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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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9721
商标名称：HSHINE
类别：25
申请人：安徽鸿翔鞋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建伟
地址：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民营经济园
使用商品：服装；裤子；婴儿睡袋；游泳
帽；鞋垫；运动鞋；鞋（脚上的穿着物）；
靴；帽；袜

注册号：15069585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5
申请人： 北京佰能星空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孙丽 程明月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东路 18
号 3 层 303 室
使用商品：货物展出；点击付费广告；为零
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在通讯媒
体上出租广告时间；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
广告；电话市场营销；替他人采购；拍卖

注册号：12638930
商标名称：明君 MINGJUN
类别：31
申请人：苍山县振明种植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陈振君
地址：山东省苍山县长城镇瓦子埠村
使用商品：玉米；新鲜蔬菜；新鲜水果；新鲜
土豆；南瓜；新鲜莴苣；新鲜黄瓜；青蒜；食
用葫芦科蔬菜；甜菜

注册号：14702137
商标名称：WSHJ
类别：6
申请人：常熟市万顺角钢货架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国强 朱顺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尚湖镇福寿村
使用商品：角铁；金属支架；钢管；建筑用
金属架；金属门；窗用金属附件；小五金器
具；弹簧（金属制品）；金焊料；普通金属艺
术品

注册号：13532186
商标名称：亿豪
类别：35
申请人：成都亿豪橱柜有限公司
联系人：苏炜 涂凤山
地址： 四川省新都区新繁镇外西成彭路新
繁段(水利社区六社)
使用商品：电视广告；广告;广告空间出租；
电话市场营销；拍卖；替他人推销；市场营
销；进出口代理；人事管理咨询；会计

注册号：13582731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5
申请人：大连百川·金太阳文化艺
术交流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晓川 王永维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南山路 108 号
422 室
使用商品：广告；广告片制作；在通讯媒体
上出租广告时间； 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
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 演员的商业管理；
表演艺术家经纪；将信息编入计算机数据库

注册号：14388408
商标名称：迈瑞妹繠
类别：25
申请人：丹阳丹京华尔服装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南 彭云祥
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横塘 312 国
i 鱼上交桥北侧
使用商品：服装；裤子；上衣；鞋；帽；袜；
手套(服装)；领带；围巾；皮带(服饰用)

注册号：13310559
商标名称：喇叭枪 类别：7
申请人： 丹阳市大和高频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联系人：张康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紫荆花园 18
幢 11 室
使用商品：机锯(机器)；蓄电池工业专用
设备； 工业用封口机； 制药加工工业机
器；洗井机；金属加工机械；机器、引擎或
马达用机械控制装置；曲轴；电焊设备

注册号：14423634
商标名称：升榕 SR
类别：7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升榕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侯林成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龙潭村
大社工业区 23 号
使用商品：喷雾机；工业用切碎机（机器）；
刨削机；卷筒机（造纸工业用）；压印机；喷
射器；蒸化机； 磨 粉 机（机 器）；磨革机；包
缝机

注册号：14398369
商标名称：榕卫
类别：35
申请人：福建榕卫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人：章晓华 程加如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 1 号金
皇大厦 15 层
使用商品：广告；投标报价；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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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购买定单进
行行政处理；商业审计；自动售货机出租

注册号：14165535
商标名称：锦乐铝模
类别：6
申请人：福建翔银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尚春 陈景强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铁山镇开发区
(龙岩市兴林木竹制品有限公司内)
使用商品：金属片和金属板；金属柱；金属
管道；混凝土用金属模板；金属门框架；金
属脚手架；金属建筑材料；金属梁；桥梁支
承；建筑用金属架

注册号：15187213
商标名称：兴鑫荣
类别：21
申请人： 福建鑫荣竹制品有限
公司
联系人：林玉花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乍
洋乡乍洋村洋头村
使用商品：筷子；装备齐全的野餐篮（包括
盘、碟）；食品用竹签；厨房用擦菜板；非纸
制、非纺织品制杯垫；茶叶罐；茶托；茶具
（餐具）；洗餐具刷；牙签

注册号：14495530
商标名称：百粳王
类别：30
申请人：广西凤山县百乐粮油种植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黄必焕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长洲乡百乐
村街上
使用商品：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以米
为主的零食小吃；粥；米；谷类制品；人食
用的去壳谷物；米粉；面粉制品

注册号：14345180
商标名称：不然
类别：25
申请人：广州佰恩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宏侠 李涛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82
号广州轻纺交易园内 B 区六层 B6001
使用商品：服装；婴儿全套衣；游泳衣；防
水服；鞋（脚上的穿着物）；帽子（头戴）；
袜；手套（服装）；领带；皮带（服饰用）

