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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注册商标统一公示

刊登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北京艾培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提供商标代理、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注册号:11598903
商标名称: 玉枣坊
类别：29
申请人:阿拉尔乾海果品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人：秦乾海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十团
原一中队 38-8 房
使用产品：水果色拉

注册号:11699043
商标名称: 图形商标
类别：41
申请人: 北京市海淀区田
村中心小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田村后街
使用产品：体育教育；函授课程；教育；培
训；学校(教育)；教学；讲课；教育信息；
教育考核；实际培训(示范)

注册号:11212581
商标名称: 松奇春
类别：01
申请人:北京松奇春化学品研发中心
联系人：鲁崇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强佑清河新
城 4 号地甲 1 号商业办公楼 8 层 808
使用产品：2,6- 二 -O- 甲基 -β- 环状
糊精(化学试剂)

注册号:11803899
商标名称:VIVIDSTAR
类别：37
申请人:北京艺航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艺航
使用产品：建筑信息；建筑咨询；建筑设备
出租；建筑；工厂建造；商品房建造；采矿；
采石服务；钻井；深层油井或气井的钻探

注册号:11803902
商标名称:VIVIDSTAR
类别：14
申请人:北京艺航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艺航
使用产品：玛瑙；黄琥珀色宝石；未加工
或半加工墨玉；珠宝首饰；宝石；翡翠；玉
雕；玉雕首饰；手表；电子手表

注册号:11823103
商标名称: 麒汇 麒 汇 食
品 QIHUI 类别：29
申请人:博兴县经济开发
区新盛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百淮
地址：山东省博兴县经济开发区富源二路
以北
使用产品：肉；家禽(非活)

注册号:11861151
商标名称: 常一篷房
ATCYT 类别：22
申请人: 常州市常一会

注册号:11905484
商标名称: 澳品尚
类别：35
申请人: 常州市钟楼
区南大街澳品尚老鸭粉丝汤店
联系人：马小平
使用产品：广告；饭店商业管理；特许经营
的商业管理；进出口代理；市场营销；人事
管理咨询；商业管理辅助；商业企业迁移；
会计；寻找赞助

注册号:11726692
商标名称: 冰花瓷世
家 BINGHUACISHIJIA 类别：21
申请人:潮州市玉冰花陶瓷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锡明
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英塘村下园
片南侧（工业区）
使用产品：食物保温容器

申请人:陈敏聪
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箬横镇盘马村 46
号
使用产品：碗柜；家具；桌子；沙发；非金
属盘；相框；竹木工艺品；水晶画；非金
属门把手；非金属容器

注册号:6002915
商标名称: 珠利盛
ZHULISHENG
类别：25
申请人:常熟市珠利盛服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俊刚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梅李镇珍北村
使用产品：鞋;服装;童装;袜;手套(服装);
领带;皮带(服饰用);帽;雨衣;足球鞋
注册号:9987283
商标名称: 欧帝卡隆
DUDIKALONG
类别：20

联系人：周建华
使用产品：广告；广告空间出租；组织商
业或广告展览；进出口代理；市场营销；
人事管理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办公机
器和设备出租；会计；寻找赞助

注册号:11861097
商标名称: 常一篷房
TCYT 类别：43
申请人:常州市常一会展
篷房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建华
使用产品：临时住宿处出租；假日野营住
宿服务；提供野营场地设施；活动房屋出
租；帐篷出租；备办宴席；餐厅；柜台出
租；动物寄养；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
璃器皿

展篷房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建华
使用产品：绳梯；网；帆；漆布；纺织品遮
篷；遮篷；帐篷；合成材料制遮篷；羽绒
(禽类)；羊毛

注册号:11905483
商标名称: 澳品尚
类别：43
申请人:常州市钟楼区
南大街澳品尚老鸭粉丝汤店
联系人：马小平
使用产品：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饭店；
快餐馆；餐厅；咖啡馆；茶馆；提供野营场
地设施；养老院；为动物提供食宿；烹饪设
备出租

