 NC2010AA0396 
甘蔗全基因组测序与功能基因组

学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甘蔗

研究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杨丽涛 

117 NC2010AA0400 
大豆育种技术创新及新品种培育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吉林分中心 

董志敏 

118 NC2010AA0401 
宁夏水稻小麦玉米种质资源创新

研究与新品种选育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王兴盛 



119 NC2010AA0408 
提高杂交大豆制种效率的机理研

究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国家大豆工程技术中心

吉林省分中心 

李启云 

120 NC2010AA0411 
杂交粳稻品种创新与应用 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杂交水稻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华泽田 

121 NC2010AA0420 
东北高产、优质、多抗大豆育种

技术集成及新品种育成与示范 

东北农业大学 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张淑珍 

122 NC2010AA0421 

高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在水

稻育种中的应用 

湖南未名凯拓作物分

子设计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专家推荐 万向元 

123 NC2010AB0031 
西藏地方类群牦牛本品种选育技

术集成与示范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

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姬秋梅 

124 NC2010AB0042 
淡水主导养殖鱼类新品种选育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长江水产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邹桂伟 

125 NC2010AB0048 
基因组辅助选育养殖鱼类新品系

新技术研发 

西南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王德寿 

126 NC2010AB0064 
染色体倍性操作技术在鱼类遗传

育种中的应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刘少军 

127 NC2010AB0068 
基于分子设计等技术培育特色种

猪新品系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吴珍芳 

128 NC2010AB0074 
抗草鱼出血病的转基因草鱼研究 上海海洋大学 专家推荐 邹曙明 

129 NC2010AB0077 
畜禽新品种选育技术研究与集成

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高会江 

130 NC2010AB0083 
鲤鱼和草鱼等主要养殖鱼类功能

基因组研究及应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中国淡水养殖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孙效文 

131 NC2010AB0086 
中国优质猪配套系培育与产业化

示范 

华中农业大学 国家家畜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左波 

132 NC2010AB0111 
优质虹鳟良种品系选育研究 甘肃省水产科学研究

所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张艳萍 

133 NC2010AB0125 
两个优质高产水产新品种的养殖

技术集成与推广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 

周莉 

134 NC2010AB0131 
主要淡水虾类新品种选育及扩繁

体系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

所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杨国梁 

135 NC2010AB0160 
重要养殖鱼类的品种设计和定向

遗传育种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孙永华 

136 NC2010AB0198 
猪分子育种技术创新与优势性状

新品系培育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马海明 

137 NC2010AB0199 
淡水虾蟹蚌高效育种技术和高产

抗逆新品种选育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李家乐 

138 NC2010AB0208 
延黄牛、草原红牛高效利用及专

用育肥技术集成与示范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胡成华 

139 NC2010AB0224 
鸡主要传染性疾病基因组学及抗

病育种技术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国家家禽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李显耀 

140 NC2010AB0227 
瘦肉型猪联合育种 中山大学   专家推荐 刘小红 

141 NC2010AB0249 
北京鸭新品系培育及规模化养殖

示范 

北京金星鸭业中心 国家奶牛胚胎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郝金平 



142 NC2010AB0252 
优质肉鸡配套系育种技术研究及

产业化示范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

院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杜华锐 

143 NC2010AB0256 
特优质型肉鸡育种与产业化集成

示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研究所 

畜禽育种国家重点实验

室 

杨纯芬 

144 NC2010AB0261 
淡水养殖鱼类重要经济性状基因

遗传解析和育种体系研究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殷战 

145 NC2010AB0288 
青海湖裸鲤保育生物学及育种体

系研究开发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史建全 

146 NC2010AB0292 
优质肉牛新品种（系）高效选育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刘小林 

147 NC2010AB0296 
哺乳动物毛色形成机制的研究与

羊驼毛色基因资源的利用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董常生 

148 NC2010AB0300 
肉鸡分子育种技术创新与优质高

繁高效多抗新品种培育 

吉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徐日福 

149 NC2010AB0302 
优质高产高效蛋鸡新品种选育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畜禽良种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曲鲁江 

