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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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4430
商标名称：蒲类海 PULEI类别：31
HAI
申请人：巴里坤健坤牧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建光 刘成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
自治县新市路 23 号芒硝矿
使用商品：树木；小麦；谷（谷类）；植物；
供展览用动物；活家禽；活动物；未加工
谷种；动物食品；饲料

注册号：13962219
商标名称：金玉满堂
类别：11
申请人：常州金玉满堂灯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章国民 章旭梁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邹区镇鹤溪路
伊亡辉灯具市场 2F-209 室
使用商品：灯；发光二极管（LED）照明器
具；汽车灯；顶灯；照明用发光管；空气净
化用杀菌灯；照明用提灯；乙炔灯；油灯

注册号：14030735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17
申请人： 赤峰兴远节水材料有
限公司 联系人：吴珊珊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当铺地
满族乡兴隆洼村
使用商品：橡皮圈；农业用塑料膜；农用地
膜；帆布水龙带；非金属软管；纺织材料制
软管；浇水软管；橡胶或塑料制（填充或衬
垫用）包装材料；包装用橡胶袋

注册号：13844113
商标名称：PIPIKIA
类别：35
申请人：大丰市若美服装店
联系人：佘政 张翩
地址：江苏省大丰市开发区南翔路路南(大
丰市东源纺织有限公司内)
使用商品：广告；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
告；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
购买商品或服务)；市场营销；进出口代理

注册号：13124558
注册号：14212061
商标名称：茂鑫刀锯 MAOXIN
商标名称：九号院
类别：7
类别：30
申请人： 东莞市茂鑫刀锯有限
申请人：大庆宾馆
公司
联系人：黄茂
联系人：张志先 吴金权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四横路 56 号三楼
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路 1 使用商品：切草机刀片；锯台（机器部件）；
号
剥皮革机；包装机；刀（机器部件）；刀 片
使用商品：面包干；蛋糕；月饼；饺子；速冻 （机器部件）；龙锯；拉线机；切削工具（包
括机械刀片）；电动螺丝刀
玉米；元宵；豆包；粽子；面条；冰淇淋

注册号：14705686
商标名称：平行
类别：6
申请人：东莞市曙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延飚 延溪汭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向西工业区
使用商品：金属轨道；攀登用鞋底钉；关
门器（非电动）；金属铰链；家具用金属附
件；五金器具；铃；小五金器具；（贮液或
贮气用）金属容器；金属工具盒（空）

注册号：14809929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5
申请人：东莞市万和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秀华 龚晓丽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中兴路
使用商品：市场分析；商业评估；市场研
究；商业信息；进出口代理；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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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市场营销

注册号：14978513
商标名称：压破车
类别：31
申请人：敦化市华力对外经贸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孙志勇 孟芯如
地址： 吉林省敦化市北环路 139 号
使用商品：树木；谷（谷类）；未加工的稻；
自然花；活动物；新鲜水果；新鲜蔬菜；未
加工谷种；动物食品；动物栖息用干草

注册号：14971082
商标名称：卢思各
类别：32
申请人：额尔古纳市风情源餐饮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联系人：孙郢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
市拉布大林哈撒尔路 359 号
使用商品：啤酒；无酒精果汁；水（饮料）；
矿泉水（饮料）；可乐；乳酸饮料（果制品、
非奶）；奶茶（非奶为主）；植物饮料；豆类
饮料；蔬菜汁（饮料）

注册号：14562408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6
申请人：佛山市鹤鸣高贸易有限
公司
联系人：梁永康 王晓娜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高赞工
业区二环路 3 号之五
使用商品：金属排水阱（阀）；金属管道；建
筑用金属盖板；金属楼梯踏板；金属栅栏；
金属护栏；金属格架；金属井盖；公路防撞
用金属护栏

注册号：15032877
商标名称：G 类别：5
申请人：福建古田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永平 黄小平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城东北路 1 号
使用商品：药用扁胶囊；医用生物制剂；药
用化学制剂；减肥茶；酊剂；口服补盐液；
血液制品；医用洗浴制剂；医用药物；医用
药膏；药用胶囊；药酒；生化药品；水剂；医
用佐药；医用化学制剂

注册号：14970858
商标名称：奇英
类别：40
申请人：福建省建阳市奇英彩印包装有限
公司
联系人：王棋 曹小红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市塔下工业园区
白茶布
使用商品：纸张加工；纸张处理；书籍装
订；印刷；胶印；平版印刷；图样印刷；丝网
印刷；照相凹版印刷；分色