注册号:11817007
商标名称: 图形商标
类别：16
申请人:成都柏林源家具有
限公司
联系人：胡志文
使用产品： 纸或纸板制广告牌； 箱纸
板；便笺簿；传单；活页封面；日历(年
历)；明信片；说明书；照片(印制的)；包
装用纸袋或塑料袋(信封、小袋)

注册号:11817008
商标名称: 图形商标
类别：19
申请人:成都柏林源家具有
限公司
联系人：胡志文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安全村
使用产品：半成品木材；木材；已切锯木
材；成品木材；地板条；木板条；狭木板；铁
路用非金属枕木

注册号:11817009
商标名称: 图形商标
类别：21
申请人:成都柏林源家具有
限公司
联系人：胡志文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安全村
使用产品：盆(容器)；纸或塑料杯；饮水玻
璃杯；家具掸；玻璃瓶(容器)；水晶(玻璃制
品)

注册号:11817011
商标名称: 图形商标
类别：37
申请人: 成都柏林源家具有
限公司
联系人：胡志文
使用产品：家具保养；家具修复；家具制
造(修理)；木工服务；安装门窗；油漆服
务；招牌的油漆或修理；运载工具(车辆)
清洗服务；清洗；喷涂服务

注册号:11817013
商标名称: 图形商标
类别：40
申请人:成都柏林源家具有
限公司
联系人：胡志文
使用产品：打磨；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
材料处理信息；木器制作；锯木(锯木厂)；
刨平(锯木厂)；木材砍伐和加工；剥制加
工；雕刻；艺术品装框

注册号:11817014
商标名称: 图形商标
类别：42
申请人:成都柏林源家具有
限公司
联系人：胡志文
使用产品：技术研究；技术项目研究；质
量检测；质量评估；质量体系认证；工程
绘图；建筑木材质量评估；工业品外观设
计；包装设计；材料测试

注册号:11722791
商标名称: 洱海乌
鬼 类别：41
申请人: 大理上关渔家乐旅游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赵勇
地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
州镇上关村委会上关村
使用产品：宗教教育；文字出版(广告宣
传材料除外)；摄影

注册号:11895700
商标名称: 聚晶石
类别：35
申请人: 东莞美艺宝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少杰
使用产品：进出口代理；替他人推销；替
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
广告宣传；广告策划；商业信息代理；职
业介绍所；复印服务；会计；计算机数据
库信息系统化

注册号:11509934
商标名称: 诚合
CHENGHE
类别：37
申请人:东莞市诚合汽车修理厂
联系人：刘文波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良边村石大
路边
使用产品：采矿；造船；保险库的保养和
修理；气筒或泵的修理；手工具修理

注册号:8888585
商标名称: 盛鹏 SP
类别：35
申请人: 东莞市盛鹏电子
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华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边村厦边
大道沙边 306 号第一栋一楼
使用产品： 人事管理咨询； 商业场所搬
迁；办公机器和设备出租；绘制账单、账
目报表；寻找赞助

注册号:11330393
商标名称: SLD
类别：01
申请人:佛山市赛利达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季秋
使用产品：钇；工业硅；结晶硅；氧化锆；
硅酸盐；锆氟酸钾；稀土；陶瓷釉料；硅酸
钠(溶性玻璃)；工业用洗净剂

注册号:12038423
商标名称: 福鼎黄栀子
FUDINGHUANGZHIZI
类别：31
申请人: 福鼎市福鼎黄栀
子协会
地址：福建省福鼎市贯岭镇农业服务中
心
使用产品：黄栀子(植物)

注册号:11578877
商 标 名 称 : 闽 东 海 鸿 MINDONGHAIHONG
类别：30
申请人:福建省闽东海鸿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华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后岗 SZ1-9
号 305 室
使用产品：茶；茶饮料；咖啡；蛋糕；糖；蜂王
浆；谷类制品；调味料；食盐；酱油

注册号:10703719
商标名称: 谊星 YIXING
类别：25
申请人:福清福星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基财
地址：福建省福清市洪宽工业村
使用产品：鞋(脚上的穿着物)；拖鞋；凉
鞋；鞋；运动鞋；雨鞋；服装；足球鞋；帽；
爬山鞋

