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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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4734
商标名称： 斯麦琪
SMACCI
类别：9
申请人：深圳市斯麦琪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斯琦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
大道南 5 号易达晟大厦 718
使用商品：手机,成套无线电话机,计算机
外围设备,计步器,智能手机用套,手机屏幕
专用保护膜,录音机,照相机(摄影),电子芯
片,移动电源(可充电电池)
注册号：19799401
商标名称：POLIUNO
类别：25
申请人：上海瓶水厢缝服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宇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路 1035 弄
339 号 1 幢 1 层 1566 室
使用商品：服装,童装,内衣,婴儿全套衣,鞋,
帽,袜,手套(服装),围巾,皮带(服饰用)
注册号：19780730
商标名称：威尔逊庄园
类别：39
申请人：成都花海田园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郫县新民场镇云凌村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蓝岸街
555 号
使用商品：旅行陪伴,观光旅游运输服务,
安排游览,旅行座位预订,旅行预订,为旅行
提供行车路线指引,司机服务,客车出租,仓
库出租
注册号： 19598155
商标名称：时间对话
类别：41
申请人：上海集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以美 蔡史印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 858 号
绿地海外滩 2-103 室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娱乐服务,演出,教
育,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会,安排和组织大
会,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安排和组织培训
班,票务代理服务(娱乐),提供博物馆设施
(表演、展览)
注册号：19681083
商标名称： 准匠
类别：37
申请人：合肥济峰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维霞

宋玉书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桐城南路
398 号仕嘉名苑南楼 2 幢 1604 室
使用商品：维修信息,钟表修理
注册号：19736458
商标名称：助力讲师团
类别：41
申请人：石家庄极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晗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路
谈国东街交口融通财经大厦 2309 室
使用商品：培训,就业指导(教育或培训顾
问),安排和组织专家讨论会,安排和组织
专题研讨会、培训班,书籍出版,电子书籍
和杂志的在线出版,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除广告片外的影片制作
注册号：19368291
商标名称：职海
类别：41
申请人：福建昊晟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荣华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
件大 89 号福州软件园 B 区 11 号楼 311室
使用商品：教育,教育信息,实际培训(示
范),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安排和组织培
训班,出借书籍的图书馆,提供在线电子出
版物(非下载),录像带录制,动物训练,为艺
术家提供模特服务
注册号：19381252
商标名称：SANLOLA
类别：30
申请人： 安 徽新选择食品 科 技 开 发 有 限
公司
联系人：韩向华 李文文
联系地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凤凰山食
品经济开发区仪凤路 30 号
使用商品：饼干,麦芽饼干,面包,蛋糕,以谷
物为主的零食小吃,方便面,挂面,方便粉
丝,甜食(糖果),谷类制品
注册号：18623073
商标名称： 元木烘
焙 ,YUANMUBAKINGXM
类别：30
申请人：西安元木烘焙坊
联系人：梁希 韩晓丽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五路 44 号
付1号
使用商品：咖啡,巧克力酱,天然增甜剂,蜂
蜜,冰淇淋
注册号：19777608
商标名称：中闽金海洋
类别：30
申请人：石狮市中闽金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小丽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达晶工业园区
七号厂房四楼五楼
使用商品：咖啡,茶,馅饼(点心),蛋奶冻,茶
饮料,蜂蜜,面包,谷类制品,谷粉,糖
注册号：17853594
商标名称：漫山羊 MANSHANYANGHUOGUOCANTING
类别：43
申请人、联系人：李伦
地址： 湖南省江永县迥龙圩镇迥峰中路
043 号
使用商品：餐馆；饭店；咖啡馆；备办宴席；