注册号：14473509
商 标 名 称 ：CREATORHOME 类别：24
申请人：广东顺德创喜邦盛家居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杨继东 黎诗敏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桂
园大道 1 号 605 室
使用商品：装饰织品；热敷胶粘纤维布；
丝织、交织图画；毡；纺织品毛巾；被子；
狭长桌布；哈达；旗帜；寿衣

注册号：14227636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5
申请人： 广西平果县中兴恒
联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淑薇 黄湖
联系地址： 广西百色平果县新兴路 189
号中兴百货
使用商品：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
示商品；广告宣传；商业管理辅助；特许
经营的商业管理；市场营销；会计

注册号：14895581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6
申请人： 广州市银岭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云开 刘文婷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
318 号 301、302
使用商品：保险；资本投资；金融贷款；艺
术品估价；不动产代理；经纪；担保；募集
慈善基金；受托管理；典当

注册号：14055617
商标名称：招商速建
类别：42
申请人：广州招商速建互联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鲁银刚 胡娟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丛云路 816 号
B507 室
使用商品： 替他人研究和开发新产品；技
术研究；包装设计；建筑学；服装设计；计
算机软件设计；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

注册号：14811506
商标名称： 陈氏诺伊曼
NYMZDM
类别：6
申请人：贵州诺伊曼门业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世贵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珍珠路还房
二期静心庭苑 C2 幢 3-4-2 号
使用商品：金属门；金属固定百叶窗；乘客
登乘用可移动金属梯；室外金属百叶窗；金
属大门；金属建筑物；金属门板；金属窗

注册号：14262960
商标名称：康宝路 KANGBAOLU 类别：28
申请人：汉川市小神龙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九斤 王树清
地址：湖北省汉川市城隍镇工业园区
使用商品：电动游艺车；比例模型套件（玩
具）；由无线电控制的玩具车；玩具车；玩具
汽车；儿童游戏用踏板车（玩具）；国际跳
棋；击剑用武器；棒球手套；圣诞树用小铃

注册号：14977719
商标名称：科莉尔 类别：11
申请人：杭州哲宇塑料机箱有
限公司 联系人：陈建民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顺坝村
使用商品：灯；照明器械及装置；空气净化
装置和机器； 空气或水处理用电离设备；
风扇（空气调节）；空气除臭装置；空气过
滤设备；空气或水处理用电离设备；非个
人用除臭装置；水过滤器；消毒器

注册号：13841514
商标名称：汇达 类别：9
申请人： 河间市汇达线缆有
限公司 联系人：刘森 刘树行
地址： 河北省河间市西诗经村乡东半截
河村
使用商品：光通讯设备；天线；电缆；纤维
光缆；电缆接头套；接线盒（电）；接线柱
（电）；电磁线圈；合金线（保险丝）；光导
纤维(光学纤维)

注册号：14445249
商标名称：游牧时光
类别：30
申请人：红原黄河源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定凤 张显庆
地址：四川省红原县邛溪镇阳嘎中街 16
号
使用商品：茶；蜂蜜；蜂胶；花粉健身膏；
蜂王浆；虫草鸡精；糕点；以谷物为主的
零食小吃；面粉制品；藏红花（佐料）

注册号：14731369
商标名称：DZHAO
类别：2
申请人： 湖北德昭贸易有限
公司 联系人：汪小华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关山路
30 号 3 栋 2 单元 8 层 1 号
使用商品：制革用墨；印刷油墨；油漆；清
漆；木材涂料（油漆）；油漆催干剂；防火
漆；粉刷用白垩灰浆；涂料（油漆）；油漆稀
释剂

注册号：14064301
商标名称：狮冲 SHICHONG
类别：31
申请人： 湖南狮冲农业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谭瑶庆
地址：湖南省湘乡市东郊狮冲村第三组
使用商品：树木；谷（谷类）；植物；活动物；
新鲜水果；新鲜蔬菜；植物种子；饲料；酿
酒麦芽；动物栖息用干草

注册号：14711725
商 标 名 称 ： 闪 牌 SHANPAI
类别：1
申请人：湖州龙港助剂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道杭 高杭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计祥路 188 号
使用商品：发动机燃料化学添加剂；汽油
净化添加剂；防冻剂；引擎脱碳用化学品；
启动液；制动液；刹车液；传动液；运载工
具引擎用冷却剂；液压循环用传动液

注册号：14536237
商标名称：敬福 类别：14
申请人： 济南敬福珠宝首饰
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敬 胡令春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78 号
万豪中心综合楼 2-1505 号
使用商品：银制工艺品；贵重金属艺术品；
翡翠；玛瑙；宝石；珠宝；首饰；玉雕首饰；珠
宝首饰；人造珠宝