注册号:7756868
商标名称: 凯瑞兴电源
类别：09
申请人:富阳龙达热能有
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市心北路
145 号
使用产品：电池用测酸计；照明电池；电
池充电器；电池；蓄电池；太阳能电池；
电容器；碳电极；磁线；网络通讯设备

注册号:11792297
商标名称: 旭虹
类别：09
申请人:杭州旭虹真空电器
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宝华
使用产品：发射器(电信)；光学器械和仪
器；电容器；断路器；高低压开关板；发射
管；真空电子管(无线电)；继电器(电)；插
头、插座和其他接触器(电连接)；高压防
爆配电装置

注册号:11836803
商标名称: 径顶红
类别：30
申请人:杭州余杭王位山
茶叶园区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寿忠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迂前
南路 22 号
使用产品：茶

注册号:11879463
商标名称: 何月梅
类别：43
申请人:何月梅
联系人：何月梅
地址： 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大路镇老街
195 号
使用产品：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备
办宴席；自助餐厅；餐厅；饭店；餐馆；自
助餐馆；快餐馆；流动饮食供应；茶馆

注册号:9777064
商标 名 称 : 爱 中 爱
AIZHONGAI
类别：25

注册号:9107624
商标名称:6
类别：21
申请人:江苏蓝色玻璃有
限公司

注册号:11861035
商标名称: 常一篷房
TCYT 类别：35
申请人:常州市常一会
展篷房有限公司

注册号:11300865
商标名称: 金凸果
类别：25

注册号:11722820
商标名称: 洱海乌鬼
类别：35
申请人:大理上关渔家乐旅游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赵勇
地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
州镇上关村委会上关村
使用产品：张贴广告；广告宣传；电视商
业广告；商业橱窗布置；寻找赞助

申请人:邓顺仪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
村东屯毓麟巷 4 号
使用产品：服装；内衣；童装；游泳衣；
鞋；帽；袜；手套(服装)；领带；皮带(服饰
用)

注册号:12038424
商标名称: 福鼎黄栀子
FUDINGHUANGZHIZI
类别：31
申请人: 福鼎市福鼎黄
栀子协会
地址：福建省福鼎市贯岭镇农业服务中
心
使用产品：黄栀子(植物)

注册号:12038425
商标名称: 福鼎黄栀子
FUDINGHUANGZHIZI
类别：29
申请人:福鼎市福鼎黄栀
子协会
地址： 福建省福鼎市贯岭镇农业服务中
心
使用产品：黄栀子(果皮、果肉)

类别：29
申请人: 福鼎市福鼎黄
栀子协会
地址：福建省福鼎市贯岭镇农业服务中
心
使用产品：黄栀子(果皮、果肉)

注册号:11326972
商标名称: 图形商标
类别：20
申请人: 福建省汇峰林业发
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建安
使用产品：家具；画框；竹木工艺品；藤编
制品(不包括鞋、帽、席、垫)；柳条制品；漆
器工艺品；树脂工艺品；木、蜡、石膏或塑
料艺术品；家具用非金属附件；室内百叶
窗帘(家具)

注册号:11731786
商标名称: 皋翔 类别：11
申请人: 广西皋翔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章国贤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西
路 110 号方洲丽景广场第 C 座 21 层
2104 号
使用产品：灯泡；电灯；灯；照明器械及
装置

注册号:11789767
商标名称: 谱久香
类别：33
申请人: 广西钦州保税
港区品久香酒类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克凡
使用产品：果酒(含酒精)；开胃酒；苹果酒；
鸡尾酒；葡萄酒；烈酒(饮料)；米酒；朗姆
酒；伏特加酒；酒精饮料(啤酒除外)

注册号:11840685
商标名称: 智宇 ZHIYU
类别：38
申请人:海南智宇信息系统有
限公司 联系人：潘风
使用产品： 提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接
入服务；全球计算机网络访问时间出租；
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 电讯路由节点服
务； 提供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电讯联接
服务；计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

