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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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2184
商标名称：坤华 KUNHUA
类别：6
申请人： 安平县坤华五金丝网制品有限
公司
联系人：邱峰峰 张俊宏
地址：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王各庄工业
区（为民街北）
使用商品：普通金属合金；金属套筒(金属
制品)；铁路金属材料；金属绳索；金属丝
网；缆绳用金属接线螺钉；普通金属扣(五
金器具)；五金器具；金属标志牌；金属焊
丝
注册号：14727657
商标名称：傲瑞家纺 类别：22
申请人：德令哈傲瑞绒毛加工
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徐海平
地址：青海省德令哈市怀头他拉镇,原民
族小学(现怀头他拉镇中学对面)
使用商品：绳索；网；帐篷；装潢填充用羊
毛；羊毛；精梳羊毛；丝棉；纤维纺织原
料；羊毛絮；驼毛

注册号：14381300
商标名称：白云生富
类别：29
申请人：安庆市丰乐农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晓鹏 胡丽娟
地址：安徽省安庆市集贤北路 488 号安庆
农资大市场内
使用商品：板鸭；蔬菜罐头；土豆片；干蔬
菜；蛋；豆奶粉；食用菜子油；玉米油；豆腐
制品；豆腐

注册号：13910148
注册号：14184719
商标名称：万鼎 类别：19
商标名称：迪雍 DIYONG
申请人： 宿迁万鼎新型墙体
类别：31
材料有限公司
申请人、联系人：白占霞
公司名称： 招远市霞儒果业技术专业合作 联系人：刘威 任雪玲
地址：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香江路南侧
社
地址：山东省招远市蚕庄镇前孙家村 15 号 使用商品：建筑石料；石膏；水泥；混凝土
使用商品：树木；小麦；谷(谷类)；玉米；植 建筑构件；建筑用嵌砖；非金属墙砖；非金
物；活动物；鲜水果；新鲜蔬菜；植物种子； 属耐火建筑材料； 墙用非金属衬料 （建
筑）；建筑玻璃；石、混凝土或大理石像
动物食品

注册号：14727795
商标名称：傲瑞家纺 类别：23
申请人：德令哈傲瑞绒毛加工有
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徐海平
地址：青海省德令哈市怀头他拉镇,原民族
小学(现怀头他拉镇中学对面)
使用商品：纺织线和纱；毛线和粗纺毛纱；
精纺羊毛；精纺棉；厂丝；纺织线和纱；棉
线和棉纱；线；人造毛线；绒线

注册号：14727773
商标名称：傲瑞家纺 类别：24
申请人：德令哈傲瑞绒毛加工有
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徐海平
地址：青海省德令哈市怀头他拉镇,原民族
小学(现怀头他拉镇中学对面)
使用商品：织物；棉织品；纺织品制壁挂；
毡；纺织品毛巾；被子；床上用覆盖物；棉
毯；毛毯；家具遮盖物

注册号：14854645
商标名称：为清 WEIQING
类别：33
申请人： 都匀市清园林开发
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为清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
匀市制革厂地段门面 58 号底层
使用商品：米酒；黄酒；酒精饮料（啤酒除
外）；烈酒（饮料）；果酒（含酒精）；白酒；
葡萄酒； 含水果酒精饮料； 蒸煮提取物
（利口酒和烈酒）；酒精饮料原汁

注册号：12575617
商标名称：鑫磊景碧石 XINLEI
类别：19
申请人： 福建鑫磊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爱民 廖少兵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上海街道白马
中路 15 号山海花园 5 号楼 604 单元
使用商品：木材；黏土；水泥；非金属砖瓦；
非金属耐火建筑材料；非金属窗；非金属
门；非金属建筑物；建筑玻璃

注册号：12866056 商 标
名称：格调女装清新小欧
类别：25
美风 KIKOT
申请人：杭州欧鹏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童玲 徐轶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瑞晶国际商
务中心 1505 室
使用商品：婴儿全套衣；服装；体操服；足
球鞋；鞋(脚上的穿着物)；帽子(头戴)；袜；
手套(服装)；领带；腰带

注册号：14444056
商标名称：微笑兰卡
类别：39
申请人：杭州招商国际旅游公司
联系人：房润江 俞志强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建国
北路 3 号 601 室(自编 603 室)
使用商品：货物递送 ； 汽 车 运 输 ； 空 中 运
输 ； 汽 车 出 租 ； 贮 藏 ； 包 裹 投递；导游；
旅行社（不包括预订旅馆）；旅行预订；观
光旅游