注册号：14345090
注册号：14282088
注册号：14181918
注册号：13199604
商标名称： 九壹米 卡
商标名称：赛丹山
商标名称：贵安顺意
商标名称：一品斛
类别：5
JOYMICA
类别：22
类别：37
申请人： 广州市益源农业发展
类别：25
有限公司
申请人：贵州贵安顺意爆破工
申请人：贵南县赛丹畜产品收购有限责任
申请人：广州佰恩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伟强
程有限公司
公司
联系人：豆加
联系人：张宏侠 李涛
联系人：甘毅平 田颖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地址：青海省贵南县森多镇黄沙头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82
地址：贵州省平坝县城关镇迎宾大道
区黄埔大道中 205 号伟诚广场
使用商品：鞭绳；帐篷；编织袋；装潢填充
1801 房
号广州轻纺交易园内 B 区六层 B6001
使用商品：建筑咨询；建筑施工监督；工程
用羊毛； 衬垫和填充室内装饰品的填料；
使用商品：服装；婴儿全套衣；游泳衣；防 使用商品：补药；人用药；膳食纤维；洋参
进度查核；建筑用起重机出租；搭脚手架；
水服；鞋（脚上的穿着物）；帽子（头戴）； 冲剂；人参；枸杞；医用药物；医用营养食 羊毛絮；未加工或加工过的羊毛；机梳羊 拆除建筑物； 建筑设备出租； 清洁建筑物
物；医用营养品；营养补充剂
(外表面)；室内装潢修理；室内装潢
毛；精梳羊毛；羊毛
袜；手套（服装）；领带；皮带（服饰用）
注册号：14402974
注册号：14484390
注册号：14988845
注册号：14291301
商标名称：薯兄薯弟 SHUX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PURESTREAM
商标名称：浩利信
IONGSHUDI 类别：29
类别：17
类别：11
类别：12
申请人： 河北锄禾农业科技
申请人：杭州纳土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申请人：杭州浩澄信工贸有限公司
申请人：杭州篆安机械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斯君
联系人：曹鉴勋 倪利亚
联系人：卜小燕 张杨丹
联系人：刘建平 刘红雷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临浦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国际时代 地址：浙江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璇山下村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留府乡野厂村
广场 1 幢 1707 室
综合农贸市场 6-4 号
使用商品：陆、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
（非活）；以果蔬为主的零
使用商品：肉；鱼
使用商品：电炊具；电压力锅（高压锅）； 使用商品：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塑料管；
冷藏柜；电吹风；风扇（空气调节）；气体 塑料板；塑料杆；塑料条；生橡胶或半成品 具；汽车；陆地车辆用驱动链；陆地车辆传 食小吃；油炸土豆片；以果蔬为主的零食
净化装置；热气装置；熨斗加热器；污水 橡胶；有机玻璃；非金属软管；玻璃纤维保 动马达、传动轴；汽车车轮毂；陆地车辆变 小吃；萝卜干；腌制蔬菜；蛋；食用油；加工
过的坚果；干食用菌
速箱、传动齿轮；架空运输设备；船
净化设备；电暖器
温板和管；防热辐射合成物；绝缘手套

注册号：15198553
商 标 名 称 ： 源 之 新
YUANZHIXIN
类别：1
申请人：贵州源之新建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晶鑫 张莉
联系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二戈寨柳
井巷 7 号
使用商品：一氧化二氮；酸；混凝土用凝结
剂；混凝土充气用化学品；除油漆和油外的
砖建筑防腐剂；增润剂；生物化学催化剂；
硅塑料；植物生长调节剂；固化剂

注册号：15271409
注册号：14478434
商标名称： 大航
商标名称：蓝天美 LANTIANDAHANG
类别：7
MEI LTM
类别：4
申请人：海盐蓝天美生物能源 申请人：杭州贝铭尔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汤国庆 李登武
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建业路
联系人：张永伟
511 号浙大科技园 1308 室
地址：浙江省海盐县秦山街道许油车村
使用商品：提升机；升降机操作装置；起
使用商品：燃料；秸秆粉碎、压缩成型的燃 重机（提升装置）；运输机（机器）；电子工
料；木炭（燃料）；点火用木片；木柴
业设备；自动售货机

注册号：14484449
商标名称：薯兄薯弟 SHUXONGSHUDI
类别：30
申请人： 河北锄禾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建平 刘红雷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留府乡野厂村
使用商品：咖啡；茶；糖果；甜食；蜂蜜；甜
食；糕点；谷类制品；面粉制品；冰淇淋；调
味品