注册号:11807948
商标名称: 圣喝香茗
类别：30
申请人:杭州径山妙高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文高
使用产品：咖啡；茶；茶饮料；糖；糖；蜂胶；
糕点；谷粉制食品；谷粉制食品；谷粉制食
品；谷粉制食品；面粉；以谷物为主的零食
小吃；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冰淇淋

注册号:4607810
商标名称: 中锐
类别：07
申请人:河北书浩轴承
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振华
使用产品：造纸机；农业机械；选矿设
备；运输机(机器)；铸造机械；发电机；滚
珠轴承；轴承(机器零件)；滚动轴承(滚
柱)

注册号:11800515
商标名称: 希莱恒
类别：10
申请人:河南海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玉皖
使用产品：验血仪器；皮下注射器；医用
灯；医疗器械和仪器；医用注射器；医疗
分析仪器；医用测试仪；医用诊断设备；
脉搏计；医用激光器

注册号:11800609
商标名称:脉得捷
类别：10
申请人:河南海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玉皖
使用产品：医用激光器；验血仪器；皮下
注射器；医用灯；医疗器械和仪器；医用
注射器；医疗分析仪器；医用测试仪；医
用诊断设备；脉搏计

注册号:8720928
商标名称:参茂
类别：05
申请人: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东岩
地址：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州新兴工业集
中区
使用产品：人参；兽医用药；杀虫剂；卫生
巾；消毒棉

申请人:季忠坚
联系人：季忠坚
使用产品：服装；鞋(脚上的穿着物)；帽；
袜；手套(服装)；领带；皮带(服饰用)；婴儿
全套衣；童装；体操服

联系人：陈宗敬
地址： 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洋郑路北侧
使用产品：化妆用具；香水喷瓶

注册号:11834540
商 标 名 称 :
TEDRAWEAR
类别：25
申请人:江苏圣澜服饰创意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秋芳
使用产品：服装；手套(服装)；童装；婴儿
全套衣；婴儿睡袋；鞋；帽；袜；围巾；腰
带

注册号:11834574
商 标 名 称 :TONEJOYCE 类别：35
申请人:江苏圣澜服饰创意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秋芳
使用产品：商业管理顾问；特许经营的
商业管理；广告；进出口代理；替他人推
销；市场营销；为广告或销售组织时装
展览；寻找赞助

注册号:11497718
商标名称: 禾牧 HEMU
类别：07
申请人: 金华市禾牧真空电
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汉牧
使用产品：电焊接设备；钎焊炉；真空钎
焊设备；钎焊机；抽气机；送风机；真空喷
镀机械；真空泵(机器)

注册号:11878136
商标 名 称 : 陈 歇 荣 CHENXIERONG 类别：29
申请人: 靖江市小城食品有限
公司 联系人：陈歇荣
地址：江苏省靖江市季市农贸市场门口
使用产品：牛肉清汤；猪肉食品；油炸丸
子；香肠；牛肚；家禽(非活)；肝；腌腊肉；
肉脯；肉松

注册号 11758152
商标名称: 聚发 JUFA
类别：26
申请人: 鄄城福聚发制品有
限公司
联系人：张常聚
使用产品：假发；编织发辫；头发束；假胡
须；假发套；接发片；人类的头发；头发装
饰品；头发夹(发夹)；条状发夹(发夹)

注册号:11758152
商标名称: 聚发 JUFA
类别：26
申请人:鄄城福聚发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常聚
使用产品：假发；编织发辫；头发束；假胡
须；假发套；接发片；人类的头发；头发装
饰品；头发夹(发夹)；条状发夹(发夹)

注册号:11838019
商标名称:懒得食肆
类别：43
申请人:李晶晶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迎海路 10 号
海悦花园海天苑 37 号
使用产品：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备办
宴席；自助餐厅；餐厅；饭店；餐馆；快餐
馆；酒吧服务；流动饮食供应；茶馆