注册号：14139751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20

注册号：14842142 类别：1
商标名称： 狮奥汽车养护品
SHIAOMAINTENANCEPRODUCTSS
申请人：东莞市车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兵 胡春丽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袁屋边车站北路恒正
大厦 5 楼 H 室
使用商品： 促进金属合金形成用化学制
剂；汽车燃料化学添加剂；发动机燃料化
学添加剂；制颜料用化学品；气体净化剂

注册号：14808827

注册号：14763360
商标名称：ZGHN 类别：7
申请人：常州恒耐轴承厂
联系人：杨德弟
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华家村
委许家村 56 号
使用商品：农业机械；织布机卷线轴；化学
工业用电动机械；金属加工机械；精加工机
器；车辆轴承；滚珠轴承；自动加油轴承

注册号：14650639
商标名称：大地之家 类别：43
申请人：陈建云
公司名称： 连江县凤城镇大地
之家中式快餐店
联系人：陈建云
地址：福建省连江县凤城镇凤园路 160-1 号
使用商品：餐厅；饭店；餐馆；流动饮食供
应；提供野营场地设施；养老院；日间托儿
所；为动物提供食宿；饮水机出租；烹饪设
备出租

注册号：13642572
商标名称：陈盛
类别：6
申请人、联系人：陈静云
公司名称：南宁市苏仕佳五金店
地址：广西南宁市北际路 26-2 号
使用商品：钉子；非电动开门器；家具用
金属附件；家用金属滑轨；门弹簧(非电
动)；门用金属附件；五金器具；金属锁(非
电)；金属铰链；金属合页

注册号：13140940
注册号：14845556
注册号：14976593
商标名称： 德臻电机
商标名称：为清 类别：18
商标名称：为清
申请人： 都匀市清园林开发有
DEZENMOTOR
类别：7
类别：14；25
限公司
联系人：梁为清
申请人：东莞市德臻电机有限公司
申请人： 都匀市清园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
联系人：屈志兵 祝静
林开发有限公司
匀市制革厂地段门面 58 号底层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大莲塘社区大
使用商品： 半加工或未加工皮革； 钱包
联系人：梁为清
莲塘工业区
（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 钱夹）；卡片盒（皮夹子）；包装用皮革封
使用商品：马达和引擎启动器；发电机；非
套；旅行用具（皮件）；皮制系带；皮箱或
陆地车辆用马达；机器、引擎或马达用机 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制革厂地段门面 皮纸板箱；家具用皮装饰；支票夹（皮革
械控制装置；电焊设备；真空吸尘器；洗衣机 58 号底层
制）；皮制帽盒

注册号：14304222
商标名称：玉泉 YUQUAN
类别：1
类别：30
申请人： 巩义市玉泉水处理材
申请人：富阳市甘坎茶叶专业合作社
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德安
地址：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曹柏坡村
联系人：徐国军
使用商品：碱土金属；碳酸氢钠；氧化铀；絮
地址：浙江省富阳市新登镇马弓村甘坎
凝剂；活性炭；过滤材料（化学制剂）；过滤
使用商品：咖啡；可可饮料；茶；茶饮料；冰 用碳； 植物用微量元素制剂； 低温实验制
茶；甜食（糖果）；蜂蜜；蜂胶
剂；过滤材料（未加工塑料）
注册号：13767302
注册号：13173119
商标名称： 珩星 PEACE商标名称：甜甜部落
类别：9
FULV
类别：25
申请人：珩星电子（连云港）有限公司
申请人、联系人：胡海帆
联系人：卢金锋 朱炳南
公司名称：温州海帆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经济技术开 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广化路金泰辅料
发区宋跳高新区昌兴路北侧
新区三六九皮毛三楼
使用商品：雷达设备；声纳装置；卫星导航 使用商品：服装；童装；；婴儿全套衣；游泳
仪器；运载工具用无线电设备；运载工具 衣；鞋(脚上的穿着物)；帽；袜；手套(服装)；
围巾；皮带(服饰用)
用导航仪器（随载计算机）；电子芯片

注册号：14724070
商标名称：筑苗香
类别：29
申请人：贵州祥和泰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强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合群路龙泉大
厦6幢9层A号
使用商品：肉；香肠；猪肉食品；家禽（非
活）；腌腊肉；盐腌肉；熏肉；鱼制食品；鱼
（非活）；腌制鱼

注册号：14656389
商标名称：果香蔬味
类别：1；31
申请人：海口绿野农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奎
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顺发新村 28 幢 301
房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瑞路 31 号南
海绿洲 1 栋 1002 房

申请人：韩文英
公司名称：历城区丰裕舜园养殖场
联系人：韩文英 卢卫国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筐市街 1 号
1 号楼 3 单元 602 号
使用商品：蛋；咸蛋；鹌鹑蛋；蛋黄；蛋清