注册号：14536236
商标名称：专注提升女性魅力
类别：14
申请人：济南敬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敬 胡令春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78
号万豪中心综合楼 2-1505 号
使用商品：银制工艺品；贵重金属艺术品；
翡翠；首饰；玛瑙；宝石；珠宝；玉雕首饰；
人造珠宝；珠宝首饰

注册号：13696861
商标名称：江净 JIANGJING
类别：37
申请人：江苏江净空调设备有限
公司 联系人：赵吉庆 李生俊
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丁伙镇工业
园区
使用商品：清洁建筑物(外表面)；室内外
油漆；室内装潢；加热设备安装和修理；
燃烧器保养与修理； 办公机器和设备的
安装、保养和维修；空调设备的安装与修
理；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

注册号：14619873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25
申请人：江阴市三菱橡塑
鞋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国明 江国仁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中山
路 230 号
使用商品：耐酸胶鞋；雨鞋；鞋；靴；运动
鞋；胶鞋；胶套鞋；半统靴；塑料鞋；旅游
鞋； 鞋垫

注册号：14777330
商标名称：悦防
类别：6
申请人：靖江市悦达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亚锋 孙建新
地址：江苏省靖江市马桥镇经伦路西 1 号
使用商品：金属桅杆；金属窗；金属门；金属
护栏；金属建筑物；金属大门；铁道防爬器；
金属丝网；保险柜；手铐

注册号：14704029
注册号：13720640
商标名称：禄瑞宝
商标名称： 昆山市巴城
类别：17
镇阳澄湖蟹业协会巴城
申请人：兰州全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阳澄湖
联系人：王艳锟
类别：31
申请人： 昆山市巴城镇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九合镇朱家井
村 136 号
阳澄湖蟹业协会
使用商品：塑料杆；塑料板；塑料条；塑料
联系人：荣伟 任才林
管；非包装用塑料膜；半加工塑料物质；农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阳澄湖度假区
业用塑料膜；防水包装物；橡胶或塑料制
使用商品：蟹(活的)
填充材料；橡胶或塑料制包装材料

注册号：14494641
商标名称：松彬 类别：37
申请人：连云港松彬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邵明松 张克强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义塘北路
使用商品：水下修理；钻井；室内装潢修理；
加热设备安装和修理； 清除电子设备的干
扰；运载工具（车辆）上光服务；飞机保养与
修理；造船；电影放映机的修理和维护；钟
表修理

注册号：12373431
商标名称：新时代 XSD
类别：17
申请人：临沂市新时代包装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志伟
地址：山东省莒南县十字路镇官坊村岚济
路北侧
使用商品：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挡风雨
条材料；硬橡胶铸模；非金属软管；石棉石
板；绝缘织物；橡胶或塑料制（填充或衬垫
用）包装材料；防水包装物；包装用橡胶袋

注册号：14847907
商标名称：牛栏凹山
类别：19
申请人：柳江县黄岭浩隆建材原料场
联系人：曾祥泽 王华明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县拉
堡镇黄岭村牛栏凹山
使用商品：筑路或铺路材料；石灰；石料；
花岗石；建筑用石粉；碎石；大理石；建筑
石料；石制品；建筑用砂石

注册号：14281845
商标名称：SHG 类别：7
申请人：上海舟水电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海平 王登亮
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迎金路 219
号
使用商品：电子工业设备；喷漆机；发电
机传动带；马达和引擎启动器；紧急发电
机；交流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组；发动
机气缸；电刷（发电机部件）

注册号：13887169
商标名称：振成楼
类别：35
申请人：龙岩市佳和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淦平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凤城镇沿河北
路 64-65 号
使用商品：广告；户外广告；广告片制作；
广告设计；广告策划；电视广告；广告代
理；商业信息代理；替他人推销；计算机录
入服务

注册号：14570087
商标名称：闽生
类别：31
申请人：陆丰市果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联系人：林孔生 林圣煌
地址：广东省陆丰市碣石镇核电路果生冷
库
使用商品：新鲜桔；新鲜花生；西瓜；荔枝；
坚果（水果）；新鲜柑橘；新鲜水果；菠萝；
新鲜蔬菜；食用芦荟

注册号：13905882
商标名称：灵九
类别：6
申请人：罗山县灵山金属门窗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传代 徐明伟
地址：河南省罗山县东城工业园区
使用商品：普通金属合金；金属窗；金属窗
框；金属大门；金属门把手；金属门闩；金属
窗栓；门用金属附件；金属门铃（非电动）；
铜焊合金