注册号：15190716
商标名称：衡宝
类别：19
申请人：河北衡宝建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志明 薛源
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大郭镇大马
丰引日砖厂
使用商品：建筑灰浆；石棉水泥；水泥板；非
金属耐火建筑材料；非金属建筑材料；非金
属预制房（成套组件）；涂层（建筑材料）；砖
粘合料；石、混凝土或大理石像

注册号：13848168
商标名称：你和我
类别：31
申请人： 河北你和我食品
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新平
地址：河北省赞皇县赞院公路贾沟村段
使用商品：谷（谷类）；植物；新鲜的园艺
草本植物；活动物；坚果（水果）；鲜枣；新
鲜水果；新鲜蔬菜；植物种子；饲料

注册号：15200492
商标名称：沈汇线缆
类别：9
申请人：河北沈汇线缆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娴
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贾家口镇贾
家口村
使用商品：电缆包皮层；电线识别包层；
电缆；纤维光缆；绝缘铜线；电线；同轴电
缆；磁线；电话线；电源材料（电线、电缆）

注册号：14666276
商 标 名 称 ： 永 航
YONGHANG
类别：9
申请人：河北永航线缆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培 魏建辉
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贾家口镇贾家
口村
使用商品：电缆；电线；电源材料（电缆、电
线）；电缆包皮层；纤维光缆；绝缘铜线；电
话线；同轴电缆

注册号：14320592
商标名称： 海区刘氏
HAIQULIUSHI S
类别：30
申请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刘氏列巴房
联系人：董雪梅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和平大街文博综合楼
使用商品：饼干；蛋糕；糕点；果子面包；圆
面包；面包干；三明治；未发酵面包；小圆
面包；面包

注册号：14053664
商标名称：红上天
类别：1
申请人：湖北巴特旺化肥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化洲 杨胜林
地址：湖北广水市广水办事处松林工业园
使用商品：杀虫剂用化学添加剂；杀真菌剂
用化学添加剂；混合肥料；海藻（肥料）；土
壤调节制剂；肥料；农业用肥；植物肥料；化
学肥料；动物肥料

注册号：15274008
商标名称：浚菘
类别：1
申请人： 湖北浚菘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徐文成 吴荣
地址：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普林路 15-2
使用商品：氨；蒸馏水；碱（化学制剂）；防水
垢剂； 易燃制剂 （发动机燃料用化学添加
剂）；气体净化剂；除杀真菌剂、除草剂、杀
虫剂、杀寄生虫剂外的农业化学品；氮肥

注册号：14963514
商标名称： 双飞蝶
SHUANGFEIDIE
类别：30
申请人：湖北云腾菊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池云
地址：湖北省天门市蒋场镇齐桥村
使用商品：茶；茶饮料；用作茶叶代用品的
花或叶

注册号：15226870
商标名称：弘毅 H
类别：2
申请人：湖南弘毅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小波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麓
谷坐标 A 栋 607#
使用商品：漆稀释剂；银镀粉；树脂胶泥；
底漆；屋顶毡用涂料（油漆）；防水粉（涂
料）；清漆；油漆；防锈油脂；天然树脂

注册号：13166779
商标名称：宋工
类别：21
申请人： 建阳吉玉坊陶业有
限公司
联系人：林锡煌 艾建设
地址：福建建阳市水吉镇仁山杨梅山坪
使用商品：茶具(餐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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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陶瓷、陶土或
玻璃艺术品；铁壶；酒具；茶托；滤茶器

注册号：14703690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37
申请人：江苏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陶广清 陶玲玲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明珠路南建宝
路东五洲国际商贸城 6 号楼 316 号
使用商品：工厂建造；建筑；建筑物防水；
铺路；商品房建造；安装水管；室内装潢

注册号：15030288
商标名称： 双寿机械
SHUANGSHOUJIXIE
类别：7
申请人：江苏双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寿春 林双艺
地址：江苏靖江市生祠镇法喜村横港 29 号
使用商品：阀（机器零件）；离心机；离心
泵；泵（机器）；空气冷凝器；压力阀（机器
部件）；阀门（机器、引擎或马达部件）；液
压泵；液压阀；供暖装置用泵

注册号：14093134
商标名称：弘扬红 HYH
类别：31
申请人：廉江市弘扬水果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张灼志
地址：广东省廉江市吉水镇石老村 5 号
使用商品：香蕉；石榴；荔枝；柚子；新鲜
桔；新鲜浆果；新鲜柠檬；新鲜水果；新鲜
橄榄；新鲜柑橘
注册号：15322061
注册号：14906450
商标名称：红黑演义
商标名称：竹兴隆
类别：41
类别：20
申请人：东方宏宇国际咨询服务（北京）有
申请人：庆元县欣龙竹木有限公司
限公司
联系人：李会
联系人：何优龙
地址：北京通州区后南仓 21 号楼 2 层 421
地址：浙江省庆元县隆宫乡隆宫村
使用商品：教育考核；实际培训（示范）；就
使用商品：家具；餐具架；搁脚凳；茶几； 业指导（教育或培训顾问）；函授课程；教
衣架；办公家具；柜台（台子）；支架（家 育；培训；教学；辅导（培训）；职业再培训；
具）；桌子；竹木工艺品
家教服务