茶馆；酒吧服务；养老院；提供野营场地设
施；动物寄养；烹饪设备出租
注册号：19801308
商标名称：古匠之栖
类别：20
申请人：宁波阿尔特家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建权 张锦波
地址：浙江宁波市慈溪市天元镇工业小区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天元镇工
业小区天元大道 588 号
使用商品：家具；软垫；门用非金属附件；
家具的塑料缘饰；家具门；板条箱；木或塑
料梯；画框；草编织物(草席除外)；展示板
注册号：19278849
商标名称：煜道
类别：30
申请人、联系人：荆丽娜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渡江南路杉湾
东苑鼎园 5 栋 504
使用商品：茶；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叶；
茶饮料；蜂胶；蜂王浆；花粉健身膏；作咖
啡代用品的植物制剂；虫草鸡精；蜂蜜；燕
窝梨膏
注册号：19643898
类别：42
商标名称：春诚文化传媒
CHUNCHENGCULTUREMEDIA
申请人：山东春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人：祝愿 吕修春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 302 号
联系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路
55 号 1 号楼 3 单元 602 室
使用商品：艺术品鉴定
注册号：17983951
商标名称：尼科赛尔 NICOCYL
类别：17
申请人： 上海斯德尔建筑材料
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JOCHEN HEIKO STEHLE 翟万青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60 号 2305 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 88 号
德国中心 1 号楼 811 室
使用商品：半加工塑料物质,塑料焊丝,焊
接用塑料线,建筑防潮材料,隔音材料,绝
缘耐火材料,绝缘材料,绝缘体

注册号：19257829
注册号：19293812
商 标 名 称 ： 黄 茅 潭
商标名称：ZCRAFTS
HUANGMAOTAN
类别：11
类别：32
申请人：浙江振智工艺品有限公司
申请人： 九江市水香万家饮用纯净水有限 联系人：江智涵 余彩萍
公司
联系地址：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双港汇丰小
联系人：周林
区 10-2-502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流泗镇
使用商品：舞台灯具,空气净化用杀菌灯,球
使用商品：矿泉水(饮料),纯净水(饮料),水 形灯罩,节日装饰彩色小灯,圣诞树用电灯,
(饮料),果汁,无酒精果汁饮料,汽水,矿泉水 灯,灯罩,玻璃灯罩,照明用发光管,照明器械
配料,锂盐矿水,餐用矿泉水,蔬菜汁(饮料)
及装置
注册号：19834666
注册号：19799432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POLIUNA
类别：9
类别：25
申请人：珠海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上海瓶水厢缝服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小龙
联系人：刘宇
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三灶镇西湖城区金铭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路 1035 弄 339 东路保利香槟国际花园 391 号商铺
使用商品：印刷电路,印刷电路板,芯片(集成
号 1 幢 1 层 1566 室
电路),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计算机硬
使用商品：服装,童装,内衣,婴儿全套衣,鞋, 件,数据处理设备,计算机,微处理机,电子出
帽,袜,手套(服装),围巾,皮带(服饰用)
版物(可下载),电子芯片
注册号：16720206
注册号：19445715
商标名称：邵夫子
商标名称：BLUELIONS
类别：41
类别：37
申请人：洛阳市安源萤石有限公司
申请人： 上海蓝狮环境科技 联系人：邵保军 赵卫丽
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安
乐寸新西区
联系人： 蔡乐霖 赵瑞莲
联系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丰华公路 1272 号 使用商品：教学,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安排
使用商品：维修信息,清洁建筑物(内部),室 和组织学术讨论会,安排和组织会议,安排
和组织大会,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安排和
内装潢修理,清洁窗户,清洁建筑物(外表面), 组织专家讨论会, 安排和组织专题研讨会,
燃烧器保养与修理,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 安排和组织现场教育论坛
注册号：19588988
注册号：19588905
商标名称：喜靓车
商标名称：喜靓车
类别：37
类别：35
申请人：广州谷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广州谷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波