：

类别：20
申请人：梅州市金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永胜 郑启梅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AD3
使用商品：窗帘环

注册号：14791459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29
申请人：南澳海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章贵雄 黄澍苑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后宅镇龙滨路
78 号 209 房
使用商品：猪肉食品；鱿鱼；鱼（非活）；贝
壳类动物（非活）；蛤（非活）；食用海藻提
取物；水产罐头；海带；紫菜；咸蛋

注册号：14564102
商标名称：倍奇妙
类别：12
申请人：南宁市车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洪波 许丽秋
地址：广西南宁市江南区迎凯路 10 号 1
号综合楼三楼 1-10 号
使用商品：电动运载工具；汽车；陆地车
辆用离合器；陆地车辆连接器；自行车；
架空运输设备；手推车；充气轮胎；空中
运载工具；运载工具防盗设备

注册号：14038014
商 标 名 称 ：JENNIFEIJF
类别：29
申请人：南通利泰健龙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邬敏莉 高玲玲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城港路 387 号
使用商品：肉松；水果罐头；以水果为主
的零食小吃； 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
花生酱；牛奶制品；蔬菜色拉；水果色
拉；食用果冻

注册号：15081939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25
申请人：宁波百变服饰有限
公司
联系人：周幸东 张敏娘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爵溪街道瀛洲
路 241 号
使用商品：服装；童装；婴儿全套衣；鞋；
帽；袜；手套（服装）；围巾；衣服吊带；婚纱

注册号：14126085
商标名称：奇石 类别：9
申请人：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奇石磁性材料厂
联系人：郑红 汪榴红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狮子山(莫高路 100 号)
使用商品：调制解调器；防无线电干扰设
备（电子）；磁线；电容器；磁铁；电磁线圈；
石墨电极；磁性材料和器件；消磁器

注册号：13833316
商标名称：久久广达物流
类别：39
申请人：宁德市广达物流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兴祥 刘夏梅
地址：福建省柘荣县双城镇 615 西路 159
号旁边
使用商品：搬运；货运；货运经纪；商品包
装；运输；海上运输；出租车运输；铁路运
输；汽车运输；空中运输；停车场服务；仓
库贮存；快递服务(信件或商品)

注册号：14342814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6
申请人：宁海县金马铸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维凯 张银燕
地址：浙江省宁海县深圳镇大里村 907 号
使用商品：金属片和金属板；金属套筒（金
属制品）；建筑用金属架；铁路金属材料；
包装或捆扎用金属带；金属垫圈；家具用
金属附件；五金器具；运载工具用金属徽标

注册号：15031774
商 标 名 称 ： 云 翊
YUNGYICK 类别：11
申请人：宁海县翊翔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位成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溪头
村 242 号日尚电器
使用商品：烫发用灯；空气净化用杀菌
灯；照明器械及装置；手电筒；运载工具
用灯；厨房炉灶（烘箱）；空气调节装置；
水管龙头；浴室装置；饮水机

注册号：14619065
商标名称：百鑫
类别：1
申请人：平阳县百鑫皮革
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伟乐 许钦城
地址：浙江省平阳县腾蛟镇凤巢社区溪
头街 24 号
使用商品：工业软化剂；制革用油；鞣革
用油；皮革表面处理用化学制品；使皮
革软化的脱灰碱液；皮革用脱灰剂

注册号：14027326
商标名称：薪火相传
类别：35
申请人：南阳市薪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若松 夏洋洋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健康路南段
使用商品：广告策划；广告材料起草；广告
设计；户外广告；广告片制作；电视广告；
广告代理；广告稿的撰写；广告版面设计；
广告
注册号：14728888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0
申请人： 鄱阳县花子米业有限
公司
联系人：周术才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侯家岗乡集镇
使用商品：谷粉制食品；以谷物为主的零食
小吃；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谷类制品；米；
汤圆粉；米粉（粉状）；生糯粉；西米；谷粉制
食用面团

注册号：15004459
商标名称：润耕佰川
类别：31
申请人：青岛吉奥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淑清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孙受镇聚和路
1号
使用商品：未加工木材；谷（谷类）；植物；
活动物；新鲜水果；新鲜槟榔；新鲜蔬菜；
未加工谷种；动物食品；酿酒麦芽

注册号：11199290
商标名称：欧汉 OH 类别：9
申请人： 厦门市讯宇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联系人：涂秋萍 郭丹彬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斗西路 158 号
22C
使用商品：电源材料（电线、电缆）；电阻材
料；电开关；集成电路；高低压开关管；电
阻器；变压器；蓄电池；电池；电池充电器