注册号：15200915
商标名称：昊誉
类别：1
申请人：上海昊誉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建勇 尤新丽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 236
号 4 幢 4420 室
使用商品：工业用胶；工业用粘合剂；聚
醋酸乙烯乳液；墙纸用粘合剂；粘胶液；
鞋用粘合剂；固化剂；皮革胶；聚氨酯；皮
革粘合剂

注册号：14458403
商标名称：苏众 SUZHONG
类别：6
申请人：江苏众欣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锦标
地址： 江苏省靖江市新桥镇礼士南街 160
号
使用商品：金属管；金属管道；金属阀门（非
机器零件）；压缩气体或液态空气瓶（金属
容器）；压缩气体钢瓶和液压气减压阀；（贮
液或贮气用）金属容器

注册号：14522470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14
申请人：晋江市英林镇鑫至尊珠宝行
联系人：拱欣欣
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英林镇英龙中路
120-124 号
使用商品：钯；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
铂（金属）；翡翠；珠宝首饰；银制工艺品；玛
瑙；宝石；人造金刚石；手表

注册号：14433464
商标名称：王记菊花过桥米线
类别：35
申请人： 蒙自王记菊花过桥米
线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丽珠
地址：云南省蒙自市银河路 45 号
使用商品：广告；广告代理；饭店商业管理；
商业管理咨询；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进出
口代理；替他人推销；市场营销；复印服务；
会计
注册号：14691776
商标名称：GOODYM
类别：7
申请人：瑞安市谷地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志兵
联系地址：浙江瑞安市南滨街道八达路 88 号
使用商品：搅拌机；搅乳器；胶体磨（食品
工业用）；乳脂分离器；搅动机；混合机（机
器）；制药加工工业机器；制甘油酚类用机
械设备；制虫胶、骨胶用设备（槽搅合机）

注册号：14273528
注册号：13688664
商标名称：政奇 ZHENGQI
商标名称：MAYO
类别：1
类别：11
申请人：晋江正奇鞋材商贸 申请人：开平市水口镇凯恩五金制品厂
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朝阳
联系人：杨梅花
地址：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中国鞋都 C 幢 地址：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砂山开发区 2
号
3 楼 40-41 号
使用商品：未加工合成树脂；合成树脂塑 使用商品：水加热器；进水装置；龙头；地
料；皮革粘合剂；墙纸用粘合剂；工业用 漏；水供暖装置；淋浴器；卫生器械和设
胶；聚氨酯；氯丁胶；鞋用粘合剂；工业用 备；浴室装置；水净化设备和机器；水净
化装置
粘合剂；固化剂
注册号：15144939
注册号：13655675
注册号：14343723
注册号：15325019 商标名
商标名称：世纪翔通 SJXT
商标名称：ZL 类别：2
商标名称：蓬山泉
称： 中格材料 ZHONGGE
类别：611
申请人：青岛真丽工贸有限
类别：31
MATERIALS
类别：6
申请人：青岛世纪翔通管业有限公司
公司
申请人：株洲中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 山东省蓬莱市大辛店宏远果蔬专 联系人：姚振花 张瑞芳
联系人：陈真 杨丽
联系人：欧阳志文 王炼姣
业合作社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蓝村镇北部工 地址：山东省青岛胶州市阜安办事处邹
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天平东路 218
业园
家洼市场北
联系人：门长远 门志远
号长江中央大厦 A 座 1013 号
使用商品：钢合金；金属阀门（非机器零 使用商品：印刷膏（油墨）；印刷油墨；复
使用商品：银焊料；铜焊合金；金属焊丝；铜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大辛店镇大迟家村
件）；金属制管套筒；金属捆扎物；缆绳和 印机用调色剂（墨）；制革用墨；雕刻油
使用商品：籽苗；苹果；桃；西瓜；新鲜花生；
焊金属焊条；铜焊及焊接用金属棒；金属焊
管道用金属夹；金属止动环；家具用金属 墨；复印机用墨（调色剂）；印刷合成物
新鲜葡萄；杏；樱桃；梨；鲜枣
附件；五金器具；金属桶
条；金焊料；焊锡丝
（油墨）
注册号：14263970
注册号：14180536
注册号：15175449
注册号：15290347
商标名称：锦泰和
商标名称：特艺轩 TY
商标名称：杏月 XINGYUE
商标名称：SEMMCO
类别：43
类别：16
类别：30
类别：7
申请人：三门峡锦泰和餐饮有限公司
申请人： 厦门特艺轩文化艺术
申请人： 汕尾市城区神农茶 申请人：射阳欧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冠增 熊青林
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海荣 邹月月
叶商行
地址： 河南省三门峡市黄河路中段旺德福 联系人：陈开拔
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合德镇科技
四楼
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园山南路 286 联系人：施燕娜
地址：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公园路东方花园 创业园北环路 6 号
使用商品：饭店；酒吧服务；自助餐厅；咖啡 号之一
使用商品：制食品用电动机械；食品包装
馆；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柜台出 使用商品：纸；书籍；油画；学校用品（文 15-16 号
租；养老院；日间托儿所（看孩子）；动物寄 具）；墨水；印章（印）；画笔；文具或家用粘 使用商品：咖啡饮料；茶；冰茶；茶饮料；方 机；饼干印形机；混合机（机器）；切面包
机；乳脂分离器；搅动机；碾米机；磨粉机
合剂
（
胶水）；绘画仪器；画家用画架
糖；饼干；年糕；面粉；冰棍；冰淇淋
养；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皿

