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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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9725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6
申请人： 静宁县恒达小额贷
款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杜亚辉
使用商品：银行；资本投资；金融贷款；
金融评估(保险、银行、不动产)；金融服
务；融资租赁；金融咨询；贸易清算(金
融)；经纪；担保

注册号：8139732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6
申请人： 静宁县恒达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杜亚辉
地址：甘肃省静宁县城关镇职教中心一楼
使用商品：银行；资本投资；金融贷款；金融
评估(保险、银行、不动产)；金融服务；融资租
赁；金融咨询；贸易清算(金融)；经纪；担保

注册号：8164939
商标名称：TASEN
类别：9
申请人：深圳市鼎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崇加 陈佩珊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
长圳社区长兴科技工业园 41 栋 3 楼西
边
使用商品：闪光灯(摄影)；集成电路

注册号：8214132
商标名称：屯里 TUNLI
类别：31
申请人：永济市屯里礼品大葱种植中心
联系人：赵妙银
地址：山西省永济市于乡镇屯里村大街南
排东一号
使用商品：黄瓜；新鲜蔬菜；南瓜；莴苣；洋葱；
青蒜；鲜土豆；鲜水果；梨；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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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宗敬 张高明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洋郑路北侧
联系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洋河新区金樽路
1号
使用商品：化妆用具；香水喷瓶

注册号：9274461
商标名称：
SOUTHOCCAN
类别：9
申请人：浙江南洋传感器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志伟 黄光明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南洋路 58 号
使用商品：天平(秤)；衡器；秤；荧光屏；
集成电路块

注册号：9711445
商标名称：O
类别：35
申请人：湖北乐金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红平 崔宇昕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街道
口南村 110 号鹏程惠园 2 幢 25 层 B 号
使用商品：演员的商业管理；商业场所
搬迁；审计

注册号：9962697
商标名称：DIMEILIAN
类别：25
申请人：平湖市迪美服饰有
限公司 联系人：吴全林
地址： 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广新线星光
段 136 号（平湖市新埭特种水产专业合
作社内 2 幢）
使用商品：婴儿全套衣；体操服；帽；皮带
(服饰用)

注册号：10029603
商标名称：永耀
类别：21
申请人：广西永耀玻璃有限公司
联系人：黎永新 黄兀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北部工业集
中区
使用商品：玻璃罐(坛)；玻璃瓶(容器)；药
瓶；小玻璃瓶(容器)；广口玻璃瓶(酸坛)

注册号：10049617
商标名称：新宇墙体 ZM
类别：35
申请人：上海新宇墙体材
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正明 石玉宇
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新寺镇新林路 188
号
联系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拓林镇新林路
828 号
使用商品：商业场所搬迁；寻找赞助

注册号：11620630
商标名称：启爱 QIAI
类别：31
申请人：启天控股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德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596
号 3 楼 302、303 室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596 号 3 楼启天控股
使用商品：圣诞树；小麦；活动物；动物食品

注册号：11851813
商标名称： 好喜家 HAOXIJIA 类别：2
申请人：容汉球 联系人：容汉球
地址：广东省高要市白土镇幕村村委会幕
村4队
使用商品：油漆；刷墙粉；涂层(油漆)；苯
乙烯树脂漆；底漆；防火漆；防臭涂料；水
溶性内外墙有光喷塑料；苯乙烯树脂漆；
漆

注册号：12008430
商标名称： 博亚
BOYA 类别：21
申请人：永康市汇彩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成
使用商品： 日用搪瓷塑料器皿 (包括盆、
碗、盘、壶、杯)；杯；餐具(刀、叉、匙除外)；
厨房用具；纸或塑料杯；日用玻璃器皿(包
括杯、盘、壶、缸)；日用瓷器(包括盆、碗、
盘、壶、餐具、缸、坛、罐)；饮水玻璃杯；饮
用器皿；保温瓶

注册号：13541979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10
申请人：北京市惠佳丰劳务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张绍秋 赵虹
使用商品：医疗器械和仪器；牙科设备
和仪器；理疗设备；医用垫；按摩用 手
套；医疗垃圾专用容器；非化学避孕用
具；外科植入物(人造材料)；矫形用物
品；缝合材料

注册号：13542090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44
申请人：北京市惠佳丰劳务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张绍秋 赵虹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7 号楼甲 3
号
使用商品：医疗按摩；医疗辅助；理疗；
医疗护理；心理专家；医疗设备出租；保
健站；健康咨询；庭园设计；眼镜行