注册号：13363674
商标名称：大姐大 DAJIEDA
类别：24
申请人、联系人：胡华平
公司名称：台州市路桥区蓝海服装厂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前山头
村 76 号
使用商品：布；纺织织物；纺织品餐巾；纺织
品毛巾；纺织品洗脸巾；浴巾；卸妆布巾；床
上用覆盖物；毛巾被；家具遮盖物

注册号：13658527
商标名称：金驰 JINCHI
类别：12
申请人： 湖北金驰机器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杨太平 朱文君
地址：湖北省石首市江北工业园（新厂镇
建设路）
使用商品：陆地车辆推进装置；拖拉机；小
型机动车；运载工具用刹车垫；运载工具
用履带(拖拉机型)；气泵(运载工具附件)

注册号：15062811
商标名称：GY
类别：7
申请人：湖州南浔固源电梯部
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高峰 陈新宇
联系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江蒋漾
外环西路 2 号
使用商品：电梯（升降机）；起重机；升降
设备；自动扶梯；升降装置；起重机（提升
装置）；自动人行道；带升降设备的立体
车库；电梯操作装置；升降机操作装置；
升降机（运送滑雪者上坡的装置除外）

商标名称：甘茗香

注册号：14266886
商标名称：山坳坳
类别：29

注册号：14745228
商标名称：VANTOWNVV
类别：11
申请人：黄福花
申请人：嘉兴万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福花建材经销部
联系人：万培和
联系人：黄福花
地址：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现代装饰材 联系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正原
路 228 号
料大市场（福花建材经销部）
使用商品：碗柜；餐具柜；家具；有抽屉的 使用商品：安全灯；路灯；汽车转向指示器
橱；桌子；盥洗台(家具)；餐具架；板凳；茶 用灯；汽车灯；舞台灯具；运载工具用灯；日
几；镜子(玻璃镜)
光灯管；发光二极管（LED）照明器具

注册号：15065206
商标名称：田园
类别：7
申请人：建平县园田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志军 腾继东
地址：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万寿镇京沈路
一段 96-1 号
使用商品：冲洗机；炉渣筛（机器）；拖运设
备（矿井用）；矿砂处理机械；浮选机；磁选
机；洗矿机；矿山杂物排除机；地质勘探设备

注册号：14723366
商标名称：衡美 HMEI
类别：28
申请人：江西昌衡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车娟 郭宏宾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金山口第三工
业园区
使用商品：转椅；游戏机控制器；体育活动
用球；羽毛球拍；锻炼身体器械；健美器；
双杠；杠铃；护胫（体育用品）；钓鱼用具

注册号：14601420
商标名称：自在果儿大自然
的 悦 乐 UNRESTRAINE类别：31
DREALLY
申请人：北京自在果儿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威 孔海明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银河南街 2 号院 2
号楼 15 层 1820
使用商品：新鲜土豆；鲜豆；南瓜；鲜食用
菌；青蒜；甜菜；食用植物根；新鲜蘑菇；新
鲜黄瓜；新鲜蔬菜

注册号：14724010
商标名称：河晨 HECHEN
类别：29
申请人：金昌市昌盛商贸有
限公司
联系人：赵玲 陈琳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公园路 36-17 号
使用商品：水果蜜饯；干枣；腌制蔬菜；干
蔬菜；食用油；加工过的瓜子；加工过的坚
果；熟制豆；木耳；干食用菌

注册号：13738473
商标名称：柏明 BM
类别：31
申请人：景洪柏明养殖有
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陈柏明 刘冰
地址：云南省景洪市大渡岗乡结基林村
使用商品：活动物；活家禽；柑橘；坚果
(水果)；杨梅；动物食品；牲畜强壮饲料；
树木；自然花；蘑菇繁殖菌

注册号：14627221
商标名称：鑫圣洁
类别：44
申请人：廊坊市广阳区新开路圣洁口腔门
诊部
联系人：柯国金 吴黎新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开路 197 号
使用商品：医疗诊所服务；医院；保健；理
疗；牙齿正畸服务；医疗护理；医药咨询；
整形外科；治疗服务；牙科

注册号：14627220
商标名称：圣洁艺家
类别：44
申请人：廊坊市广阳区新开路圣洁口腔门
诊部
联系人：柯国金 吴黎新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开路 197 号
使用商品：医疗诊所服务；医院；保健；医
疗护理；牙齿正畸服务；整形外科；治疗服
务；理疗；牙科；医药咨询