注册号：15145669
商标名称：艾佳力
类别：3
申请人： 上海镜济健康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施水平 吕茂虎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1528 弄 31
号 1-2 层
使用商品：浴液；浴盐；香波；护发素；洗面
奶；洁肤乳液；化妆品；香水；香；空气芳香
剂

注册号：14261425
商标名称：凯柏思 CAKE类别：35
BOSS
申请人：上海凯柏思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北斗鼎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丹 杨丽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9 号华
贸公寓 10 号楼 1506 室
使用商品：广告；市场研究；特许经营的商
业管理； 为广告或销售组织时装展览；市
场营销；进出口代理；商业企业迁移

注册号：14261438
商标名称： 凯柏思 CAKEBOSS
类别：41
申请人：上海凯柏思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北斗鼎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丹 杨丽红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9 号华贸
公寓 10 号楼 1506 室
使用商品：教育；培训；教学；函授课程；就
业指导（教育或培训顾问）；组织教育或娱
乐竞赛； 安排和组织大会； 组织表演 （演
出）；现场表演；筹划聚会（娱乐）

注册号：14261464
商标名称： 凯柏思 CAKE类别：42
BOSS
申请人：上海凯柏思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北斗鼎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丹 杨丽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9 号华
贸公寓 10 号楼 1506 室
使用商品：质量检测；技术研究；科学研
究；质量评估；质量控制；材料测试；造型
（工业品外观设计）； 工业品外观设计；网
站设计咨询；软件运营服务[SaaS]

注册号：15124326
商标名称：老外街 OURGATHERING
类别：36
申请人：上海老外街商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君 张慧明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路 3338 弄 1 号
使用商品：保险；资本投资；艺术品估价；不
动产出租；不动产管理；办公室（不动产）出
租；经纪；担保；信托；典当

注册号：15107634
商标名称：CPASH
类别：7
申请人：上海连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万成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郏店村 358
号 1 幢 2 层 B 区 203 室
使用商品：塑料加工机器；塑料切粒机；
模压加工机器；加工塑料用模具；净化冷
却空气用过滤器（引擎用）；活塞（机器或
发动机部件）； 压缩机； 自动加油轴承

注册号：15067457
商 标 名 称 ： 岐 创 农 业
QICHUANGNONGYE
类别：29
申请人：上海歧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斌 柳淼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闵塔路 1751 号
（恬润新苑）199 号 101 室
使用商品：肉；盐腌肉；家禽（非活）；猪
肉；腌制蔬菜；笋干；蛋；食用油；木耳；干
食用菌
注册号：14530411
商标名称： 水贝金座 THEGOLDPLAZA
类别：36
申请人：深圳特力吉盟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永建 赵丽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西特
力水贝工业区 2 栋一层
使用商品： 金 融 服 务 ； 资 本 投 资 ； 不 动
产 管 理 ； 商 品 房 销 售 ；办公室（不动产）
出租；住房代理；不动产出租；经纪；担保；
代管产业

注册号：15191221
商 标 名 称 ： 瑞 尊 旺 RUIZUN类别：6
WANG
申请人：上海瑞尊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定浪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锦秋路 48 号 G71
使用商品：普通金属合金；未加工或半加工
普通金属；金属建筑物；建筑用金属附件；
建筑用金属框架；门用金属附件；窗用金属
附件；五金器具；金属标志牌；普通金属艺
术品
注册号：14144029
商标名称： 喜逢春
XIFENGCHUN
类别：3
申请人：嵊州市高雄助剂有限公司
联系人：裘明皋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崇仁镇西街 103 号
使用商品：洗面奶；洗衣剂；洗发剂；洗洁
精；去污剂；清洁制剂；抛光制剂；化妆品；
牙膏；空气芳香剂