注册号：12209086
商 标 名 称 ：BAERBA828 类别：2
申请人：曹小春
联系人：曹小春
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齐寿乡曹集
村 196 号
使用商品：白色(染料或涂 料 ) ； 刷 墙 粉 ；
防 水 粉 ( 涂 料 ) ； 防臭涂料

注册号：12229705
商标名称：河西一幼
类别：41
申请人：天津市河西区第一幼儿园
联系人：李奇 张立华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宁波道 2 号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教育；培训；幼儿
园；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出借书籍的图
书馆；录像带发行；图书出版；节目制作；
运动场出租

注册号：12272709
商标名称：九加啤酒庄
类别：35
申请人：佛山市灏鋆汇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臻 谢清丹
使用商品：广告；商业管理辅助；特许经营
的商业管理；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替
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 人事管理咨
询； 商业企业迁移； 计算机录入服务；会
计；自动售货机出租

注册号：12272744
商标名称：NINEPLUS
类别：35
申请人：佛山市灏鋆汇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臻 谢清丹
使用商品：广告；商业管理辅助；特许经营
的商业管理；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替
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 人事管理咨
询； 商业企业迁移； 计算机录入服务；会
计；自动售货机出租

注册号：12272781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5
申请人：佛山市灏鋆汇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臻 谢清丹
使用商品：广告；商业管理辅助；特许经
营的商业管理；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
(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人事管理
咨询；商业企业迁移；计算机录入服务；
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

注册号：12318474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9
申请人：深圳市盛世吉祥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 联系人：杨郡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新
村岭四巷 1-1 号 101
使用商品：货物递送；货运；运输；运输
经纪；物流运输；商品包装；运输信息；
汽车运输；货物贮存；仓库贮存

注册号：12350873
商标名称：亿春 Y
类别：29
申请人：广西大新亿春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春玲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县
桃城华侨经济管理区
使用商品：糖渍水果；腌制水果；桂花
姜；食用腌黄豆；腌制蔬菜；酸姜

注册号：12372844
商标名称：三峡秀水
类别：32
申请人：宜都帝元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昌新 裴学林 裴培
地址：湖北省宜都市红花套镇杨家畈村 8
组
使用商品：啤酒；水(饮料)；耐酸饮料；乌
梅浓汁(不含酒精)；植物饮料；豆类饮料；
姜汁饮料；饮料制作配料

注册号：12376719
商标名称： 皮革厂
胖子 类别：43
申请人：冯少杰
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朝阳巷横
弄 30 号
使用商品：流动饮食供应；自助餐馆；快
餐馆；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茶馆；自
助餐厅；餐厅；饭店；餐馆；咖啡馆

注册号：12386693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21
申请人：泰兴市吉力玻璃制

注册号：12387083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7
申请人：常州新冉轴承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洪利
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菱江路
41 号
使用商品：杵锤；滑轮(机器部件)；机器导
轨；机器轴；机器用齿轮装置；轴承滚珠
环；传动轴轴承；轴承(机器零件)；电动清
洁机械和设备

注册号：12368604
商标名称：魏王府 WEIWANGFU
类别：20
申请人：魏学东 联系人：魏学东
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刘宋镇庆功
台村 18 号
使用商品：办公家具；茶几；床；床垫；桌
子；金属家具；沙发；细木工家具；椅子(座
椅)；家具

申请人：季明
公司名称：北京康坦愢咖啡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季明 高依
使用商品：培训,实际培训(示范),就业指
导(教育或培训顾问),职业再培训,组织
教育或娱乐竞赛,安排和组织培训班,提
供在线电子出版物(非下载),演出用布
景出租,表演制作,现场表演

申请人：季明
公司名称：北京康坦愢咖啡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季明 高依
使用商品：咖啡馆；流动饮食供应；备办
宴席；自助餐厅；餐厅；餐馆；旅馆预订；
快餐馆；酒吧服务；会议室出租

注册号：12516619
商 标 名 称 ：HUAISUCLOTHING1971
类别：35
申请人：东莞市大朗睿邦针织制衣厂
联系人：陈敬东
使用商品：广告；户外广告；货物展出；外
购服务(商业辅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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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招收；办公机器和设备出租；会计