150 NC2010AB0305 
猪肉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与调

控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赵要风 

151 NC2010AB0306 
优质肉鸡育种与产业化集成示范 扬州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戴国俊 

152 NC2010AB0322 
黄淮肉用山羊新品种（系）培育

及其示范应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章孝荣 

153 NC2010AB0326 
优良肉质分子育种和关键生产技

术的研发与集成示范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任军 

154 NC2010AB0327 
抗病种猪新品系培育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黄路生 

155 NC2010AB0338 
绒毛用羊新品种（系）培育及联

合育种体系建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

牧科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狄江 

156 NC2010AB0339 
双肌型肉羊分子育种技术与新品

种培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

牧科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刘明军 

157 NC2010AB0367 
猪高效繁育的调控机理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崔胜 

158 NC2010AB0380 
基于高密度 SNP 芯片的畜禽基因

组选择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刘剑锋 

159 NC2010AB0383 
建立超级 MHC 系统遗传控制动物

疫病及其分子育种开发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夏春 

160 NC2010AB0402 
慢病毒载体介导的转基因中华鳖

的制备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赞东 

161 NC2010AB0405 
武定鸡优良基因挖掘及新品系培

育利用 

云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葛长荣 

162 NC2010AB0415 
鲟鱼全年规模化全人工繁殖及全

雌育种技术研究与应用 

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

所 

国家淡水渔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北京） 

胡红霞 

163 NC2010AC0010 
主要落叶果树优质、特色新品种

培育及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方金豹 

164 NC2010AC0015 
分子辅助柑橘优异种质资源发

掘、创新与育种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郭文武 

165 NC2010AC0018 
重要林木、蔬菜与草坪草植物转

基因育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魏建华 



166 NC2010AC0028 
高品质、强适应性蔬菜育种技术

研究及新品种选育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

花卉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连勇 

167 NC2010AC0055 
林果育种与种质创新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王玉柱 

168 NC2010AC0073 
华南乡土速生阔叶树种任豆和米

老排良种选育与示范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陈晓阳 

169 NC2010AC0080 
甜樱桃优质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

技术示范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潘凤荣 

170 NC2010AC0082 

重要热带园艺作物优良品种培育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陈业渊 

171 NC2010AC0113 
林木模式树种分子育种基础研究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尹佟明 

172 NC2010AC0127 
高抗优质酿酒葡萄育种与产业化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

园 

中国科学院 李绍华 

173 NC2010AC0152 
适宜中国主产区优质、多抗、高

产专用型茄子新品种选育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申书兴 

174 NC2010AC0164 
南方重要用材树种优质抗逆的遗

传基础及分子设计育种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戎均康 

175 NC2010AC0167 
十字花科蔬菜高效育种技术体系

研究与新品种选育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张强 

176 NC2010AC0172 
高附加值多抗低能耗花卉种质创

新与高效育苗技术研究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张永春 

177 NC2010AC0183 
珍优林木遗传基因保存及良种繁

育技术 

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林永启 

178 NC2010AC0185 
中国主要水生蔬菜新品种选育 武汉市蔬菜科学研究

所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柯卫东 

179 NC2010AC0190 

热带亚热带主要果树无籽新品种

选育、机理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与示范 

西南大学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梁国鲁 

180 NC2010AC0197 
珍贵用材和抗逆生态树种新品种

高效培育和示范 

南京林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施季森 

181 NC2010AC0211 
月季优异种质创制与分子辅助育

种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贾桂霞 

182 NC2010AC0213 
库尔勒香梨种质资源可持续利用

及新品种选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

技术局 

马建江 

183 NC2010AC0229 
速生、优质、高抗白桦新品种的

分子创制 

东北林业大学 专家推荐 王玉成 

184 NC2010AC0232 
悬铃木无球果育种技术体系的建

立及新品种培育 

武汉法雅园林集团有

限公司 

专家推荐 包满珠 

185 NC2010AC0236 
重要花卉植物的高效育种技术开

发与品种创新 

华中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陈龙清 