注册号:11838020
商标名称:懒得
类别：43
申请人:李晶晶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迎海路 10
号海悦花园海天苑 37 号
使用产品：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备
办宴席；自助餐厅；餐厅；饭店；餐馆；快
餐馆；酒吧服务；流动饮食供应；茶馆

注册号:11814310
商标名称:东方恩典
类别：37
申请人: 连云港东方建
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关义流
使用产品：建筑设备出租；建筑；拆除
建筑物；建筑物防水；工厂建造；管道
铺设和维护；港口建造；铺路；安装门
窗；商品房建造

注册号:11791835
商标名称:宏耕 HG
类别：07
申请人: 邻水县薪宇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昌琼
地址：四川省邻水县经开区城南工业园二
区 35 号
使用产品：农业机械；打谷机；割草机和收
割机；玉米脱壳机；谷物脱粒机；割草机；
耙土机；插秧机；喷雾机；播种机(机器)

注册号:11473659
商标名称:罗海
类别：16
申请人:罗海
地址：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
区黄岗镇白石村
联系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二路西 15
号（艺海瑞砚坊）
使用产品：吸墨用具；墨汁；墨水；墨水
池；墨水台；块墨；砚(墨水池)

注册号:11422955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04
申请人:内蒙古广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人:马志荣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棋盘井镇大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东岘路 56 号
使用产品：钓具；钓鱼钩；钓鱼线；钓鱼 煤矿北 3 公里处
竿；钓鱼用绕线轮；人造钓鱼饵；钓鱼用 使用产品：煤；褐煤；无烟煤；焦炭；煤焦
浮子；体育活动器械；锻炼身体器械；玩 油；煤屑(燃料)；煤球；灯芯；除尘制剂；木
炭(燃料)
具

注册号:11734422
商标名称:蒙惠
类别：31
申请人:内蒙古久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安明才
地址： 内蒙古科左中旗宝龙山镇平安大
街北工农路西
使用产品：燕麦；小麦；谷(谷类)；玉米；大
麦；黑麦；未加工的稻；豆(未加工的)；高
粱；新鲜蔬菜

注册号:11762415
商标名称:蒙沁 MENGQIN
类别：31
申请人: 内蒙古久益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安明才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宝
龙山镇平安大街北工农路西
使用产品：谷(谷类)；玉米；豆(未加工
的)；植物；新鲜水果；新鲜蔬菜；未加工
谷种；菌种；饲料；酿酒麦芽

注册号:11824089
商标名称: 派克奇
PAIKEQI 类别：16
申请人:派克奇塑料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
使用产品：包装用纸袋或塑料袋(信封、
小袋)；淀粉制包装材料；纸制或塑料制
食品包装用吸收纸；纸制或塑料制食品
包装用湿度调节纸；牛皮纸；纸箱；包装
用塑料膜；包装用塑料气泡膜

注册号:11854130
商 标 名 称 : 丽 景 源 LIJINGYUAN
类别：31
申请人: 平远县差干五指石果业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黄长平
地址：广东省平远县差干镇加丰村
使用产品：柑橘；杨梅；新鲜水果；桃；新
鲜花生；梨；西瓜；柚子；枇杷；桔

注册号:9634550
商标名称: 大沺
DATIAN
类别：29
申请人:荣成市大沺水产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熙征
地址：山东省荣成市虎山镇罕山村
使用产品：肉；肉罐头；海菜；蛋；水产罐
头；食用油；加工过的花生；干食用菌

注册号:11732520
商标名称:泰山天元
类别：19
申请人:山东然润泰山天元石文化有限公
司 联系人：王然
使用产品：石、混凝土或大理石半身雕塑
像；石、混凝土或大理石像；石、混凝土或
大理石小雕像；石、混凝土或大理石艺术
品；木材；非金属建筑物；建筑玻璃；树脂
复合板；木地板

注册号:11841722
商标名称:利明牛
类别：29
申请人:山阴县明亮奶牛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张明亮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古城镇王庄村
西
使用产品：肉；食用动物骨髓；盐腌肉；家
禽(非活)；肉片；肉干；鱼(非活)；肉罐头；
水果蜜饯；熟蔬菜