注册号：12521851
商标名称：妙婴
类别：35
申请人：王燕 联系人：王燕 宣郡
地址：安徽省安庆市孝肃路 113 号
使用商品：货物展出；饭店商业管理；特许
经营的商业管理；外购服务(商业辅助)；电
话市场营销；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购
买商品或服务)； 替他人推销； 进出口代
理；市场营销；商业企业迁移

申请人：周锦朵
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牌头镇新庄村路西
49 号
使用商品：长袜；吸汗长袜；袜；短袜；袜
套；暖腿套；紧腿裤(暖腿套)；非电暖脚套；
袜裤；袜带

注册号：12532925
商标名称：MASTONE
类别：9
申请人： 扬州万事通通讯电子发展有限
公司 联系人：韩明极 包健
使用商品： 便携式计算机； 条形码读出
器；计算机外围设备；计算机软件(已录
制)；连接器(数据处理设备)；电子字典；
笔记本电脑；可视电话；调制解调器；手
提电话

注册号：12534595
商标名称： 金怡江西金
怡管业制造有限公司
类别：19
申请人：江西金怡管业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金兵
使用商品：通风和空调设备用非金属管；
建筑用塑料管；铝塑复合管；非金属雨水
管；非金属压力水管；非金属分岔管；非
金属硬管(建筑用)；非金属排水管；非金
属水管

注册号：12540894
商标名称：策迈吉普
类别：25
申请人： 福建省晋江市鸿时达服装有
限公司 联系人：吴鸿时 陈枫榆
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新塘街道办事处
湖格村
使用商品：皮制服装；服装；婴儿全套
衣；服装；防水服；服装；鞋；帽子；袜；
手套(服装)；围巾；腰带

注册号：12547530
商 标 名 称 ：RCDISCOVER 类别：25
申请人：宁波市鄞州阮昶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阮积寿 阮玲丹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中
段 1357 号 306 室
使用商品：服装；内衣；婴儿全套衣；服
装；游泳衣；鞋；帽子；袜；围巾；皮带(服
饰用)；婚纱

注册号：13382317
商标名称：池一锅
类别：43
申请人：北京协诚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池连伟 朱自录
使用商品：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咖
啡馆；饭店；餐馆；酒吧服务；茶馆；旅游
房屋出租； 养老院； 日间托儿所 (看孩
子)；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皿

申请人：娄钱春
地址： 浙江省宁海县黄坛镇旭山村 1 组
48 号
使用商品：白色(染料或涂料)；刷墙粉；涂
料(油漆)；防火漆；油漆粘合剂；油漆；底
漆； 水溶性内外墙有光喷塑料； 树脂胶
泥；天然树脂(原料)

注册号：12556398
商标名称： 皖国咨询 WANGUOCONSULTATIONW
类别：37
申请人：潜山皖国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龙生
地址：安徽省潜山县梅陵路
使用商品：维修信息；建筑咨询；建筑信
息；建筑用起重机出租；水下建筑；建筑设
备出租；建筑；挖掘机出租；清洁建筑物
(外表面)；电器的安装和修理

注册号：12563280
商 标 名 称 ： 凯 威 尔 KAIWEIER 类别：7
申请人：杭州凯友机械厂
联系人：姚大根 范利美
使用商品：非陆地车辆用推进装置；机器
联动装置；非陆地车辆用减速齿轮；万向
节；机器传动带；汽车发动机曲轴；机器
轴承托架；轴承(机器零件)；滚柱轴承；
工业用振荡器(机器)

注册号：12564402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7
申请人： 克拉玛依市天雄工
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志杰
使用商品：建筑设备出租；建筑；室内装
潢修理；加热设备安装和修理；电器的安
装和修理；空调设备的安装和修理；机械
安装、保养和修理；车辆保养和修理；喷
涂服务；干洗

申请人：周乐忠
地址： 湖南省隆回县高坪镇富延村 12
组 59 号
使用商品：仿皮革；钱包(钱夹)；手提包；
背包；旅行包；皮制带子；皮制家具套；
伞；手杖；宠物服装

注册号：12576385
商标名称：兆联 类别：11
申请人： 深圳深兆联厨房设
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兆銮 郑旭初
使用商品：电热水器；烹调器；厨房炉灶
(烘箱)；微波炉(厨房用具)；冷冻设备和装
置；冷藏集装箱；空气净化装置和机器；通
风罩；厨房用排烟罩；厨房用抽油烟机