联系人： 周波
联系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 188 号 联系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 188 号
怡港花园 56-1506
怡港花园 56-1506
使用商品：汽车保养和修理,运载工具清洗
使用商品：广告宣传,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 服务,运载工具保养服务,运载工具清洁服
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市场营销,替他人推 务,喷涂服务,运载工具故障修理服务,机械
销,人事管理咨询,商业企业迁移,预约安排 安装、保养和修理,维修信息,轮胎翻新,运载
服务(办公事务),商业审计,寻找赞助
工具上光服务
注册号：19608059
注册号：19371832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搜韵
类别：41
类别：41
申请人：广州搜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人： 深圳市壮壮教育投
联系人：陈逸云 欧阳剑
资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禹区奥
联系人：陈运梅 曾佩莹
元创越大厦汉西大道西 283 号东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珠
座 2416
江广场 A4 栋 1105 室
使用商品：教育,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俱乐
使用商品：教学,教育,幼儿园,辅导(培训),安 部服务(娱乐或教育),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
排和组织大会,安排和组织培训班,书籍出 会,文字出版(广告宣传文本除外),书籍出
版,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现场表演,体育场 版,电子书籍和杂志的在线出版,广播和电
视节目制作,出借书籍的图书馆
设施出租
注册号：19736746
注册号：19757444
商标名称：奕展
类别：41
类别：41
商标名称：心发现青少年成长研习社
申请人： 福州讯博教育咨询 申请人：天水观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艳艳 漆燕
联系人：谢捷
联系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忠武巷华
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六一北路
贝教托 4 楼
92 号实发大厦第五层 -A9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函授课程,教学,教育,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教学,教育信息,幼儿
培训,教育信息,教育考核,就业指导(教育或 园,寄宿学校教育服务,教育,家教服务,学校
培训顾问),职业再培训,学校教育服务
教育服务,辅导(培训),职业再培训
注册号：19374092
注册号：19404452
商标名称：霍洛维兹
商标名称：通济培优
类别：41
类别：41
申请人： 佛山市禅城区刘诗昆钢琴艺术培
申请人：佛山市通达则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训学校
联系人：胡传祖
联系人：申英 郭小滨
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 51 联系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普澜二路
号日明大厦四楼
37 号 B506
使用商品：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教育,安排
和组织学术讨论会,教育考核,寄宿学校教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函授课程,教学,教育,
育服务,演出制作,现场表演,音乐制作,安排 培训,教育信息,实际培训(示范),辅导(培训),
和组织音乐会,出借书籍的图书
学校教育服务,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
注册号：19429132
注册号：19333622
商标名称： 鑫诚路通,
商标名称：DYNACITY
XINCHENGLUTONG
类别：14
类别：30
申请人： 广州皇城国际珠宝玉器贸易有限
申请人：北京鑫诚路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
联系人：崔志国
联系人：刘丽萍 周经理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五爱屯西街 3 号院 12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文昌南路 103
号楼 4 单元 102 室
使用商品：调味肉汁,调味料,调味品,香辛 号 106 房
料,调味酱汁,食用烟熏多味料,调味酱,涮羊 使用商品：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首饰
肉调料,食用芳香剂,食品用香料(含醚香料 盒,珠宝首饰,装饰品(首饰),宝石,珍珠(珠
宝),玉雕艺术品,人造珠宝,翡翠,手表
和香精油除外),香肠黏合料
注册号：19437012
注册号：18515440
商标名称：珀尔菲
商标名称： 金祥云
类别：10
JINXIANGYUN