注册号：14904227
商标名称：御香御源
类别：31
申请人：仁化县大桥沙田柚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谭官彬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大桥镇长坝村
委会一楼 102 房
使用商品：新鲜的园艺草本植物；活鱼；活
家禽；新鲜柑橘；柚子；新鲜葡萄；枇杷；新
鲜水果；新鲜蔬菜；植物种子

注册号：14812392
商标名称： 任亚电 RENYADIAN 类别：9
申请人： 任丘市亚电电力器
材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海文 李超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使用商品：半导体捕鱼器；电气测量用稳压
器；电源材料（电线、电缆）；电线圈；配电箱
（电）；电开关；集成电路；稳压电源；高低压
开关板；电池充电器

注册号：14560816
商标名称：巧芽春
类别：30
申请人：日照市岚山区巧
芽茶叶技术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祁玉田
地址：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后山
北头村
使用商品： 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叶；
茶；茶饮料；冰茶

注册号：14495765
商标名称： 埃特咖啡
SOMECOFFEEWAFFLEWINE 类别：43
申请人：上海埃特薇尔餐饮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晓波
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 1451 号
1-2 层
使用商品：饭店；餐馆；备办宴席；茶馆；
咖啡馆；餐厅；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
处）；流动饮食供应；酒吧服务；柜台出租

注册号：14991162
商标名称：彼特 PETE
类别：1
申请人：上海彼特化工有限
公司
联系人：吕新河 覃艳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158 号 2218
室
使用商品：无水氨；碳酸盐；科学用镭；纺织
品上光化学品；防微生物剂；硝酸盐纸；聚
丙烯；肥料；鞣酸；工业用粘合剂

注册号：14597400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41
申请人：上海禅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蕴 喻才杰
地 址 ： 上 海 市 闸 北 区 平 型 关 路 138 号
1910、1911 室
使用商品：体育教育；组织体育比赛；体育
设备出租（车辆除外）；体育场设施出租；
俱乐部服务 （娱乐或教育）； 健身指导课
程；体育野营服务；健身俱乐部

注册号：14807966
商标名称：集客隆
类别：39
申请人：上海华民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宓咏 郭洋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829 弄 1 号
2503 室
使用商品：运输；运载工具（车辆）出租；旅
行陪伴；安排游览；旅行座位预订；旅行预
订；旅行社（不包括预订旅馆）；安排游艇
旅行；导游；观光旅游

注册号：14808022
商标名称：集客隆
类别：43
申请人：上海华民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宓咏 郭洋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829 弄 1 号
2503 室
使用商品：预订临时住所；饭店；餐厅；住
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临时住宿处
出租；寄宿处预订；旅馆预订；假日野营住
宿服务；旅游房屋出租；提供野营场地设施

注册号：14979544
商标名称：迈可先生
类别：37
申请人：上海迈可服饰洗涤护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恭樑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1340 弄
172 支弄 14 号 5 号楼一层 103 室
使用商品：洗烫衣服；服装翻新；修补衣
服；皮革保养、清洁和修补；清洗衣服；清
洗亚麻制品；干洗；熨衣服；服装织补；皮
毛保养、清洁和修补

注册号：14979486
商 标 名 称 ：MR类别：37
MICHAEL
申请人： 上海迈可服饰洗涤护理有限公
司
联系人：刘恭樑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1340 弄
172 支弄 14 号 5 号楼一层 103 室
使用商品：干洗；熨衣服；服装织补；洗烫
衣服；清洗亚麻制品；修补衣服；皮革保
养、清洁和修补；皮毛保养、清洁和修补；
清洗衣服；服装翻新

注册号：14979473
商标名称： 迈可先生
MRMICHAEL
类别：42
申请人： 上海迈可服饰洗涤护理有限公
司
联系人：刘恭樑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1340 弄
172 支弄 14 号 5 号楼一层 103 室
使用商品：质量控制；替他人研究和开发
新产品； 节能领域的咨询； 技术项目研
究；化学研究；纺织品测试；材料测试

注册号：14477408
商标名称：MENRAHILLS
类别：25
申请人：上海晟蕴纺织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晟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1398 号 621 室
使用商品：马甲；呢绒夹克（服装）；皮制服
装；羽绒服装；童装；亚麻布服装；衬衣；针
织服装；裤子；服装

注册号：14845769
商标名称： 竹歌板材
CHOIGRE
类别：19
申请人：上海竹歌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昌贵 黄益涛
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光明工农村
468 号
使用商品：纤维板；胶合板；木材；木地板；
贴面板；树脂复合板；镁铝曲板；石膏板；
水泥板；非金属耐火建筑材料