注册号:11766851
商标名称:糖馆
类别：43
申请人:汕头市龙湖
区糖馆甜品屋
联系人：林丹娜
使用产品：咖啡馆；餐厅；餐馆；茶馆；酒
吧服务；饭店；活动房屋出租；柜台出
租；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皿；
快餐馆

注册号:11833163
商 标 名 称 :JVETEMENTY 类别：25
申请人:汕头市溢达服装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泽光
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练江南路 6
号龙湖工业区 B3 幢 501 号房
使用产品：服装；套服；成品衣；裤子；内
衣；童装；婴儿全套衣；鞋；帽子(头戴)；
袜

注册号:11876573
商标名称:LA
类别：39
申请人:上海利安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
北路 353 号 B509 室
使用产品：货运；运输；商品包装；汽车运
输；铁路运输；空中运输；运载工具(车辆)
出租；货物贮存；贮藏；仓库出租

注册号:8209392
商标名称:风雨神木
类别：19
申请人: 上海森歌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水浩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 10588 号
使用产品：栏杆；非金属建筑结构；非金属
建筑材料；非金属栅栏；非金属园艺格架；
非金属铺路平板； 非金属屋顶覆盖物；水
泥；非金属耐火建筑材料；防水卷材

注册号:11463695
商标名称:PAPERSWAN
类别：35
申请人: 上海士泰纸品包
装有限公司 联系人：阎根芸
使用产品：广告；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
告；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
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组织商业或广告交
易会；进出口代理；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
购(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

联系人：何正明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新寺镇新林路 188 号
使用产品：非金属耐火建筑材料

注册号:11892558
商 标 名 称 : 金 银 鸟 GSBIRDS 类别：09
申请人:沈小平
地址：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爱民村 131 号
联系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坪公路
38 号十楼
使用产品：矫正透镜(光学)；眼镜(光学)；
眼镜片；眼镜框；眼镜架；夹鼻眼镜架；眼
镜；眼镜盒；太阳镜；擦眼镜布

注册号:11828636
商标名称: 川空蓝天
类别：45
申请人:四川川空蓝天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树纯
使用产品：私人保镖；夜间护卫；护卫
队；安全保卫咨询；安全及防盗警报系
统的监控；工厂安全检查；社交陪伴；临
时看管房子；家务服务；婚姻介绍

注册号:11819392
商标名称:聚鑫
类别：07
申请人:滕州市聚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孟延光
地址：山东省滕州市善国南路（南沙河
魏村）
使用产品：陶瓷工业用机器设备(包括
建筑用陶瓷机械)；制砖机；制瓦机

注册号:11872543
商标名称:绿佳绿
类别：27
申请人:无锡市绿佳绿人造
草坪有限公司
联系人：邵波
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玉祁镇祁北路
使用产品：人工草皮；地板覆盖物；地垫；
地毯；汽车用垫毯；体育馆用垫；门前擦
鞋垫

注册号:11399103
商标名称: 金诺威 KINGNOVA 类别：10
申请人:厦门金诺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幸
使用产品：医疗器械和仪器；医疗分析
仪器；医用测试仪；医用诊断设备；医疗
器械箱；外科仪器和器械；杀菌消毒器
械； 诊断和治疗期同位素设备和器械；
验血仪器；血球计

注册号:11686054
商标名称:鑫瑞达连氏
类别：19
申请人: 襄垣县鑫瑞达连氏塑木制造有限
公司 联系人：李爱军
使用产品：建筑用非金属框架；非金属隔
板；非金属制屋顶防雨板；建筑用非金属
盖板；墙用非金属衬料(建筑)；非金属地
板；非金属天花板；建筑用非金属覆盖层；
建筑用非金属加固材料；非金属建筑材料