申请人：徐州珀尔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楠
类别：30
地址：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黄山
申请人：青岛佳颐制粉有限公司
圆盘道向南 50 米
使用商品：医疗器械和仪器,阴道冲洗器,牙 联系人：李强国
科设备和仪器,医用放射设备,助听器,奶瓶,
地址：山东省青岛平度市蓼兰镇小万家村
非化学避孕用具,外科植入物(人造材料),矫
使用商品：谷粉,面粉,米,豆粉,玉米面
形用物品,缝合材料
注册号：19177861
商标名称：SEATRONG
类别：29
申请人：广州市海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晓松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招村七十
亩商业区自编 F4 区
使用商品：多刺龙虾(非活)；鱼制食品；鱼
(非活)；龙虾(非活)；鱼翅；鱼罐头；猎物(非
活)；肉片；明虾(非活)；海螺干
注册号：18912410
商标名称： 酉水画廊
YOUSHUIHUALANG
类别：39
申请人： 永顺县芙蓉镇裕和强旅游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肖建松 周小兰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
县王村镇河畔街
使用商品：运输；观光旅游运输服务；停车
场服务；运载工具（车辆）出租；液化气站；
旅行陪伴；安排游览；安排游艇旅行；旅行
座位预订；旅行预订
注册号：19758526
商标名称：SMMJ
类别：7
申请人：陈松宝
公司名称： 义乌市陈三民模具科
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三民 陈松松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后矮村 3 组
联系地址：浙江省义乌市模具城 19 幢 9 号
使用商品： 模压加工机器； 加工塑料用模
具；塑料加工机器；缝纫机；厨房用电动机
器；家用豆浆机；金属加工机械；干塑模压
瓦机；印模冲压机；电焊设备
注册号：19910236
商标名称：美人口
类别：31
申请人： 烟台市福山区齐和大樱桃农民专
业合作社
联系人：车路安 车丕珠
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车家
村村北
使用商品：树木；植物；活家禽；新鲜浆果；
新鲜水果；新鲜蔬菜；新鲜花生；植物种子；
动物食品；动物饲料
注册号：19745841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12
申请人：河北岷泰电动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长文 徐明
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经济开发区开放
路和腾飞路交会处东南
使用商品：洒水车；运货车；电动运载工具；
汽车；汽车车身；蓄电池搬运车；运载工具
内装饰品；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救护车
注册号：17983982
商标名称：尼科赛尔 NICOCYL
类别：19
申请人：上海斯德尔建筑材料贸
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JOCHEN HEIKO STEHLE 翟万青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60 号 2305 室
使用商品：非金属耐火建筑材料,非金属板
条,非金属地板,建筑用非金属遮盖物,建筑
用非金属加固材料,非金属建筑材料,非金
属护壁板,建筑用非金属嵌板,合成材料制
成的路标板和路标条,修路用黏合材料

注册号：18776400A
商标名称：湘玲玲
类别：30
申请人：吴标兵
公司名称：平江县湘玲玲食品厂
联系人：吴标兵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三阳乡美潭村
93 号
使用商品： 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叶；甜
食；糖果；黑麻片；鱼皮花生；糕点；以米为
主的零食小吃；谷类制品；大米花
注册号：19682020
商标名称：HX
类别：21
申请人： 潮州市潮安区
浮洋金地辉煌陶瓷制作厂
联系人：蔡云辉
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庵后工
业区
使用商品：碗；碟；玻璃碗；瓷器；陶器；瓷器
装饰品；酒具；香炉；食物保温容器；非建筑
用彩饰玻璃
注册号：19916698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7
申请人： 扬州市维达粉末涂装设
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昌 李建唯
地址：江苏扬州市江都区郭村镇工业园区
联系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郭村镇高
速出口 500 米处
使用商品：升降机(运送滑雪者上坡的装置
除外)；升降设备；升降机操作装置；静电工
业设备；静电消除器；涂漆机；油漆喷枪；喷
颜色用喷枪；喷漆枪；机器联动装置
注册号：19443509
商标名称：百苗利
类别：32
申请人：锦屏县八佰山泉水厂
联系人：刘开华
地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
县钟灵乡八佰村
使用商品：水(饮料)；锂盐矿水；矿泉水(饮
料)；起泡水；餐用矿泉水；蔬菜汁(饮料)；苏
打水；无酒精饮料；可乐；啤酒
注册号：19839863
商标名称：VEPOSS
类别：12