注册号：14667038
注册号：15059354
商标名称：金银来 类别：20
商标名称：佛罗白沙河
申请人、联系人：李新民
谷
类别：41
公司名称：东阳市吴宁雕花王木
申请人：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白沙河谷
雕装饰厂
本土文化园 联系人：袁金华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迎
联系地址：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
晖路三排 28 号
白沙河谷本土文化园
使用商品：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安排和组 使用商品：陈列柜（家具）；衣服罩（衣柜）；
织学术讨论会；现场表演；广播和电视节目 书桌；桌子；摇椅；家具；有抽屉的橱；木制
制作；假日野营娱乐服务；提供娱乐设施
或塑料制箱；竹木工艺品；家具门

注册号：14251491
商标名称： 福山
FUSHANWOOD
类别：19
申请人：辽宁福山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正忠 冯全宇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庞河产业区
使用商品：木材；建筑用木材；胶合板；贴
面板；镶饰表面的薄板；木屑板；石膏板；
非金属门；非金属地板；非金属建筑材料

注册号：14395797
商标名称：三凯
类别：7
申请人、联系人：林凯迪
公司名称： 安溪县龙门三凯茶叶机械配
件加工点
地址：福建省安溪县龙门镇光孝村鼎寮 7 号
使用商品：压茶砖机；制茶机械；烘干机
(制茶工业用)；斜锅机(制茶工业用)；萎凋
机(制茶工业用)；揉捻机(制茶工业用)；解
块机(制茶工业用)；杀青机(制茶工业用)

注册号：14972732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29
申请人：刘庆珍
公司名称： 广州市绿之源农产
品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龟岗大马
路江岭东街 4 号 208
使用商品：肉片；家禽（非活）；鱼（非活）；
腌制蔬菜；脱水菜；蛋；牛奶；食用油脂；干
食用菌；豆腐
注册号：14686693
商标名称：黎哆翠
类别：31
申请人：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
后林畈果蔬种植家庭农场
联系人：刘光琼 周富浩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黎山后
村后林畈
使用商品：未加工的稻；活家禽；活动物；
梨；桃；新鲜水果；新鲜蔬菜；动物食品

注册号：13946161
商标名称：胜牌
类别：28
申请人：六安市环宇羽毛工艺制品厂
联系人：赵本友
联系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福安区固镇 108
号
使用商品：玩具；羽毛球拍；体育活动用球；
球拍；羽毛球；球网；球及球拍专用袋；锻炼
身体器械；彩弹（彩弹枪用弹药）
（体育器具）

注册号：13612691
商标名称：红宝鱼
类别：29
申请人：龙恒（福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地址： 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渔溪村渔溪工
业村
使用商品：鱼制食品；贝壳类动物(非活)；金
枪鱼；食用海藻提取物；虾(非活)；水产罐
头；加工过的坚果；鱼片；鱼子酱；鱿鱼

注册号：14127740
商标名称：灵辉
类别：9
申请人：娄底市光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言萍 李睿智
地址：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万宝新区大石
山路 1 号
使用商品：计算机外围设备；信号灯；无线
电设备；逆变器（电）；控制板（电）；高低压
开关板；电容器；照明设备用镇流器；报警
器；太阳能电池

注注册号：14418883
商标名称： 杰森常知
暖
类别：11 申请人：闵冬杰
公司名称：大庆市龙凤区润东方散热器厂
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兴化大街
6-42 号 4 门 101 室
使用商品：散热器（供暖）；暖气片；水暖装
置用管子四通； 水暖装置用管子三通；卫
生设备用水管；水暖装置用管子箍；水暖
装置用管子补心；中央供暖装置用散热器

注册号：14757750
商标名称：米话
类别：9
申请人：南京易米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联系人：周立 樊芳芳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将
军大道 37 号 1 幢(江宁开发区)
使用商品：计算机；监视程序（计算机程
序）；计算机软件（已录制）；已录制的计
算机操作程序；计算机游戏软件；计算
机存储装置；计算机外围设备

注册号：15012161
商标名称：JALLSUN
类别：7
申请人：宁波市镇海嘉鑫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伟红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浦
路 1788 号
使用商品：起重葫芦；金属加工机械；攻丝
机；机床用夹持装置；自动操作机（机械
手）；精加工机器；机床；钻床；磨床

注册号：15012177
商标名称：JALLSUN
类别：12
申请人：宁波市镇海嘉鑫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伟红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浦
路 1788 号
使用商品：汽车用点烟器；汽车刹车片；陆
地车辆传动轴；汽车减震器；运载工具用喇
叭；风挡刮水器；运载工具用悬挂弹簧

注册号：13991879
商标名称：ZXJKGL
类别：31
申请人： 宁波中旭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勇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 1558
号 6 楼 6001 室
使用商品：树木；谷（谷类）；植物；活动物；
坚果（水果）；新鲜蔬菜；谷种；动物食品；
酿酒麦芽；动物栖息用干草