注册号：12589491
商标名称：群川
类别：29
申请人：四川省宏涛养殖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群如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桤泉镇前进村一组
使用商品：家禽(非活)；熏肉；肉冻；肉；
食用动物骨髓；蛋粉；蛋；蛋黄；蛋清；烹
饪用蛋白

注册号：12589563
商标名称：群川
类别：35
申请人：四川省宏涛养殖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群如
使用商品：张贴广告；广告材料更新；户外
广告；商业管理辅助；商业信息代理；工商
管理辅助；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进出口
代理；商业企业迁移；开发票

注册号：12589604
商标名称：群川
类别：39
申请人：四川省宏涛养殖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群如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桤泉镇前进村一组
使用商品：搬运；商品包装；货物发运；搬
迁；运输信息；物流运输；商品打包；贮藏；
货物贮存；贮藏信息

申请人：陈灶鑫
地址： 福建省惠安县螺城镇小田船路 65
号
使用商品：布；无纺布；纺织品制壁挂；毡；
纺织品毛巾；床上用覆盖物；床单(纺织
品)；纺织品或塑料帘；网状窗帘；纺织品
制窗帘圈

注册号：12601614
商标名称：ZDW
类别：7
申请人：慈溪市奇康轴承有限公司
联系人：劳永年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万寿寺村
使用商品：发电机；机器轴承托架；轴承
(机器零件)；滚柱轴承；自动加油轴承；
车辆轴承；传动轴轴承；滑轮；滚珠轴
承；机器用耐磨轴承

注册号：12611817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5
申请人：饶学高
联系人：饶凯 饶学高
使用商品：广告；广告宣传；商业橱窗布
置；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商业信息；外
购服务(商业辅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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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企业迁移

注册号：12612527
商标名称：六筋
类别：30
申请人：保定市六筋面粉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庆海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江城乡石家庄
村北
使用商品：茶；糖；谷粉制食品；面粉；谷粉
制食品；面条；豆粉；谷粉制食品；食用淀
粉；食盐；调味料；酵母

注册号：12627498
商标名称：顺易捷
类别：9
申请人：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旺松 韩昭新
使用商品：计算机外围设备；网络通讯设
备；扬声器音箱；集成电路；印刷电路板；
电器联接器；印刷电路；电线圈；电子防盗
装置；电池充电器

注册号：13464985
商标名称： 嘉喜乐食品
JOY 类别：29
申请人：聚达(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国庆 鞠支兰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88 号 1
号楼 4 单元 2002 室
使用商品：肉；肉片；牛肉清汤；肉干；牛
肚；海参(非活)；小龙虾(非活)；鱼制食品；
鱿鱼；虾(非活)

注册号：12633197
商标名称：元茂 类别：43
申请人：吴江宾馆
联系人：陆继禹 胡红国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松陵镇鲈乡南路
使用商品：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备办
宴席；饭店；咖啡馆；餐厅；流动饮食 供
应；自助餐馆；酒吧；旅游房屋出租；养老
院

注册号：12637825
商标名称： 金利柔 JINLIROU 类别：25
申请人：深圳市金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燕清 李建秋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沁园路
4055 号 A 栋 104
使用商品：服装；内裤；童装；T 恤衫；胸
衣；裤子；内衣；服装；鞋(脚上的穿着物)；
袜；袜裤

注册号：12639248
商标名称：YZTIDE
类别：28
申请人：高邮市海潮皮件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 联系人：杨永新 杨庆荣
使用商品：游戏器具；运动用球；锻炼身
体器械；锻炼身体肌肉器械；悬挂式滑
行器；健身球；射箭用器具；体育活动器
械；体操器械；拳击手套

注册号：12639255
商标名称：海潮
类别：28
申请人：高邮市海潮皮件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
联系人：杨永新 杨庆荣
使用商品：游戏器具；运动用球；锻炼身
体器械；锻炼身体肌肉器械；悬挂式滑
行器；健身球；射箭用器具；体育活动器
械；体操器械；拳击手套

注册号：12456728
商标名称： 尚灏 SHANGHAO 类别：21
申请人：永康市尚灏贸易有
限公司 联系人：吴政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典大厦四
楼 401 室
使用商品：家用或厨房用容器；杯；日用玻
璃器皿(包括杯、盘、壶、缸)；茶具(餐具)；
饮用器皿；酒具；非电热壶；保温瓶；食物
保温容器；隔热容器