申请人：吉特（天津）车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峰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青光村南
联系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小街村工业园
使用商品：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
动三轮车；送货用三轮脚踏车；运载工具用
轮胎；自行车车胎；自行车、脚踏车支架(自
行车、脚踏车部件)；自行车、脚踏车用链
条；自行车、脚踏车辐条
注册号：17984002
商标名称：尼科赛尔 NICOCYL
类别：27
申请人：上海斯德尔建筑材料贸
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JOCHEN HEIKO STEHLE 翟万青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60 号 2305 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 88 号德
国中心 1 号楼 811 室
使用商品：地板覆盖物,橡胶地垫,防滑垫,
乙烯地板覆盖物,体育馆用垫

注册号：19832173
注册号：19832132
商标名称：清越
商标名称：TSINERY
类别：25
类别：25
申请人：荣成市正清和服装有限公司
申请人：荣成市正清和服装有限公司
联系人：毕英霞 赵洁
联系人：毕英霞 赵洁
地址： 山东省威 海 市 荣 成 市 石 岛 姜尚路 地址： 山东 省 威 海 市 荣 成市石岛姜尚路
329 号
329 号
使用商品：童装,裙子,婴儿全套衣,鞋,毛衣, 使用商品：童装,裙子,婴儿全套衣,鞋,毛衣,
服装,帽,袜,裤子,围巾
服装,帽,袜,裤子,围巾
注册号：19866144
注册号：19730581
商标名称： 瑞生会
商标名称：法小秘
RUISHENGHUI
类别：45
类别：5
申请人：成都和泰信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人：吉林省柏运锦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四川和泰信安法律咨询服务有
联系人：朱茜
限公司
联系人：赵亚霖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繁荣路威尼斯 联系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
花园 20 栋 204 号房
街 38 号天和国际商务楼 403-404 室
使用商品：医用生物制剂,医用生物组织培 使用商品：法律研究,调解,知识产权咨询,版
养物,医用干细胞,医药制剂,血清疗法药剂, 权管理,知识产权许可,诉讼服务,计算机软
兽医用生物制剂, 兽医用制剂, 兽医用干细 件许可(法律服务),域名注册(法律服务),替
胞,兽医用生物组织培养物,医用化学制剂 代性纠纷解决服务,仲裁
注册号：19744067
注册号： 19576265
商标名称：百怡印象
商标名称：联
类别：37
类别：7
申请人：常熟市百怡印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方平
申请人：辛集市中联收割机配件厂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昭文路 398 号
联系人：屠勋
使用商品：建筑施工监督,仓库建筑和修理,
室内装潢修理, 浴 室 设 备 的 安 装 和 修 理 ,
地址：河北省辛集市中里厢乡南郭村
使用商品：机器齿轮装置,联轴器(机器),机 木 工 服 务 , 防 盗 报 警 系 统的安装与修理,
清洗,喷涂服务,汽车保养和修理,电梯安装
器轴,机器联动装置,非陆地车辆用传动轴 和修理
注册号：19553691
注册号：19431442
商标名称：英米 INME
商标名称：爱妮宝贝
类别：41
类别：41
申请人：济南英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爱妮宝贝教育信息咨询（天津）有
联系人： 蔡镇 蔡瑜
限公司
联系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山东大学中心校
联系人：王晔
区体育场 B 区
联系地址：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86 号
使用商品：教学,辅导(培训),家教服务,组织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教学,教育,培训,教育 教育或娱乐竞赛,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安排
信息,幼儿园,实际培训(示范),辅导(培训),职 和组织培训班,文字出版(广告宣传文本除
外),书籍出版,翻译,口译服务
业再培训,学校教育服务
注册号：19371821
注册号：18925642
商标名称：搜韵
类别：42
商标名称：盛华联合
申请人：广州搜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类别：41
联系人：陈逸云 欧阳剑
申请人：成都新星飞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禹区 联系人：李阳 吴若松
奥元创越大厦汉西大道西 283 号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下南大街 2
东座 2416
号 1 栋 8 层 807 号
使用商品：教育,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俱乐 使用商品：教育,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安排