注册号：14899635
商标名称：怡宇 YY
类别：6
申请人：上海怡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红川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 1809 弄 69 号
3 幢 165 室
使用商品：金属护栏；铁路金属材料；销（五
金件）；建筑或家具用镍银附件；金属工具
柄；包用金属锁；金属食品柜；钩子（金属器
具）；压缩气体或液态空气瓶（金属容器）

注册号：14435064
商 标 名 称 ： 埃 米 森 ANMISAM
类别：9
申请人：深圳市埃米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水琴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
广场 C 座 2604 室
使用商品：USB 闪存盘； 计算机存储装置；
笔记本电脑；便携式计算机；磁盘；计算机
外围设备；计算机；网络通讯设备；手提电
话；电池充电器

注册号：14334569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20
申请人： 深圳市贵族世家投
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炜烈 吴珊珊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
八卦岭厂房 426 栋一楼 103(仅限办公〕
使用商品：家具；餐具柜；衣服罩（衣柜）；
阅书架（家具）；屏风（家具）；床；桌子；沙
发；木制家具隔板；家具门

注册号：15188567
商标名称：名瑞德
类别：37；42
申请人：深圳市名瑞德国际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
联系人：邝湘君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东方新天地广
场 C 座 805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
3028 号侨香公馆 3A 座 804

注册号：15030362
商标名称：丁大福 DINGTAIFOOK 类别：14
申请人：深圳市瑞盈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云华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沙
头角保税区 17 栋 6 楼南面西
使用商品： 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
项链（首饰）；珠宝首饰；玉雕首饰；宝
石；戒指（首饰）；耳环；翡翠；小饰物（首
饰）；珍珠（珠宝）

注册号：15253854
商标名称：SJ 类别：19
申请人： 苏州上洁洁净科技有
类别：30
限公司
联系人：周树荣 叶陈宇
申请人：四川尚好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屯
联系人：刘露民 李俏
村东路 9 号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工业园燕京大 使用商品： 镁氧水泥； 非金属耐火建筑材
料；镁泥；耐火砖、瓦；防火水泥涂层；建筑
道冯家桥 1 号
用非金属覆盖层；墙用非金属包层（建筑）；
使用商品：茶饮料；茶
非金属建筑材料；非金属隔板

注册号：14172546
商标名称：皖太黄鹤山
类别：29
申请人：太湖县刘畈乡黄鹤山家庭农场
联系人：刘书盛 刘田田
地址：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刘畈乡栗树村
使用商品：腌腊肉；肉；鱼(非活)；浸酒的水
果；干蔬菜；腌制蔬菜；蛋；干食用菌；木耳；
冬菇

注册号：14172545
商标名称：皖太黄鹤山
类别：31
申请人：太湖县刘畈乡黄鹤山家庭农场
联系人：刘书盛 刘田田
地址：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刘畈乡栗树村
使用商品：树木；植物；辣椒(植物)；活鱼；
活家禽；甲壳动物(活的)；活动物；新鲜水
果；新鲜栗子；新鲜蔬菜

注册号：13926458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9
申请人：泰亿达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晓 林智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加创路 1287
号
使用商品：电度表；安培计；电流计；伏特
计；测量器械和仪器；电线；变阻器；变压
器（电）；集成电路；配电箱（电）

注册号：14815279
商标名称：乐多倍
类别：41
申请人：唐山市路北区世纪星培训学校
联系人：宋怀凤 李英捷
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河北四号小
区 107 楼南侧
使用商品：家教服务；学校（教育）；幼儿
园；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会；组织教育或
娱乐竞赛； 文字出版 （广告宣传材料除
外）；健身俱乐部；演出制作；玩具出 租

注册号：15267453
商标名称：HEY GO
类别：43
申请人：慈溪中广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贤智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群丰村东瑞
大厦附楼 535 室
使用商品：咖啡馆；餐厅；饭店；餐馆；旅馆
预订；自助餐馆；酒吧服务；流动饮食供
应；茶馆；烹饪设备出租

注册号：15130491
商标名称： 酒侦探
WINEDETECTIVE
类别：33
申请人：万杯（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骆伟琪 汤一萍
联系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196 号
10 号楼 603 室
使用商品 ： 烧 酒 ； 食 用 酒 精 ； 果 酒（含 酒
精）；米酒；鸡尾酒；苹果酒；葡萄酒；黄酒；
蜂蜜酒；酒精饮料（啤酒除外）