186 NC2010AC0237 
超高产优质杨树新品种选育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国家林业局 苏晓华 

187 NC2010AC0240 
草坪草耐逆基因挖掘、新品种选

育及产业化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

园 

专家推荐 傅金民 

188 NC2010AC0244 
南方高产松杉高世代育种技术研

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周志春 



189 NC2010AC0268 
中国重要名花优异种质创制与分

子辅助育种 

北京林业大学 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成仿云 

190 NC2010AC0274 
优质、高抗杨树新品种的分子创

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专家推荐 卢孟柱 

191 NC2010AC0279 
基于砧穗互作的果树砧木分子育

种技术创新 

山东农业大学 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郝玉金 

192 NC2010AC0283 

黄河三角洲生态植被恢复高抗逆

乔灌草植物材料选育及创新利用

研究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夏阳 

193 NC2010AC0287 
番茄等设施果菜和白菜类蔬菜高

效育种技术研究及新品种选育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李海涛 

194 NC2010AC0301 
蓝莓、树莓种质创新及优质高效

关键技术研究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袁兴福 

195 NC2010AC0307 
加工番茄强优组合选育与产业化

技术集成与示范 

石河子天园科技有限

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

技术局 

薛琳 

196 NC2010AC0310 
长江中游梨、桃优质多抗新品种

选育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

树茶叶研究所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孙中海 

197 NC2010AC0317 
西甜瓜育种技术与种质创新及新

品种定向培育 

国家瓜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国家瓜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张永兵 

198 NC2010AC0320 
北方针叶树种高世代育种技术研

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国家林业局 张守攻 

199 NC2010AC0321 
中国特色花卉种业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北京林业大学 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张启翔 

200 NC2010AC0350 
紫花苜蓿、羊草产业化瓶颈问题

高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专家推荐 刘公社 

201 NC2010AC0388 
中国主栽食用菌新品种选育与区

域化推广新模式示范研究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尚晓冬 

202 NC2010AC0394 
植物花型和特殊资源基因的发掘

和转化型研究 

中山大学 专家推荐 罗达 

203 NC2010AC0397 
优质、高效、特色茶树新品种选

育与示范推广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国家茶产业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王新超 

204 NC2010AC0406 
设施瓜类专用砧木种质创新与新

品种选育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皇甫伟国 

205 NC2010AC0426 
高端蔬菜良种创制与示范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李海真 

206 NC2010AD0013 
百合种球国产化及标准化生产技

术集成与示范 

大连佛伦德农业有限

公司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印东生 

207 NC2010AD0051 
优质高产蛋鸡快繁技术研究及示

范推广 

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周宝贵 

208 NC2010AD0058 
设施蔬菜高质量种子繁育技术集

成与良种产业化 

北京京研益农科技发

展中心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丁海凤 

209 NC2010AD0060 
优质种用肉牛肉羊高效快繁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王栋 

210 NC2010AD0065 
猪牛繁殖障碍控制与生殖激素制

剂开发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刘彦 

211 NC2010AD0081 
动物体细胞高效克隆技术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张涌 



212 NC2010AD0117 
优质转基因抗虫棉新品种良种繁

育及产业化 

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

服务总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卢怀玉 

213 NC2010AD0135 
中国雪龙黑牛品种培育与产业化 内蒙古大学 专家推荐 李光鹏 

214 NC2010AD0173 
杂交水稻繁殖制种安全高产高效

新技术研究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 

杂交水稻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李新奇 

215 NC2010AD0219 
松辽黑猪种源高效利用关键技术

的研究与示范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张树敏 

216 NC2010AD0248 
优质高产奶山羊新品种选育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曹斌云 

217 NC2010AD0267 
玉米种子生产技术集成创新及产

业化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

司 

种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邢吉敏 

218 NC2010AD0275 
杂交水稻高效安全生产技术创新

研究与产业化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

司 

种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杨静波 

219 NC2010AD0315 
西甜瓜健康种子生产关键技术集

成与示范 

新疆西域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瓜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王惠林 