注册号:11686172
商 标 名 称 :RANGERGREEN 类别：19
申请人:襄垣县鑫瑞达连氏塑木制造有限
公司 联系人：李爱军
使用产品：建筑用非金属框架；非金属隔
板；非金属制屋顶防雨板；建筑用非金属
盖板；墙用非金属衬料(建筑)；非金属地
板；非金属天花板；建筑用非金属覆盖层；
建筑用非金属加固材料；非金属建筑材料

注 册 号 :11802184
商标名称: 徐氏木
语木雕工艺
XUSHIMUYU 类别：20
申请人:徐锦灿
使用产品：细木工家具；木制或塑料制
箱；画框边条；竹工艺品；木、蜡、石膏
或塑料艺术品；软木工艺品；树脂工艺
品；家具门；木编织百叶窗帘(家具)；玉
枕

注册号:11815112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2
申请人:许昌县红威食品有限
公司 联系人：杨子良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五
女店镇工业园区
使用产品： 无酒精果汁； 无酒精果汁饮
料；蔬菜汁(饮料)；无酒精饮料；杏仁乳
(饮料)；汽水；无酒精果茶；花生乳(无酒
精饮料)；植物饮料；姜汁饮料

注册号:11815118
商标名称:情动黑卡
类别：32
申请人:许昌县红威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子良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五女店镇工业园区
使用产品：无酒精果汁；无酒精果汁饮料；
蔬菜汁(饮料)；无酒精饮料；杏仁 乳(饮
料)；汽水；无酒精果茶；花生乳(无酒精饮
料)；植物饮料；姜汁饮料

注册号:11812827
商标名称: 络盛 LS
类别：17
申请人: 烟台络盛塑料管
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鹏飞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武宁镇富圣大街1号
使用产品：管道用非金属接头；塑料管；塑
料板；塑料杆；塑料条；非金属软管；管道
垫圈；密封物；非金属制管套；管道用非金
属加固材料

注册号:11835528
商标名称:YCLXNM
类别：29
申请人:盐城龙祥农贸市
场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德龙
地址：江苏省建湖县开发区农副产品加工
园区
使用产品：家禽(非活)；鱼(非活)；虾(非
活)；甲壳动物(非活)；干蔬菜；熟蔬菜；蛋；
食用油脂；干食用菌；豆腐制品

申请人:曾又喜
使用产品：金刚砂磨轮；农业器具(手动
的)；水果采摘用具(手工具)；修指甲成
套工具；手工操作的手工具；穿孔工具
(手工具)；枪状手工具；雕刻工具(手工
具)；刀；除火器外的随身武器

注册号:793035
商标名称:长峰
类别：30
申请人:詹旭峰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平
桥镇平桥集镇 48 号
联系地址： 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杨村
1号
使用产品：茶

注册号:11754402
商标名称: 梦情牵
AENGQINGQIAN
类别：24
申请人:张泽恒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九江镇下西大稔村中元队 251 号
使用产品：装饰织品；丝绸(布料)；轻薄
织物(布料)；无纺布；纺织品制壁挂；纺
织品毛巾；被罩；被子；床上用覆盖物；桌
布(非纸制)

注册号:11814456
商标名称:凌力 LINGLI
类别：21
申请人:淄博炬泰陶瓷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振武
使用产品：家用器皿；餐具(刀、叉、匙除
外)；厨房用具；日用玻璃器皿；家庭用
陶瓷制品；日用瓷器；日用陶器；茶具
(餐具)；瓷、赤陶或玻璃艺术品；保温瓶

注册号:11897677
商标名称: 忠门
ZHONGMEN
类别：06
申请人:淄博忠门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建强
使用产品： 公路防撞用金属护栏； 铝塑
板；未锻造或半锻造的钢；钢合金；铸钢；
铝；未加工或半加工普通金属；钢管；金
属管道；金属水管阀

注册号:11897738
商标名称: 忠门
ZHONGMEN
类别：19
申请人:淄博忠门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建强
使用产品：木材；胶合木板；木地板；混凝
土；花岗石；大理石；石膏板；水泥；建筑用
非金属墙砖；非金属地板砖