注册号：12286078
商标名称： 俏美娜
QIAOMEINA 类别：25
申请人：张昌鑫
联系人：陈奕群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华光西
四区二十三巷 1 号 102
使用商品：服装；针织服装；内衣；内裤；服
装；婴儿全套衣；服装；游泳衣；鞋；袜；围
巾；服装带(衣服)

注册号：12646162
商标名称：坝之宝
类别：30
申请人：张家口富鑫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秀峰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沙沟镇
工业园区
使用商品：方便粉丝；面粉制品；方便面；
食用土豆粉；香肠粘合料；烹饪食品用增
稠剂；马铃薯粉；粉丝(条)；食用淀粉；酵母

注册号：12647104
商标名称：爱闪耀
类别：14
申请人：武义五圣进出口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勤 齐玉凤
地址：浙江省武义县履坦岗头工业区
使用商品：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贵
重金属合金；宝石；贵重金属艺术品；人
造珠宝；珠宝首饰；装饰品(珠宝)；小饰物
(首饰)；钟；表

申请人：李俊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富森美家居市场 A
区 4 栋 1-2 号
使用商品：半成品木材；地板条；栏杆；非
金属柱；非金属门板；非金属门；非金属
折门；非金属楼梯踏板；凉亭(非金属结
构)

注册号：12672715
商标名称：乡颂
类别：43
申请人：武汉市香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万里 王莉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628 号 K11 新食艺五层
使用商品：咖啡馆；餐厅；饭店；酒吧服
务；备办宴席；茶馆；柜台出租；旅游房
屋出租；会议室出租；烹饪设备出租

注册号：12672757
商标名称：LACHANSON 类别：43
申请人：武汉市香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万里 王莉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628 号 K11 新食艺五层
使用商品：咖啡馆；餐厅；饭店；酒吧服
务；备办宴席；茶馆；柜台出租；旅游房屋
出租；会议室出租；烹饪设备出租

注册号：12679885
商标名称：卜吉熊
类别：18
申请人：苏州希恩凯鞋服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芝慧
张君慧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万盛街 8 号
1 幢 1710 室
使用商品：钱包(钱夹)；旅行用衣袋；背包；
运动包；旅行包；伞；伞环；女用阳伞；雨伞
或阳伞的伞骨；手杖

注册号：12684925
商标名称： 青聚能达
QJND 类别：9
申请人： 青海聚能达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家清 罗丹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创业路 128 号中小
企业创业园二期 4 号厂房
使用商品：纤维光缆；电源材料(电线、电
缆)；配电箱(电)；变压器(电)；电开关；配
电盘(电)；继电器(电)；逆变器(电)；互感
器；太阳能电池

注册号：12691866
商标名称：依铁小铸 类别：35
申请人：刘辉
联系人：刘辉 王欣
使用商品：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
广告；商业管理辅助；市场分析；组织商业
或广告交易会；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
(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人事管理
咨询；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系统化；绘制账
单、账目报表；寻找赞助

注册号：12699061
商标名称：KS 类别：5
申请人： 广西康寿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仇保富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西乡塘区鲁班路 93 号翰林华府 04 栋
观溏阁 B 座 1704 号
使用商品：医用饮料；洋参冲剂；药草；药
用甘草；原料药；胶丸；医用树胶；医用营
养饮料；医用营养品；营养补充剂

注册号：12699289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11
申请人：乐扬电机（深圳）有限公司
崔永胜
联系人：小矢野敦
使用商品：实验室灯；球形灯罩；圆灯罩；
顶灯；照明器械及装置；灯罩；灯；灯罩座；
电吹风；个人用电风扇；运载工具用通风
装置(空气调节)；通风设备和装置(空气调
节)；风扇(空调部件)；空气调节装置；风扇
(空气调节)；空气调节设备；排气风扇

注册号：12719813
商标名称：可大可
类别：29
申请人：重庆琥珀茶油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礼生 刘承娟
地址： 重庆市酉阳县板溪轻工业园区
一期厂房二号楼
使用商品：鱼制食品；腌制水果；蛋；黄
油；食用菜油；食用油脂；食用油；类可
可脂；加工过的坚果；豆腐制品