220 NC2010AD0328 
三系杂交水稻轻型高效制繁种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贺浩华 

221 NC2010AD0344 
优质瘦肉型猪选育技术集成与示

范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边连全 

222 NC2010AD0374 
高产优质牧草新品种选育及良种

扩繁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毛培胜 

223 NC2010AD0407 
抗禽流感转基因鸡研究与开发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刘国世 

224 NC2010AD0422 
家畜卵母细胞冷冻与胚胎表观修

饰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马伟 

225 NC2010AD0423 
家畜胚胎高效保存与优质种牛快

繁新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田见晖 

226 NC2010AE0009 
新疆重要鱼类种质资源库的建

立、发掘与应用研究 

新疆奔腾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马允 

227 NC2010AE0020 
重要热带作物木薯定向分子设计

育种与种质创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中国农学会 彭明 

228 NC2010AE0030 
西藏野生牧草种质资源评价、驯

化与筛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沈振西 

229 NC2010AE0033 
水产基因资源发掘与种质创新利

用研究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农业部 张晓峰 

230 NC2010AE0037 
青蒿素植物代谢产物生物反应器

研制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唐克轩 

231 NC2010AE0043 

功能专用、营养环保和耐热耐冷

型作物基因资源的诱变创制与利

用 

浙江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舒庆尧 

232 NC2010AE0050 
橡胶树高产抗逆分子基础研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橡胶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唐朝荣 

233 NC2010AE0053 
华南特色经济作物优异种质资源

的发掘、创新与利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

物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郑锦荣 

234 NC2010AE0059 
首都增彩延绿工程科技促进及产

业化开发 

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

管理总站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张志翔 



235 NC2010AE0061 
猪肌纤维特性和肌内脂肪形成的

功能基因组与分子育种 

华中农业大学 国家家畜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蒋思文 

236 NC2010AE0067 
青藏高原抗寒耐旱优良牧草种质

创新与新品种选育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周青平 

237 NC2010AE0071 
青海冬虫夏草孕育工程体系关键

技术研究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李玉玲 

238 NC2010AE0075 
长春碱和丹参酮植物代谢产物生

物反应器研制 

上海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赵静雅 

239 NC2010AE0087 
特殊经济植物(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的发掘、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吉林大学 专家推荐 陈霞 

240 NC2010AE0096 
良种公畜精液高效生产与保存新

技术集成与示范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奶

牛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王长法 

241 NC2010AE0098 
抗细菌病害水稻新种质资源的创

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蔡新忠 

242 NC2010AE0103 
黄鳝种质资源发掘、创新与利用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周荣家 

243 NC2010AE0105 
谷子抗病、丰产基因克隆及其在

育种中的应用 

清华大学 专家推荐 谢道昕 

244 NC2010AE0106 
甘蓝型黄籽油菜新资源发掘、创

新与利用 

西南大学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李加纳 

245 NC2010AE0107 

家蚕高色牢度、防皱优质丝种质

资源发掘与品种选育关键技术研

究及产业化开发 

苏州大学 国家桑蚕茧丝产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徐世清 

246 NC2010AE0108 
植物油体生物反应器产品的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海燕 

247 NC2010AE0109 
种子生物反应器研究与开发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杨代常 

248 NC2010AE0112 
喀斯特地区牧草种质资源创新、

新品种选育与集成应用 

贵州省草业研究所 贵州省科学技术厅 周玉锋 

249 NC2010AE0114 
资源节约型油菜品种的分子创制

与利用 

华中农业大学 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涂金星 

250 NC2010AE0115 
高产优质多抗强优势红莲型与两

系杂交水稻种质创新和利用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朱英国 

251 NC2010AE0119 
西南山区小型猪种质资源创新与

利用 

贵州大学 贵州省科学技术技厅 陈祥 

252 NC2010AE0121 
蔬菜、果树等园艺作物特异种质

资源发掘、创新与利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

花卉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李锡香 

253 NC2010AE0123 

贵州地方稻种资源优良性状基因

定位、克隆与种质创新技术研究

与应用 

贵州大学 贵州省科学技术厅 赵德刚 

254 NC2010AE0124 
水稻重要产量资源的基因筛选及

其克隆 

中国水稻研究所 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钱前 

255 NC2010AE0129 

滇南小耳猪优质保健肉特色性状

的基因定位与优化选育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 “遗传资源与进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亚平   