注册号：14981987
商标名称：美嘉点 MEIJIADIAN
类别：25
申请人：温州市鹿城信泰皮鞋厂
联系人：柴一山 郑永星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双屿街道工业区奇伟
路 28 号(第 1 幢第 4 层)
使用商品：服装；成品衣；鞋的金属配件；
运动鞋；鞋；帽；袜；手套（服装）；围巾；皮
带（服饰用）

注册号：14981988
商 标 名 称 ： 欧 莱 缘
OULAIYUAN
类别：25
申请人：温州市鹿城信泰皮鞋厂
联系人：柴一山 郑永星
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双屿街道工业区奇伟
路 28 号(第 1 幢第 4 层)
使用商品：服装；成品衣；运动鞋；鞋；帽；
袜；手套（服装）；围巾；皮带（服饰用）；鞋的
金属配件

注册号：15202886
商标名称：ITALGUSTO
类别：43
申请人：温州意从容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容华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黎明工业区 21 号一楼
使用商品：酒吧服务；餐厅；备办宴席；咖啡
馆；自助餐馆；会议室出租；养老院；日间托
儿所（看孩子）；动物寄养；出租椅子、桌子、
桌布和玻璃器皿

注册号：12589683
商标名称：李甲 LIJIA
类别：31
申请人： 文昌岸兴龟鳖
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12801476
商标名称：渝仙
类别：5
申请人：武隆县航浪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潘伦
地址：重庆市武隆县后坪乡街上 18 号
使用商品：药用草药茶；药用植物根；婴
儿食品；净化剂；兽医用药；消灭有害动
物制剂；外科用纱布

注册号：14210534
商标名称：克力劳
类别：33
申请人：夏光宗
公司名称： 云南省德宏州芒
市复玉匠绿宝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夏光宗
地址：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
市新村一巷 88 号
使用商品：薄荷酒；酒精饮料(啤酒除外)；
茴芹酒(利口酒)；果酒(含酒精)

注册号：14394547
商标名称：立恒基 LI类别：36
HENGJI
申请人：新疆立恒基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支忠亮 钱志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
巴克区宝山路 386 号和枫雅居 3 栋 1202 室
使用商品 ： 金 融 管 理 ； 金 融 咨 询 ； 金 融
评 估（保 险 、 银 行 、 不 动 产）；资本投资；
抵押贷款；金融服务；艺术品估价；经纪；
担保；典当

申请人：信昌精密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号：14303147
商 标 名 称 ： 常 青
CHANGQING
类别：5
申请人：徐闻县绿青现代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生永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海安经济开
发区徐海路广安村路口
使用商品：杀虫剂；杀昆虫剂；灭微生物
剂；杀螨剂；熏蚁纸；土壤消毒制剂；灭幼
虫剂；防蛀剂；防蛀纸；驱昆虫剂

注册号：14962547
商标名称：泰狮 TS
类别：1
申请人：宣城市水东泰狮缓
凝剂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希兵 黄联美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工业园
使用商品：除油漆外的水泥防水化学品；填
隙剂；混凝土充气用化学品；填漏剂；混凝
土用凝结剂；石灰石硬化物；水泥缓凝剂

注册号：13726511
商标名称：购乐通
类别：35
申请人： 扬州购乐春天下
餐桌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志伟 吴峰崃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盐阜东路 9 号
使用商品：商业管理咨询；经营效率专家服
务；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进出口代理；市
场营销；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替其他
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职业介绍所

注册号：13509282
商 标 名 称 ： 万 客 缘
WANKEYUAN
类别：43
申请人：义乌市万客缘美食店
联系人：金红烈
联系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北苑四季一区 21
幢 5 单元 501 室
使用商品：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餐厅；
餐馆；快餐馆；茶馆；提供野营场地设施；养
老院；日间托儿所(看孩子)；动物寄养

注册号：14670704
商标名称： 塞上天恩
SAISHANGTIANEN 类别：9
申请人：银川天恩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剑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望远
镇工业园区三号路南 50 号
使用商品：电缆；电话线；绝缘铜线；电线；
高低压开关板；电开关；变压器；集电器；母
线槽；配电箱（电）

注册号：15259975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42
申请人：江阴市产品质量
化有限公司
监督检验所
联系人：熊秋葵 熊俊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新建北路塑料 联系人：陈君 丁贤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东外环路 188 号
城 2-78 号
使用商品：未加工塑料；增塑剂；硅塑料； 使用商品：技术研究；质量控制；质量检
模塑料；未加工人造树脂；塑料分散剂；合 测；质量评估；科学研究；测量；化学分
成树脂塑料；尼龙 66 盐；未加工合成树脂 析；材料测试；包装设计；无形资产评估