注册号：13683435
商标名称：尧峰
类别：31
申请人：平顶山市源泉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朝峰 贾京成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振兴路南段
（沙河桥北）
使用商品：未加工树皮；豆(未加工的)；活家
禽；活动物；新鲜蘑菇；新鲜块菌；新鲜蔬
菜；食用葫芦科蔬菜

注册号：12750567
商标名称：SUKER
类别：7
申请人： 凭祥市鑫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联系人：吕永强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弄怀边贸
点澳南 52 号
使用商品：切割机；钻头(机器部件)；非手
动的手持工具；角向磨光机；切削工具(包
括机械刀片)；木材加工机；电锤；电焊机

注册号：12336987
商标名称：秦毅源
类别：6
申请人：秦志强
公司名称：兰州润源物资有限
申请人：乔利明
公司
联系人：秦志强
公司名称：无锡市利健纸质餐具厂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中路 1126
联系人：乔利明
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华东 号 502 室
使用商品：钉子；五金器具；金属工具柄；钢
村高岸头 44 号
使用商品：纸；木纹纸；纸制杯盘垫；纸制 箍；建筑或家具用镍银附件；机器传动带用
餐桌用布；纸桌布；纸巾；卫生纸；牛皮 金属扣；锚；家具用金属附件；销(五金件)；
纸；纸板盒或纸盒；学校用品(文具)
未加工或半加工普通金属

注册号：14237371
商标名称：艺博
类别：9
申请人：青岛艺博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逢淑民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里岔镇黄家岭
村 354 号
使用商品：计数器；衡器；信号灯；无线电
设备；录音装置；放大设备（摄影）；臭氧发
生器；聚光器；纤维光缆；印刷电路

注册号：14860741
商标名称：苏奇 SUQI
类别：7
申请人： 汝州市苏奇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联系人：田现伟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临汝镇西营
村
使用商品：农业机械；制药加工工业机器；
搅拌机；粉碎机；粉刷机；打浆机；混凝土搅
拌机（机器）；挖掘机；升降设备；压缩机（机
器）

注册号：13684740
注册号：14783004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赵山渡牌
类别：7
类别：31
申请人： 瑞安市赵山渡水 申请人：山东安卓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庞景方 宋延云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 59
联系人：阙瑞典
号 605 室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高楼镇上村村
使用商品：磨光玻璃抛光机；金属加工机
使用商品：玉米；豆(未加工的)；活家禽；甲 械；冲床（工业用机器）；金属加工机械；钻
壳动物(活的)；虾(活的)；活动物；贝壳类动 床；金属加工机械；机床；铣床；镗床；磨
床；刨床；铆接机
物(活的)；活鱼；新鲜水果；新鲜蔬菜

注册号：14782965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7
申请人：山东安卓数控科
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庞景方 宋延云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 59
号 605 室
使用商品：磨光玻璃抛光机；金属加工机
械；冲床（工业用机器）；磨床；铣床；机
床；钻床；镗床；刨床；铆接机

注册号：14141476
商标名称：亿力
类别：37
申请人：陕西亿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胜杰
地址：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城办东大
街9号
使用商品：建筑信息；建筑施工监督；建
筑；采石；清洁建筑物(内部)；清洗窗户；
清洗建筑物(外表面)；汽车清洗；防锈；
家具保养

注册号：15032914
商标名称：LACTIANE
类别：29；35
申请人：上海法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安晟
地 址 ： 上 海 市 虹 口 区 杨 树 浦 路 248 号
1412 室
使用商品：可可牛奶（以奶为主）；牛奶饮料
（以牛奶为主）；牛奶制品；蛋白质牛奶；奶
粉； 牛奶； 酸奶； 奶油 （奶制品）； 炼乳

注册号：14836474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7
申请人：上海罕鼎阀门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超 万义昌
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大道 1228 号第
2幢
使用商品：阀（机器零件）；瓣阀（机器部
件）；压力阀（机器部件）；电磁阀；阀门（机
器、引擎或马达部件）；液压阀；调压阀

注册号：14765611
商标名称：木棉山
类别：32
申请人：上海康璐家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饴涛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南奉公路 2292
号
使用商品：啤酒；无酒精饮料；蔬菜汁（饮
料）；矿泉水（饮料）；植物饮料；无酒精果
汁；水（饮料）；饮料制作配料；烈性酒配
料；矿泉水配料

注册号：15063746
商标名称：禄盈圆机械 LYY
类别：7
申请人：上海禄盈圆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宝英 陆保军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丽正路
1628 号 4 幢 3251 室
使用商品：打浆机；混凝土搅拌机（机器）；
起重机（提升装置）；升降装置；悬臂起重
机；运输机（机器）；卷扬机；电梯