类别：21
申请人：东海县正东石英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元好
地址：江苏省东海县开发区东区富宸路
西侧
使用商品：水晶工艺品；水晶(玻璃制品)

注册号：12720685
商标名称：正东石英
类别：19
申请人：东海县正东石英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元好
地址： 江苏省东海县开发区东区富宸路
西侧
使用商品：石英；水晶石；建筑用石粉；石
制品；硅石(石英)；建筑用砂石

注册号：12724249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6
申请人：江门市篁庄实业发展
总公司
联系人：欧阳健华 欧阳婉娴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篁庄岐山里
使用商品：资本投资；不动产代理；住房
代理；商品房销售；不动产管理；公寓管
理；公寓出租；办公室(不动产)出租；不动
产出租；不动产经纪

注册号：12735572
商标名称：嘉旺建大
类别：12
申请人：杜建刚 联系人：杜建钢
地址：山东省广饶县稻庄镇东社村 80 号
联系地址： 山东省广饶县稻庄镇东杜村
（邮寄：广西省南宁市昆仑大道 128 号）
使用商品：车轮；车轮毂；车辆用轮胎；自
行车轮胎；车辆实心轮胎；车轮胎；汽车轮
胎；车辆轮胎；汽车内胎；翻新轮胎用胎面

申请人：杜建刚
联系人：杜建钢
地址：山东省广饶县稻庄镇东社村 80 号
使用商品：车轮；车轮毂；汽车轮胎；自行
车轮胎； 翻新轮胎用胎面； 车辆实心轮
胎；车轮胎；车辆轮胎；汽车内胎；车辆用
轮胎

注册号：12743616
商标名称：日月丽天
类别：17
申请人：枣庄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工业区（西昌
路 10 号）
使用商品：合成橡胶；生橡胶或半成品橡
胶；密封环；非金属制管套筒；密封物；贮
气囊；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管道用非金
属接头；塑料板；非金属软管；橡胶或塑
料制(填充或衬垫用)包装材料

注册号：12750796
商标名称：范兴
类别：20
申请人：范县范兴衣柜橱柜制品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杨国宇 孟昭泓
地址：河南省濮阳市范县新区黄河路东
段
使用商品：办公家具；家具；衣架；细木
工家具；茶几；立式书桌；书架；写字台；
梳妆台；金属家具

注册号：12767689
商标名称：青功 QINGGONG 类别：29
申请人：河南博澳进出口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丽君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优胜南路 8
号院 3 号楼 2 单元 26 号
使用商品：肉；家禽(非活)；鱼(非活)；肉
罐头；鱼罐头；蛋；奶粉；食用油；干食用
菌；豆腐制品

注册号：12783775
商标名称：爱维迪
类别：11
申请人：广州市爱维迪灯光音响设备有限
公司 联系人：张秀球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第一工业
区兴和南五路 3 号二楼
使用商品：照明灯(曳光管)；探照灯；灯光
漫射器；漫射灯；灯；舞台灯具；日光灯管；
安全灯；灯光反射镜；照明器械及装置

注册号：13119154
商标名称： 慧坤通达
HUIKUNTONGDA
类别：6
申请人：北京慧坤通达喷射器厂
联系人：冯广会 冯坤
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康庄镇西桑园村南
使用商品：钢管；金属管道接头；金属管
道配件；金属管夹；金属管道；金属套管；
金属喷头；管道的金属复式接头

注册号：13233681
商标名称：YJVQ
类别：9
申请人：光昭（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松原俊光 刘月 顾雪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678 号 904A 室
使用商品：电缆；电线；计算机；计算机外围
设备；电池；蓄电池；笔记本电脑；手提电
话；电话用成套免提工具；成套无线电话机

注册号：13233783
商标名称：YJVT
类别：9
申请人：光昭（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松原俊光
刘月 顾雪
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678 号 904A
室
使用商品：电缆；电线；计算机；计算机外
围设备；电池；蓄电池；笔记本电脑；手提
电话；电话用成套免提工具；成套无线电
话机

注册号：12836074
商标名称：百汇
类别：8
申请人：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联系人：徐小华 聂爰斌
地址：江西省樟树市观上工业区
使用商品：钻头(手工具部件)；手工操作
的手工具；刨刀；钻孔器；制模用铁器；抹
刀(手工具)；切刀；刀；匕首；叉