注册号:11802616
商标名称:斌峰
类别：08

注册号:12038426
商标名称: 福鼎黄栀子

注册号:11871617
商标名称:海龙女 HAILONGNV
类别：28

注册号:11958860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06
申请人: 山东永固钢结构
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政华
使用产品：金属支架；管道用金属加固材
料；金属建筑材料；钢结构建筑；紧线夹
头；金属绳索；普通金属扣(五金器具)；家
具用金属附件；五金器具；金焊料
注册号:9439101
商标名称:ZM
类别：19
申请人: 上海新宇墙
体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97773
商标名称:喜来健
类别：20
申请人:岫岩满族自治县众合玉雕厂
联系人：于翠明
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哈
达碑镇哈达碑村
使用产品：床垫；弹簧床垫
注册号:11467212
商标名称:云端号
类别：30

注册号:11097916
商标名称: 众合
类别：20
申请人:岫岩满族自治县众合玉雕厂
联系人：于翠明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哈
达碑镇哈达碑村
使用产品：非医用气褥垫；草垫；垫枕；
玉枕；黄琥珀；液态燃料用非金属容器；
床用非金属附件

申请人:玉应况
地址：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
县勐海镇勐翁村委会曼派村民小组 73
号
使用产品：咖啡；茶饮料；糖；面粉制品；
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 以米为主的零食
小吃；调味品

注册号:11802615
商标名称: 欧纯
OUCHUN 类别：08
申请人:曾又喜
地址： 湖南省邵东县九
龙岭镇黄石坝村 9 组 14 号
使用产品：金刚砂磨轮；农业器具(手动
的)；水果采摘用具(手工具)；修指甲成
套工具；手工操作的手工具；穿孔工具
(手工具)；枪状手工具；雕刻工具(手工
具)；刀；除火器外的随身武器

申请人:章群强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丁桥镇群海村邹家厅
66 号
使用产品：糕点；年糕；糕点用粉；谷粉制
食品；谷粉制食品；谷粉制食品；谷粉制食
品；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以谷物为主
的零食小吃

注册号:11871957
商标名称: 浙江省寅幸慈
善 基 金 会 ZHEJIANGPROVINCEYINXINGCHARITABLEFOUNDATION 类别：36
申请人:浙江省寅幸慈善基金会
联系人：侯林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武源街 369 号
使用产品：募集慈善基金

注册号:7660415
商标名称: 万鑫智控
MANYEM 类别：11
申请人:浙江万鑫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伟军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文昌路
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盾安南路
18 号
使用产品：空气冷却装置；浴室装置；水净
化装置

注册号:11807400
商标名称:宝琳 POLAM 类别：09
申请人:中山市加宝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玉珍
使用产品：暗室(摄影)；干燥架(摄影)；
摄影用沥水架；照相机用三脚架；教学
投影灯；放大设备(摄影)；照相机(摄
影)；闪光灯泡(摄影)；光圈(摄影)；闪光
灯(摄影)

注册号:11897760
商标名称: 忠门
ZHONGMEN
类别：20
申请人:淄博忠门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建强
使用产品：凳子(家具)；办公家具；有抽屉
的橱；桌子；长沙发；细木工家具；床；搁
物架(家具)；陈列柜(家具)；茶几

注册号:11749127
商 标 名 称 :
SYONGHUI
类别：07
申请人:遵化市永辉工程机械配件有限公
司
联系人：张旭升
地址：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崔家庄村
使用产品：挖掘机；挖掘机(机器)；装载机

注册号:11680153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17
申请人: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华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使用产品：挡风条；挡风雨条；挡风雨条
材料；橡胶制减震缓冲器；密封物；生橡
胶或半成品橡胶；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
半加工塑料物质； 运载工具散热器用连
接软管；绝缘材料；防水包装物

注册号：11884558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1
申请人： 佛山市顺德区永
盛龟鳖繁育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罗擎宇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齐杏居
委会河北六路南 8 号
使用产品：活动物；甲壳动物(活的)；活
鱼；孵化蛋(已受精)；鱼子；鱼卵

注册号:11638680
商标名称:金桂皇
类别：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