注册号：14673925
商 标 名 称 ：APRICOTDESIGNS
类别：9
申请人：上海美杏高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Felix Hau Fai Yiu 石虹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张
江路 665 号德宏大厦 1001 室
使用商品：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计算机程
序（可下载软件）；电子出版物（可下载）；
计算机软件（已录制）；商品电子标签

注册号：14674112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17
申请人：上海美杏高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Felix Hau Fai Yiu 石虹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
张江路 665 号德宏大厦 1001 室
使用商品：橡皮圈；垫片（密封垫）；橡胶
或硬纤维垫圈； 半加工醋酸纤维素；非
包装用塑料膜；塑料板；塑料管；非金属
软管； 橡胶或塑料制 （填充或衬垫用）

注册号：14674002
商 标 名 称 ：APRICOTDESIGNS
类别：17
申请人：上海美杏高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Felix Hau Fai Yiu 石虹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
张江路 665 号德宏大厦 1001 室
使用商品：橡皮圈；垫片（密封垫）；橡胶
或硬纤维垫圈； 半加工醋酸纤维素；非
包装用塑料膜；塑料板；塑料管

注册注册号：14773503
商标名称：尚味兴
类别：30
申请人：上海味峰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月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沈杜公路 4209 号 3 幢
1 层 102 室、2 层
使用商品：甜食；谷粉制食品；以谷物为主
的零食小吃；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蛋糕；
馅饼（点心）；高蛋白谷物条；茶汤面；粽子

注册号：14692878
商标名称：一寸光阴
类别：11
申请人：上虞市宝之能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莉 黄礼元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上浦工业区
使用商品：灯泡；灯；照明器械及装置；顶
灯；日光灯管；矿灯；汽车灯；路灯；发光二
极管（LED）照明器具；空气净化用杀菌灯

注册号：13528735
商标名称：德明 DM
类别：7
申请人：深圳市德明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艳春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溪头
第三工业区工业一路 1 号一楼第一间
使用商品：食品包装机；车圈机；制绳机；
装瓶机；家用豆浆机；制丸机；粘胶机；图
钉机；冲床(工业用机器)；喷漆机

注册号：11707240
商 标 名 称 ：CTDMCESHIDIA类别：42
MOND
申请人： 深圳市中检金银珠宝
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巍 戴鑫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水贝路特力大
厦 2314 房
使用商品：质量检测；质量控制；质量评估；
质量体系认证；技术研究；化学分析；材料
测试；艺术品鉴定；无形资产评估

注册号：14739509
商标名称：沈二娃 类别：35
申请人、联系人：沈新
公司名称：沈二娃豆花馆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青果村 19
号附 9 号
使用商品：广告；商业管理辅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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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咨
询；复印服务；审计；特许经营的商业的管理

注册号：13941415
商 标 名 称 ： 哈 耐 依
HANAIYI
类别：25
申请人、联系人：施建林
公司名称： 海宁市周王庙镇哈耐皮革服
装厂
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星火村斜
路里许家 33 号
使用商品：服装；皮衣；针织服装；裘皮服
装；鞋；帽；袜；手套(服装)；围巾；皮带(服
饰用)

注册号：13568622
商标名称：H
类别：1
申请人：苏州宏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费正春 赵雷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苏
蠡路 44 号 508 室
使用商品：酸；生物化学催化剂；未加工
塑料；工业用粘合剂

注册号：15022031
商标名称： 原剑
YJOAN
类别：7
申请人：台州史密达五金有限公司
联系人：缪志旺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腾达
路半岛花园 2 幢南商务区 4036 室
使用商品：机床；切割机；磨刀机；抛光机
器和设备（电动的）；砂轮（机器部件）；角
向磨光机；电砂轮机；手电钻（不包括电煤
钻）；非手动的手持工具；空气压缩机

注册号：14869153
商标名称： 津港裕众
JINGANGYUZHONG
类别：19
申请人：天津滨海裕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李明光 候雅静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刚塘公路东南
侧金角加油站对面
使用商品：石灰；建筑灰浆；建筑用砂石；
砂（铸造砂除外）；炉渣（建筑材料）；建筑
石料；砂浆

类别：30
申请人：王月行
公司名称：洛南县古柏酱醋食品厂
联系人：王月行 王春敏
地址：陕西省洛南县古城镇古城街村三组
使用商品：醋；酱油；啤酒醋；调味品

注册号：15016701
商标名称：志腾
类别：43
申请人：温州市志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飞龙
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状元街道机场
大道 1627 号 5 楼
使用商品：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
备办宴席；咖啡馆；饭店；餐馆；自助餐馆；
快餐馆；酒吧服务；茶馆；旅游房屋出租