注册号：12836116
商标名称：百汇
类别：20
申请人：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联系人：徐小华 聂爰斌
地址：江西省樟树市观上工业区
使用商品：非金属箱；非金属容器(存储
和运输用)；家具用非金属附件；窗帘环；
非金属钉

注册号：13265036
商标名称：仁德和酒 类别：33
申请人： 北京仁德和商贸有限
公司 联系人：赵温红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 M 座 1708
使用商品：烈酒(饮料)；酒精饮
料(啤酒除外)；预先混合的酒精饮料(以
啤酒为主的除外)；蒸煮提取物(利口酒
和烈酒)；开胃酒；蒸馏饮料；酒精饮料原
汁；清酒(日本米酒)；黄酒；烧酒

注册号：12852931
商标名称：琥珀
类别：29
申请人：重庆琥珀茶油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礼生 刘承娟
地址：重庆市酉阳县板溪轻工业园区一期
厂房二号楼
使用商品：腌制蔬菜；制汤剂；黄油；食用
油脂；可可脂；食用菜油；食用油；芝麻油；
食用板油；类可可脂

注册号：12859837
商标名称：鸦鸿桥
类别：6
申请人：玉田县鸦鸿桥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晓东 付雪杰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鸦鸿桥镇
使用商品：金属板条；金属管；公路防撞
用金属护栏；可移动金属建筑物；钢丝；
钉子；门用金属附件；五金器具；金属锁
(非电)；保险柜

注册号：12859927
商标名称：鸦鸿桥
类别：8
申请人： 玉田县鸦鸿桥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晓东 付雪杰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鸦鸿桥镇
使用商品：磨具(手工具)；农业器具(手动
的)；园艺工具(手动的)；屠宰动物用器具
和器械；鱼叉；剃须刀；手工操作的手工
具；手动打气筒；雕刻工具(手工具)；餐具
(刀、叉和匙)

注册号：12865417
商标名称：鸦鸿桥
类别：42
申请人： 玉田县鸦鸿桥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晓东 付雪杰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鸦鸿桥镇
使用商品：工程绘图；包装设计；工业品外
观设计；室内装饰设计；服装设计；计算机
软件设计；替他人创建和维护网站；计算
机编程；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书画刻印
艺术设计

注册号：12866369
商标名称：宇紫
类别：2
申请人：海宇化工（南通）有限公司
联系人：施凯峰
地址：江苏省海门市三厂镇厂南村
联系地址：江苏省海门市三厂工业园区望
江南路
使用商品：染料；白色(染料或涂料)；媒染
剂；颜料；水彩固定剂；色母粒；着色剂；食
用色素；印刷油墨；涂料(油漆)

注册号：12874158
商标名称：米芬蒂 M
MIFENDI
类别：35
申请人：广州市旭煦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娟 徐汲
使用商品：户外广告；广告；广告宣传；
广告代理；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进出
口代理；绘制帐单、帐目报表；商业审
计；税款准备；会计

注册号：12879571
商标名称：至仁膳
类别：31
申请人：古丈春风合民族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柯力源 彭骏
地址：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红星区
使用商品：树木；玉米；辣椒(植物)；活动
物；新鲜槟榔；猕猴桃；新鲜蔬菜；菌种；动
物食品；酿酒麦芽

注册号：12909199
商标名称：GPAHD
类别：25
申请人：金佳颖（厦门）制衣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汉玲 郑平玉
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 56
号第八层
使用商品：服装；婴儿全套衣；游泳衣；雨
衣；鞋；帽；袜；手套(服装)；领带；皮带(服
饰用)

注册号：12407607
商标名称：FULLGENT
类别：11
申请人：浙江富勤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钧飚 王少菲
使用商品：运载工具用照明装置；灯；漫射
灯；照明器械及装置；舞台灯具；空气净化
用杀菌灯；探照灯；路灯；发光二极管(LED)
照明器具；枝形吊灯

注册号：11876924
商 标 名 称 ：ECOWELL 类别：11
申请人：浙江科维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永辉 方静
使用商品：通风设备和装置(空气调节)；锅
炉(非机器部件)；喷水器；水软化设备和装
置；水净化装置；过滤器(家用或工业装置
上的部件)；水过滤器

注册号：12497228
商标名称：青禾谷
类别：5
申请人：浙江青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少华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新河沿 169 号
使用商品：补药；人用药；药茶；药用甘
草；药用植物根；膳食纤维；中药成药；医
用营养食物；酶膳食补充剂；营养补充剂