注册号：15132119
商标名称：永梦
类别：19
申请人： 张家港市永
兴塑钢门窗有限公司
联系人：钱永兴
联系人：陈田森
地址：广东湛江市坡头区官渡镇振兴路 地址：江苏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农义村
使用商品：果酒（含酒精）；蒸煮提取物 使用商品：非金属窗；非金属门框；非金属
（利口酒和烈酒）；烈酒（饮料）；白兰地； 百叶窗；塑钢门窗；非金属窗框；非金属旋
烧酒；米酒；伏特加酒；黄酒；食用酒精； 转栅门；非金属建筑材料；非金属门；建筑
威士忌
用非金属框架；建筑用非金属门廊

注册号：14526082
商 标 名 称 ：HAOYING
HAOYING
类别：15
申请人：漳州市昊涵乐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静燕 吴汉东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108 号
新城花园 32 幢 402 号
使用商品：乐器；电子乐器；电子琴；打击
乐器；吉他；鼓（乐器）；音乐合成器乐器键
盘；弹拨乐器；乐谱架；乐器架

注册号：15053584
商标名称：佰豪盛顶
类别：11
申请人：漳州市金盛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文盛
联系地址：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颜厝镇水
头村
使用商品：照明器械及装置；烹调用装置
和设备；冷却设备和装置；空气冷却装置；
热气装置；供暖装置；蒸气浴装置；浴室装
置；浴霸；水净化装置

注册号：14298122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7
申请人：长治市驰钧物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崔淑萍 王云青
地址：山西省长治市郊区堠北庄镇滑埚村
使用商品：采掘机；冲洗机；地质勘探、采
矿选矿用机器设备；截煤机；矿井作业机
械；矿山杂物排除机；炉渣筛(机器)；托运
设备(矿井用)

注册号：14837200
商标名称： 富西康
FOSCOM
类别：21
申请人：浙江富硒康厨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安石 章圣坎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镇丰庆街
358 号
使用商品：非电加热的火锅；日用搪瓷塑
料器皿（包括盆、碗、盘、壶、杯）；厨房用
具；家用或厨房用容器；非电力压力锅（高
压锅）；成套的烹饪锅；家庭用陶瓷制品

注册号：14804236
商标名称： 鲁 峰
LUFENG
类别：1
申请人：莱芜市莱城区谭家楼白云石厂
联系人：李清华
地址：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
事处谭家楼村
使用商品：橄榄石（硅酸盐矿石）；尖晶石
（氧化物矿石）；工业用白云石；重晶石；
氧化铀；高岭土；石灰石硬化物；未加工
塑料；肥料；工业用粘合剂

注册号：14327124
商标名称：正力
类别：33
申请人： 湛江市坡头区
群香酒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14064403

商标名称：露茗飘雪

注册号：13585160A
商标名称：信昌
类别：16
联系人：张和明

邓礼杰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效路 255 号
使用商品：海报；说明书；宣传画

联系人：李岸兴
地址： 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圩富民
街 30 号
使用商品：活动物；贝壳类动物(活的)；活
鱼；活家禽；甲壳动物(活的)；虾(活的)；
新鲜水果；新鲜蔬菜；谷(谷类)；饲料

注册号：15316620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6
类别：40
申请人： 江苏维特高科焊
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信昌精密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闫洪振 翟融娣
联系人：汪玉顺
联系人：张和明 邓礼杰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五城镇星洲村 地址：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洪泽经济开
发区东一道 24 号北侧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效路 255 号
下星组
使用商品：电镀；焊接；激光划线；铜器加 使用商品：谷（谷类）；植物；活动物；活家 使用商品： 耐磨金属；金属建筑材料；银
禽；新鲜水果；新鲜蔬菜；植物种子；谷种； 焊料；铜焊合金；金属焊丝；铜焊金属焊
工；金属铸造；精炼；金属电镀
条；金属焊条；金焊料；焊锡丝
未加工谷种；饲料
注册号：13585120A
商标名称：信昌

注册号：15101202
商标名称：休珍
类别：31
申请人：休宁县和福园家
庭农场

注册号：15137501
商 标 名 称 ： 顺 裕 达 DS
SHUNYUDA
类别：1
申请人： 余姚市顺裕达塑

注册号：15311548
商标名称：上河舫
类别：43
申请人： 杭州天悦舫餐饮
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柏林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上塘
河南赤岸桥西侧
使用商品：咖啡馆；住所代理（旅馆、供膳
寄宿处）；备办宴席；寄宿处；饭店；餐馆；
酒吧服务；茶馆；会议室出租；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