256 NC2010AE0130 
主要粮食作物种质资源发掘、创

新与利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李立会 



257 NC2010AE0136 
啤用大麦品质和抗逆基因的分子

标记与聚合育种技术研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邬飞波 

258 NC2010AE0139 
东莨菪碱植物代谢产物生物反应

器研制 

西南大学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廖志华 

259 NC2010AE0149 
主要经济作物种质资源发掘、创

新与利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刘旭 

260 NC2010AE0151 
芒属植物高产、优质、耐盐碱基

因资源的发掘与利用 

湖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易自力 

261 NC2010AE0157 
西部特色物种牦牛和胡杨基因组

测序与抗逆关键基因挖掘 

兰州大学 专家推荐 刘建全 

262 NC2010AE0159 
黄河三角洲地区耐盐能源植物种

质资源发掘、创新与利用 

山东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樊守金 

263 NC2010AE0163 
水稻产量相关性状基因资源挖

掘、创新与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林鸿宣 

264 NC2010AE0168 
碳氮耦合同化调控机理及高效种

质培育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龚继明 

265 NC2010AE0174 
以叶片衰老调节为先导的作物高

效籽实灌浆种质发掘和育种创新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

实验室 

郭房庆 

266 NC2010AE0176 
优质、高产、抗逆草种质资源发

掘、创新与利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 

中国畜牧业协会 袁庆华 

267 NC2010AE0177 
小麦抗病基因发掘及其功能基因

组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刘志勇 

268 NC2010AE0179 
BNS 型杂交小麦强优势组合选配

及产业化示范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李友勇 

269 NC2010AE0182 
甘薯淀粉品质及营养成分的定向

遗传改良和应用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张鹏 

270 NC2010AE0184 
家蚕产量关键性状功能基因克隆

与应用研究 

西南大学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夏庆友 

271 NC2010AE0188 
小麦 A、D 基因组深度测序与单体

型变异图谱构建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 

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爱民 

272 NC2010AE0192 
酸性土壤地区抗营养逆境的地方

性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挖掘与利用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郑绍建 

273 NC2010AE0196 
利用特殊微生物功能基因创制抗

逆作物新种质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

技术研究所 

专家推荐 陈明 

274 NC2010AE0200 
基于全基因组 RNAi 的新型玉米

功能基因规模化挖掘及种质创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

技术研究所 

专家推荐 王磊 

275 NC2010AE0202 
牦牛适应高寒环境的科学基础研

究 

兰州大学 专家推荐 龙瑞军 

276 NC2010AE0203 
新特性蚕丝的家蚕品种研究及其

产业化开发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茧丝绸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 

贡成良 

277 NC2010AE0205 
新疆绵羊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研

究 

新疆农垦科学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

技术局 

石国庆 

278 NC2010AE0206 

油菜高油分、高油酸、高抗逆相

关基因克隆及“三高”油菜分子

设计育种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陈社员 

279 NC2010AE0207 
黄淮海区超高产优质夏大豆种质

创新、发掘和利用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冯献忠 



280 NC2010AE0215 
中国近海重要海洋生物种质资源

发掘、创新与利用研究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 

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

术司 

王波 

281 NC2010AE0222 
猕猴桃种质资源发掘、创新与开

发利用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

园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黄宏文 

282 NC2010AE0225 
莱芜猪、大蒲莲猪种质资源发掘、

创新及利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姜运良 

283 NC2010AE0228 
黄淮海地区主要农作物种质资源

特异基因挖掘与创新利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专家推荐 丁汉凤 

284 NC2010AE0230 
新疆芳香植物新品种选育及产业

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四师六十九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石雷 