注册号：14653241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9
申请人：翁源县飞马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懂平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一
路 229 号卫生局大院 2 栋 101 房
使用商品：运输；货运；商品包装；船只出
租；公共汽车运输；汽车运输；客车出租；
给水；快递服务（信件和商品）；旅行预订

注册号：12884346
商标名称： 康乐宝
KANLABEI
类别：44
申请人、联系人：吴楠
公司名称：北京市康乐宝动物医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索家坟小区 12 号楼
1门6号
使用商品：医疗诊所服务；医疗按摩；保
健；医疗护理；医疗 辅 助 ； 医 药 咨 询 ； 治
疗 服 务 ； 饮 食 营 养 指 导 ；兽医辅助；宠
物饲养

注册号：14694921
商标名称：梧中茗
类别：30
申请人：吴文生
申请人：梧州市中茗茶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道县湘双源饮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宪芳 韦安莉
联系人：吴文生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西江四路扶
地址：湖南省道县梅花镇直洲村 2 组
使用商品：果汁冰水（饮料）；柠檬水；豆 典上冲 25 号第贰幢 1-4 层
类饮料；水（饮料）；矿泉水（饮料）；蔬菜 使用商品：咖啡；茶饮料；茶；天然增甜剂；
汁（饮料）；乌梅浓汁（不含酒精）；葡萄 甜食（糖果）；蜂蜜；油茶粉；调味料；发酵
剂；食用芳香剂
汁；奶茶（非奶为主）；酸梅汤

注册号：14348203
商标名称：沃牛
类别：6
申请人：谢江
公司名称：江西沃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吴俊 谢江
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华光街
金鹰小区 15 栋二单元 504 室
使用商品：钢模板；钢制百叶卷帘；金属
窗；金属门；门用铁制品；金属门框；金属
门闩；金属门把手；门用金属附件；门铃

注册号：12654306
商标名称： 东达 DONG类别：7
DA
申请人：徐州东达电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进 支春阳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翟山农贸市场综合楼
302 室
使用商品：上浆机；混合机(机器)；混合机
(机器)；卷管机；带升降设备的立体车库；
电梯(升降机)；绞盘；金属加工机械；风力
动力设备；光学冷加工设备；发电机

注册号：13508853
商标名称：胶东王 JIAODONGWANG
类别：6
申请人：烟台方洲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永发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157 号
使用商品：铁板；普通金属合金；金属建筑
材料；钢板；金属耐火建筑材料；建筑用金
属板；钢管；家具用金属附件；电缆桥架；金
属包装容器

注册号：13462924
商标名称： 公大书 城
GONGDABOOKSTORE
类别：35
联系人：刘算
申请人：阳江市公大书城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三环路名扬国
际广场商业区 1 幢 301 号铺
使用商品：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
商品；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替他人采购
(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市场营销

注册号：14230519
商标名称：杨成忠 类别：29
申请人、联系人：杨成忠
公司名称：榆中杨记油坊
地址：甘肃省榆中县城关镇分豁岔 57 号
联系地址： 甘肃省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
村委会杨记油坊
使用商品：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蛋；
芝麻油；食用油脂；食用油；烹饪用亚麻
籽油；食用橄榄油；食用菜籽油；食用葵
花籽油

注册号：14667035
商标名称：袁一
类别：
31
申请人：袁海阳
公司名称：东阳市巍山镇袁氏家庭农场
联系人：殷红
地址：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 联系人：袁海阳
县开化镇临江路 118 号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王宅村 284 号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教育；培训；讲课； 使用商品：树木；谷（谷类）；自然花；活家
实际培训(示范)；在线电子书籍和杂志的 禽；新鲜水果；新鲜葡萄；桃；杨梅；新鲜栗
出版；出借书籍的图书馆；图书出版
子；新鲜蔬菜

注册号：14387523
注册号：14387522
商标名称：金河滩
商标名称：金河滩
类别：30
类别：31
申请人、联系人：袁兴明
申请人、联系人：袁兴明
公司名称： 利津鸿达有机 公司名称： 利津鸿达有机大米种植专业合
大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作社
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陈庄镇郭屋村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陈庄镇郭屋村53 号
53 号
使用商品：谷粉制食品；粗面粉；豆类粗粉； 使用商品：活动物；活鱼；新鲜水果；甜瓜；
谷类制品；玉米粉；玉米(磨过的)；面粉；米； 新鲜花生；西瓜；樱桃；食用葫芦科蔬菜；食
用植物根；新鲜蔬菜
谷粉；人食用的去壳谷物