注册号：14473779 商 标
名称： 巧小鸭 CLEVERDUCK 类别：9
申请人：深圳康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利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梅观高速东
侧中裕冠产业园 A3 栋 501-510
使用商品： 便携式计算机；USB 闪存盘；无
线电设备；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电测量仪
器；电源材料（电线、电缆）；低压电源；太
阳能电池；电池充电器；电池

注册号：14493695
商标名称： 千羽手游 THOU类别：42
SANDWINGS
申请人：深圳市千羽手游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钱宇飞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人民
南路 3012 号天安国际大厦 C 座 901
使用商品：计算机编程；计算机程序复制；
计算机软件出租、更新；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计算机硬件设计和开发咨询

注册号：14772411
商标名称：RJ
类别：35
申请人：深圳市锐钧实业有限
公司 联系人：曾宝光 陈宝喻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中心
路锐钧大厦 23A(办公场所〕
使用商品：广告；商业信息；商业管理顾
问；市场营销；商业企业迁移；办公机器和设
备出租；自动售货机出租；药用、兽医用、
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零售或批发服务

注册号：14292133
商标名称：尚如
类别：41
申请人：深圳市尚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楚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梧桐山赤水
洞村 31 号二层
使用商品：幼儿园；教育；组织表演；组
织文化或教育展览； 音乐主持服务；提
供高尔夫球设施；健身俱乐部；管弦乐
团；演出用布景出租；演出

注册号：15010691
注册号：14715294
商标名称：煦益堂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9
类别：30
申请人：深圳市昭亿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 深圳市煦益堂贸 联系人：彭楚新 彭小姐
易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李朗大道甘李科技园
联系人：赵煦杨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石厦 深港中海信科技园厂房第三栋第三层 304
使用商品：全球定位系统（GPS）设备；电话
西村 172-2 号
使用商品：可可；咖啡；茶；冰茶；茶饮 机；无线电设备；遥控信号用电动装置；电
料；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叶；蜂蜜；蜂 子监控装置；工业遥控操作用电气设备；报
王浆；谷类制品；谷粉制食品
警器；防盗报警器；火警报警器

注册号：14304672
商标名称：玉虹泉 类别：33
申请人：石阡县中坝镇玉虹泉酒厂（微型
企业）
联系人：祝樱
联系地址：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中坝镇玉
虹泉酒厂
使用商品：酸酒（低等葡萄酒）；酒精饮料
（啤酒除外）； 含水果酒精饮料； 米酒；烧
酒；青稞酒；清酒；黄酒；樱桃酒；葡萄酒

注册号：14304736
商标名称：玉虹泉 类别：35
申请人：石阡县中坝镇玉虹泉酒厂（微型
企业） 联系人：祝樱
联系地址：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中坝镇玉
虹泉酒厂
使用商品：户外广告；组织技术展览；商业
管理咨询；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进出口
代理；市场营销；人员招收；对购买定单进
行行政处理；商业审计；寻找赞助

注册号：15083977
商标名称：斯立嘉
类别：6
申请人：四川嘉威门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苟嘉伟 杜永德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上游工业园区
思源路
使用商品：金属片和金属板；金属阀门（非
机器零件）；金属窗；金属门框；金属大门；
金属螺丝；家具用金属附件；小五金器具；
包用金属锁；金属标志牌

注册号：13749978
商标名称：崃韵
类别：33
申请人：四川省成都市云天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明松 肖涛
地址：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文笔山村 6 组
使用商品：果酒(含酒精)；鸡尾酒；酒精饮
料(啤酒除外)；开胃酒；葡萄酒；烧酒；蒸馏
饮料；烈酒(饮料)；蜂蜜酒；食用酒精

注册号：13749969
商标名称：云天
类别：33
申请人： 四川省成都市云天酒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杨明松 肖涛
地址： 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文笔山村 6
组
使用商品：果酒(含酒精)；鸡尾酒；酒精饮
料(啤酒除外)；开胃酒；葡萄酒；烧酒；蒸
馏饮料；烈酒(饮料)；蜂蜜酒；食用酒精

注册号：14467109
商标名称：灞波儿奔
类别：41
申请人：苏州大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旷攀峰 盛美芳
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林泉街 399
号南工院 510 室
使用商品：教育；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非
下载）；文字出版（广告宣传材料除外）；书
籍出版；微缩摄影；娱乐信息；电视文娱节
目；除广告片外的影片制作；电影放映