285 NC2010AE0239 
中国地方鸡种遗传资源发掘与创

新利用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

所 

家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李慧芳 

286 NC2010AE0241 
魔芋属植物资源发掘与种质创新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刁英 

287 NC2010AE0243 
花卉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 

天津滨海国际花卉科

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张金政 

288 NC2010AE0250 
小麦抗病新基因发掘、抗病种质

创新与利用 

南京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王秀娥 

289 NC2010AE0253 
水稻品质形成相关新（等位）基

因的发掘与应用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薛红卫 

290 NC2010AE0254 
广谱抗稻瘟病基因资源发掘、创

造与分子设计育种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何祖华 

291 NC2010AE0255 
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相关基因的高

效捕获和鉴定技术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韩斌 

292 NC2010AE0258 
西北旱区牧草种质遴选培育及高

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呼天明 

293 NC2010AE0266 
抗逆优质蔬菜种质的基因分型与

定向培育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

实验室 

何玉科 

294 NC2010AE0270 
水稻抗体资源库建设及应用 北京华大蛋白质研发

中心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刘国振 

295 NC2010AE0273 
特色观赏植物抗性优异种质发

掘、创新与利用 

如皋市花木大世界有

限公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刘建秀 

296 NC2010AE0277 
青藏高寒区高产、优质、抗逆基

因资源的发掘和利用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张怀刚 

297 NC2010AE0285 
西南麦类特异种质资源发掘、创

新与利用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 

专家推荐 余懋群 

298 NC2010AE0289 
枸杞优良种质资源发掘与新品种

定向培育 

宁夏农林科学院 国家枸杞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曹有龙 

299 NC2010AE0290 
利用奶牛乳腺生物反应器生产功

能性和治疗性蛋白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宁 

300 NC2010AE0293 
柑橘抗溃疡病基因的发掘及主要

农艺性状转基因改良 

湖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大志 

301 NC2010AE0298 
细胞壁形成调控与新型生物质创

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李来庚 

302 NC2010AE0299 
秦巴山区优势植物种质资源的发

掘与利用 

陕西省植物研究所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李思锋 

303 NC2010AE0308 
食用菌野生新品种资源的开发利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专家推荐 吴清平 



用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304 NC2010AE0313 
东北野生大豆优良遗传资源挖掘

与利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 

贺超英 

305 NC2010AE0314 
茶树功能基因资源发掘和种质创

新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江昌俊 

306 NC2010AE0318 
奶牛育种关键技术研究与遗传资

源创新 

中国农业大学 畜禽良种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张毅 

307 NC2010AE0330 
山西主要优良地方畜禽品种资源

保护与创新利用研究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贺东昌 

308 NC2010AE0331 
水稻抗褐飞虱基因资源的发掘、

鉴定与利用 

武汉大学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何光存 

309 NC2010AE0332 
优质运动马培育生产关键技术研

究与集成示范 

新疆农业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姚新奎 

310 NC2010AE0333 
食药用菌工厂化 吉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玉 

311 NC2010AE0336 

东北地区主要农作物（玉米、大

豆、水稻）育种材料遗传基础拓

宽及优异骨干亲本创制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董英山 

312 NC2010AE0343 
辽育白牛选育扩繁及产业化示范 辽宁省畜牧科学研究

院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朱延旭 

313 NC2010AE0346 
资源植物抗逆相关基因的挖掘与

功能分析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 

华学军 

314 NC2010AE0348 

几种植物（作物）抗旱耐盐分子

调控机理、基因发掘及种质创新

研究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王化俊 

315 NC2010AE0349 
家蚕重要突变体及天然免疫相关

基因的发掘与利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徐家萍 

316 NC2010AE0355 
热带亚热带小型猪重要遗传资源

的发掘与利用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 

专家推荐 王凤阳 

317 NC2010AE0357 
江西家禽资源优质基因发掘与创

新利用及产业化示范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 

专家推荐 武艳平 

318 NC2010AE0358 
闽台优异茶树种质资源发掘创新

与保护利用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孙威江 

319 NC2010AE0370 

主要牧草、草坪草重要性状分子

育种关键技术研究与新品种（材

料）创制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 

王涛 

320 NC2010AE0372 
海峡两岸(闽台)农作物优质种质

资源的发掘创新与利用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郑金贵 

321 NC2010AE0378 
中国优良地方品种滩羊种质资源

发掘与品种创新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李颖康 

322 NC2010AE0390 
利用全基因组选择培育优质猪新

品系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方美英 

323 NC2010AE0398 
棉花花粉耐高温逆境的分子机制

和设计育种研究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专家推荐 朱生伟 

324 NC2010AE0410 
鸡肉质等重要性状的全基因组关

联(GWAS)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 

胡晓湘 



325 NC2010AE0412 
蚯蚓遗传资源与抗病功能基因组

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蚯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孙振钧 

326 NC2010AE0414 
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园林及生

态建设植物开发利用 

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

旱绿化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王林和 

327 NC2010AE0417 
水稻高产、优质、广适新材料的

创制与利用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谭禄宾 

328 NC2010AE0419 
猪的大规模遗传突变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吴森 

329 NC2010AE0427 
冬虫夏草资源保育、人工促繁与

可持续利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 

专家推荐 姚一建 

330 NC2010AE0429 
吉林省优质梅花鹿种源繁育项目 吉林省长双鹿业特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张嘉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