注册号：13026108
商标名称：向洲
类别：41
申请人：黄向洲 联系人：梁淑华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竹苑新村翠竹
横街 7 号 301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教育；培训；教育
信息；就业指导(教育或培训顾问)；安排
或组织培训班；书籍出版；翻译；演出；
健身指导课程

注册号：13055926
商 标 名 称 ：MOXIANGU 类别：8

注册号：12367028
商标名称：鞍峄 ANYI
类别：17
申请人：大厂回族自治县宝石金属结构有
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郭宝军 吕淑云
地址：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厂谭路大仁
庄段
使用商品：隔音材料；保温用非导热材料；
建筑防潮材料

注册号：13173677
商标名称：码购
类别：38
申请人：杭州码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剑炜 李霞
使用商品：信息传送；计算机终端通讯；
计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 电子公告
牌服务(通讯服务)；提供与全球计算机网
络的电讯联接服务； 提供全球计算机网
络用户接入服务； 为电话购物提供电讯
渠道；无线电广播；电视播放；无线广播

注册号：13199650
商标名称：GEECAFE
类别：43

注册号：12569254
商标名称：贝妮王妃
BEINIWANGFEI
类别：18

注册号：12720654
商标名称：正东水晶

申请人：陈毅超
公司名称：东莞市石碣新美五金制品厂
使用商品：修脚指甲成套器具；电动指甲
锉；指甲抛光器具(电或非电)；指甲刀；修
指甲成套工具；磨具(手工具)；穿孔工具
(手工具)；剪刀；指甲锉；针锉

注册号：12552240
商标名称： 草原鹿
CAOYUANLU 类别：2

注册号：13107993
商标名称： 为公通才
WEIGONGTONGCAI
类别：41
申请人： 福建为公通才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联系人：程涛鸿 方宝华
使用商品：教育；培训；教育考核；职业再
培训；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会；安排和组
织培训班；书籍出版；节目制作；俱乐部
服务(娱乐或教育)；提供娱乐场所

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泰兴市虹桥镇祥福西街
使用商品：瓶；长颈瓶；玻璃瓶(容器)；水
晶工艺品；细颈圆酒瓶；蜡烛架(烛台)；香
水喷瓶；隔热瓶；彩饰玻璃；水晶(玻璃制
品)
注册号：12529562
商标名称：源纺
类别：25

注册号：12453167
商标名称：钟利陶
类别：19
申请人：周金钟
地址：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坝头村溪头南
路 13 号
使用商品：木地板；大理石；水泥；建筑用
非金属墙砖；瓷砖；玻璃马赛克；非金属地
板砖；耐火砖、瓦；非金属建筑材料；非金
属水管

注册号：12735573
商标名称：瑞宝建大
类别：12

注册号：12598872
商 标 名 称 ： 惠 众
HUIZHONG 类别：24

注册号：12648789
商标名称：杰龙雅居
类别：19

注册号：13230409
商标名称：GCAFE
类别：41

注册号：12569253
商标名称：金姿茉莉
JINZIMOLI
类别：18
申请人：周乐忠
地址： 湖南省隆回县高坪镇富延村 12
组 59 号
使用商品：仿皮革；钱包(钱夹)；手提包；
背包；旅行包；皮制家具套；伞杆；伞；手
杖；宠物服装

注册号：12869211
商标名称：富香来
类别：30
申请人：甄俊明
使用商品：除香精油外的调味品；除香精
油外的饮料用调味品； 除香精油外的蛋
糕用调味品；制糖果用薄荷；葡萄酒提味
用烤制的天然碎木片；香兰素；除香精油
外的调味品； 除香精油外的饮料用调味
品；食品用香料；食用芳香剂；香草
注册号：12494039
商 标 名 称 ： 霖 希 LINXI
LX 类别：20
申请人：浙江熙宝旅游用
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仁钗 陈宗跃
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汛桥镇利丰村
使用商品：家具；椅子(座椅)；桌子；金属
家具；折叠式躺椅；摇椅；竹编制品(不包
括帽、席、垫)；藤编制品(不包括鞋、帽、
席、垫)；竹木工艺品；玻璃钢工艺品
注册号：10331733
商标名称：月季夫人
类别：25
申请人：太仓市良达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洪良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岳王兴业街
使用商品：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