注册号：14467110
商标名称：灞波儿奔 B
类别：42
申请人：苏州大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旷攀峰 盛美芳
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林泉街 399
号南工院 510 室
使用商品：技术研究；计算机软件维护；计
算机软件安装；计算机系统设计；托管计
算机站（网站）；计算机软件更新；提供互
联网搜索引擎；计算机程序复制

注册号：4104965
商 标 名 称 ： 密 浪 儿 MILANGER 类别：25
申请人：苏州锦兴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永娟 龚瑞兴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永乐工业开发区
联系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荣文路 8
号锦兴服饰有限公司
使用商品：服装；针织服装；衬衣；羽绒服
装；童装；皮制服装；绒衣；运动衫；轻便大
衣；头带(服装)

注册号：13831153
商标名称：味庄
类别：43
申请人：苏州市和谐号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晨咏 马岳平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山路
27 幢 1 号
使用商品：茶馆；饭店；寄宿处；咖啡馆；自
助餐厅；快餐馆；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
汽车旅馆；旅游房屋出租；养老院

注册号：14754163
商标名称：鲁霞 L 类别：7
申请人：泰安鲁霞贸易有限公
司
联系人：梁霞
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长城路 3 号圣地国
际公寓 A 座 A402 室
使用商品：汽车水泵；汽车发动机用机油
泵；液压泵；离心泵；汽车发动机用汽油
泵；液压阀；泵（机器、引擎或马达部件）；
泵（机器）；汽车油泵；泵膜片

注册号：14591658
注册号：14887368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 尖古茶
类别：35
JIANGU
申请人：吴玺名 WU. SHI-MIN
类别：30
联系人：吴晨辉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黄埔雅苑二期
申请人： 新昌县尖古
二栋 11-D
茶叶专业合作社
使用商品：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无线电
联系人：周柏春
商业广告；通过邮购定单进行的广告宣传；
广告宣传；市场分析；商业信息；商业管理顾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镜岭镇建国村
问；市场营销；计算机数据库 信息系统化
使用商品：茶；茶饮料

注册号：14847630
商 标 名 称 ： 联 合 康 圣 LIANHEKANGSHENG 类别：43
申请人： 延安市康圣餐饮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联系人：王联合
地址：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百米大道延
安小学
使用商品：咖啡馆；自助餐厅；餐厅；饭
店；茶馆；酒吧服务；提供野营场地设施；
养老院；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
皿；烹饪设备出租

注册号：14582893
商标：弘钰健
类别：33
申请人：宋国成
联系人：宋国成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桥口区解放大道 66
号融侨锦城 24 栋 2 单元 1801 号
使用商品：开胃酒；葡萄酒；白兰地；米
酒；果酒（含酒精）；含水果酒精饮料；酒
精饮料原汁；白酒；食用酒精；蜂蜜酒

注册号：14467108
商标名称：灞波儿奔
类别：9
申请人：苏州大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旷攀峰 盛美芳
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林泉街 399
号南工院 510 室
使用商品：视频游戏卡；计算机程序（可下
载软件）；电子出版物（可下载）；可下载的
手机铃音；计算机软件（已录制）；可下载
的影像文件；视频游戏机用内存卡

注册号：14635621
注册号：14245606
商标名称：畅旸谷
商标名称：海纳德
类别：1
类别：11
申请人： 天津市畅旸谷塑料科技发展有 申请人：天津市海纳德散热器有限公司
限公司
联系人：李克佳
联系人：陈淑亭 吴健红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北淮淀乡潮白河大堤上
地址：天津市津南经济开发区(东区)聚英 使用商品：管道（卫生设备部件）；散热器
路 1 号 107-15
（供暖）；水暖装置用管子气门；水暖装置用
使用商品：纺织品上浆和修整制剂；纺织 管子接头；中央供暖装置用散热器；进水装
品上光化学品；上浆料（化学制剂）；墙纸 置；暖气片；水供暖装置；供暖装置；太阳能
清除剂；增塑溶胶；墙纸用粘合剂
热水器

注册号：14522343

注册号：14595514
商标名称：洗悦
类别：24
类别：31
申请人：温州市龙兴百货有限公司
申请人：天台县城南生态果园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方义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西山
联系人：许委正
西路 528 号(第 3 层)
地址：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建明村
使用商品：织物；金属棉（太空棉）；纺织品
使用商品：植物；新鲜花生；枇杷；西瓜；杨 制壁挂；毡；纺织品毛巾；床上用覆盖物；
家具遮盖物；桌布（非纸制）；门帘；旗（非
梅；新鲜水果；新鲜葡萄；桃；梨；新鲜蔬菜 纸制）
商标名称：浙天南