注册号：13664172
商标名称：恒迪 HD
类别：19
申请人：云南省禄丰恒迪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明仁 林强
地址：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禄丰
县勤丰镇马官营村委会
使用商品： 电线用非金属杆； 非金属电线
杆；非金属水管；非金属雨水管；屋脊；非金
属柱；非金属铸模；建筑用塑料杆；栏杆

注册号：10959292
商标名称： 富家塑业 FUJIA类别：20
SUYE,FJ
申请人：翟宏山
公司名称：昌邑市富家塑料制品厂
翟宏山
联系人：翟学堂
地址： 山东省昌邑市石埠镇付家庄村 50
号昌邑市石埠镇汽车站向东 2 公里路北
使用商品：非金属桶；液态燃料用非金属
容器；非金属容器(存储和运输用)；非金属
浮动容器；非金属大桶；塑料包装容器

注册号：12928614
商标名称：力 C
类别：9
申请人：浙江超力防火设备
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宇超 何晔
地址： 浙江省兰溪市赤溪街道工业功能
区
使用商品：灭火器；灭火设备；消防水龙
带喷嘴；消防车；个人用防事故装置；消
防毯；救生器械和设备；潜水呼吸器；防
弹背心；消防水龙带

注册号：14973860
商标名称：排
类别：7
申请人：浙江杰嘉环保设备有限
公司 联系人：黄敬超 叶慧贤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长乐
镇石砩村石砩大街南路 3 号
使用商品：垃圾（废物）处理装置；垃圾压
实机；废料压实机；废物处理装置；清洗设
备；垃圾处理机；废物处理机；泥浆收集机

注册号：15037278
商标名称：JKKJ
类别：19
申请人：镇江建科建设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傅国才 陆小军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京岘山路 38 号
联系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檀山路 8#
使用商品：非金属建筑材料；涂层（建筑材
料）

注册号：14054196
商 标 名 称 ： 珍 德 意
ZHENDEYI
类别：43
申请人：重庆德意家具城有限公司
联系人：蒲大玲 谭宗智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 117 号
使用商品：饭店；餐厅；流动饮食供应；餐
馆；茶馆；酒吧服务；会议室出租；养老院；
日间托儿所（看孩子）；出租椅子、桌子、桌
布和玻璃器皿

注册号：12718212
商标名称：江南
类别：35
申请人： 重庆市江津区江南汽车
驾驶培训学校 联系人：李贵永
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几江滨江路
西段 11-1 号片区 C-C-A 栋门面
使用商品：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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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迁移； 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系统化；商
业审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助

注册号：14655809
商标名称： 言润 YANRUN
类别：31
申请人：赵县福田梨果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石仓山 张培亮
地址：河北省赵县大马圈村
使用商品：玉米；植物；活家禽；苹果；新
鲜水果；桃；梨；新鲜蔬菜；植物种子；动
物饲料
注册号：14839598
商标名称：KSIDLD
类别：6
申请人：昆山市隆达幕墙门
窗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建根 张敏霞
联系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东平路
301 号
使用商品：铝塑板；金属窗；金属制防昆
虫纱窗；金属格栅；金属建筑材料；建筑
用金属架；金属门；金属槛；金属百叶窗

注册号：14572589
商标名称： 菊大妈 JU类别：30
DAMA
申请人： 兰溪市万邦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傅跃明 傅家麟
地址： 浙江省兰溪市云山街道解放路 22
号 3、4 号营业房
使用商品：茶；八宝饭；粽子；饺子；年糕；
春卷；豆沙
注册号：14183670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1
申请人：林婉明
公司名称：中山市大涌镇陆泉沙农场
联系人：林婉明 林明辉
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后门山大街
60 号
使用商品：树木；谷类；植物；活鱼；活家禽；
新鲜水果、蔬菜；植物种子；动物饲料、食品
注册号：13804174
商标名称：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
类别：41
申请人：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
联系人：潘秀峰 周玉峰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兴安南
路 32 号
使用商品： 培训； 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
会；安排和组织会议；安排和组织专题研
讨会；安排和组织培训班；书籍出版；在
线电子书籍和杂志的出版；节目制作
注册号：14228207
商标名称：利健
类别：16

注册号：14493147
商标名称：湘双源
类别：32

注册号：13741303
商标名称： 爱婴亲子园 AY
类别：41
申请人：殷红
公司名称：文山爱婴亲子园

注册号：14410623
商标名称：JIGO
类别：7
申请人： 浙江集高阀
门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斌
地址：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东瓯工业区(堡
一村)
使用商品：液压油缸（机器部件）；瓣阀（机
器部件）；泵（机器）；电磁阀；液压阀；阀
（机器零件）；气压缸（机器部件）；压力阀
（机器部件）；调压阀；压滤机

注册号：14468454
商 标 名 称 ：

圣 柏

SHENGB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