注

册

号

12771142
商标名称：金滨

注册号：14371966
商标名称：业之峰
类别：9
申请人：业之峰模型设计（天津）有限公
司 联系人：喻赞飚 袁苹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
发展六道 6 号海泰绿色产 业 基 地 I 座
512 室 -1
使用商品： 计算机； 视频游戏机用内存
卡；智能手机；光盘（音像）；全息图；已曝
光的电影胶片；透明软片（照相）；幻灯片
（照相）；动画片；曝光胶卷

注册号：13802613
商标名称：弓月 GONGYUE
类别：3
申请人：伊宁县托乎拉苏旅游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西安 冯强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迎宾路 35
号伊宁宾馆院内
使用商品：香精油；熏香制剂(香料)；香料；
香皂；清洁制剂；化妆品；干花瓣与香料混
合物(香料)；香水；上光剂；研磨材料

注册号：13802564
商标名称：弓月 GONGYUE
类别：37
申请人：伊宁县托乎拉苏旅游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西安 冯强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迎宾路 35
号伊宁宾馆院内
使用商品：建筑；商品房建造；建筑施工监
督；采矿；室内装潢修理；加热设备安装和
修理；车辆服务站(加油和保养)；喷涂服务；
电梯安装和修理；电器的安装和修理

注册号：14657850
商标名称：JD SHELF
类别：6
申请人：无锡晶鼎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佳春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五
星工业园
使用商品：金属支架；金属板桩；金属管
道；金属楼梯；金属脚手架；金属建筑材
料；钢带；金属环；金属合页；五金器具

注册号：15017340
商标名称：戈淘
类别：11
申请人：阳东县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峰 李晓航
地址：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园
裕东一路
使用商品：灯；电热水壶；水冷却装置；通
风罩；电吹风；水加热器；自动浇水装置；
浴室装置；卫生将用消毒剂分配器

注册号：14895198
商标名称：CM
类别：35
申请人： 深圳市长名贸易有限
公司 联系人：李云香 严延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鸿昌
广场 1905 室
使用商品：外购服务（商业辅助）；成本价
格分析；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公共关系；
价格比较服务；市场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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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电话市场营销

注册号：14700386
商标名称：边做边学 LEARNINGBYDOINGBCBB
类别：28
申请人：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兵 金锦秀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6 楼
使用商品：游戏器具；积木（玩具）；室内
游戏玩具；玩具；玩具娃娃；智能玩具；拼
图玩具；比例模型套件（玩具）；棋盘游戏
器具；棋

注册号：14700346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41
申请人：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兵 金锦秀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6 楼
使用商品：教育；教学；教育考核；幼儿
园；家教服务；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安
排和组织培训班；出借书籍的图书馆

注册号：14977786
商标名称：鑫中立
类别：6
申请人：长垣县中立铝塑门窗厂
联系人：郭百顺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蒲北区博爱路
北段路东
使用商品： 未加工或半加工普通金属；金
属阀门（非机器零件）；金属大门；金属窗；
金属门板；金属门；金属百叶窗；建筑用金
属附件；门用金属附件；弹簧（金属制品）

注册号：14798139
商标名称：茶偈 类别：30
申请人：中山博雅艺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国儒 方丽婷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兴中道 6 号假
日广场南塔楼 2、3 楼
使用商品：可可；咖啡饮料；茶饮料；茶；糖
果；巧克力；蛋糕；比萨饼；冰淇淋；水果酱
汁（调味料）

注册号：12852887
商 标 名 称 ：HUPO,
HU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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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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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2572
注册号：14578418
商标名称：朋辰
类别：20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申请人：重庆朋辰商贸有限公司
类别：29
联系人：本会 任欣
申请人： 重庆琥珀茶油有限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城大道
公司
249 号 A 幢 8 层 4 号
联系人：王礼生 刘承娟 杨小青
地址：重庆市酉阳县板溪轻工业园区一期 使用商品：家具；非金属容器（存储和运输
用）；电缆、电线塑料槽；相框；竹编 制品
厂房二号楼
使用商品：食用骨油；食用橄榄油；食用 （不包括帽、席、垫）；漆器工艺品；展示板；
家具用非金属附件；软垫；室内百叶窗帘
油；食用油脂；食用菜油；食用葵花籽油

注册号：15018798
商标名称：韵天威 类别：11
申请人：广西韵天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飞艳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科园大道
68 号南 宁 高 新 区 软 件 园 二 期 16 号 楼
309 号房
使用商品：照明器械及装置；冷却设备和
装置；水加热器（装置）；热泵；供水设备；
供暖装置； 太阳能集热器； 太阳能热水
器；太阳能收集器；饮水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