部服务(娱乐或教育),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 和组织大会,出借书籍的图书馆,文字出版
会,文字出版(广告宣传文本除外),书籍出版, (广告宣传文本除外), 电子书籍和杂志的在
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非下载),电子书籍和 线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俱乐部服务
杂志的在线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
(娱乐或教育),体育野营服务,娱乐服务
注册号：19810749
注册号：19236181
商标名称：健步
类别：41
类别：37
商标名称：拉萨音仔影音文
申请人：天津健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化传媒有限公司 DBYANGSBA
联系人： 赵旭娜 杨进丽
申请人：拉萨音仔影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天津市南开区三潭路 21 舒华健身
联系人：吴坚顿珠 贡嘎伦珠
使用商品：游泳池维护,娱乐体育设备的安
联系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新藏大路塔
装和修理, 空调设备的安 装 和 修 理 , 机 械
1 栋 25 号
玛小康示范区
安装、保养和修理,卫生设备的安装和
修 理 , 浴 室 设 备 的 安 装 和 修 理 , 管 道铺设 使用商品：教育,组织表演(演出),流动图书
和维护,清扫街道,加热设备安装和修理,建 馆,书籍出版,演出,动物训练,安排和组织音
乐会,安排和组织培训班,电视文娱节目
筑施工监督
注册号：19896544
注册号：19957701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三泉洗涤
类别：37
类别：37
申请人：四川省超宇建筑工
申请人：盐城市三泉洗涤有限公司
程劳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万益军 万晓玲
联系人： 孙超 李菁
联系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盐东镇艳 联系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
阳村十一组
218 号 2 栋 520 室
使用商品：清洗,干洗,清洗衣服,洗烫衣服, 使用商品：建筑施工监督,建筑咨询,建筑,拆
熨衣服,清洗亚麻制品,皮毛保养、清洁和修 除建筑物,工厂建造,室内装潢修理,室内外
补,皮革保养、清洁和修补,亚麻制品熨烫,洗 油漆,加热设备安装和修理,电器的安装和
修理,卫生设备的安装和修理
衣机出租
注册号：19374443
注册号：19453403
商标名称：三河围
商标名称：桃花艳
类别：30
类别：30
申请人：东阿县血胶阿胶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申请人：天津龙溪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范炳安
联系人：谢泽军
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西小站村村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 东 阿 县 阿 胶 街东首路
委会院内
南
使用商品：谷类制品,玉米面,面粉,玉米(磨
使用商品：糕点,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蜂 过的),米,玉米片(碾碎的玉米粒),面条,人食
蜜,糖,茶,茶饮料,咖啡,谷类制品,豆粉,年糕 用的去壳谷物,米粉(粉状),豆粉
注册号：19784937
注册号：19552531
商标名称：彭佳客
商标名称：蕊牛
类别：30
类别：30
申请人：防城港市茗珍金 申请人：揭阳市彭业田调味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锦辉
花茶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蓝城区龙尾镇美联村
联系人：邓炳珍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江 九岭洋
使用商品：醋,酱油,调味料,调味品,辣椒(调
山乡山脚村大秧地组
使用商品：茶,茶饮料,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 味品),胡椒,酱菜(调味品),豆酱(调味品),鸡
精(调味品),调味酱
或叶
注册号：19502143
注册号：19376980
商标名称：罗桥 LUOQIAO
商标名称： 克劳斯玛菲
类别：12
KRAUSSMAFFEI
申请人：张健平
联系人：张健平
张惠娟
类别：4
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龙胜镇胜桥罗
申请人、联系人：吴岭傈
桥村第五巷 6 号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仙塘南路 148 号 使用商品： 汽车减震器； 运载工具内装饰
使用商品：导热油；齿轮油；切割油；缝纫机 品；运载工具用盖罩(成形)；备胎罩；汽车；
陆地车辆用电动机；运载工具用轮胎；陆、
油；乳化油；工业用油；发动机油；传动带用 空、 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 电动自行
润滑油；润滑油；润滑脂
车；车辆倒退警报器
注册号：19736274
注册号：19801763
商标名称：俊竹
商标名称：SZXY
类别：29
类别：44
申请人：安福县富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申请人：宿州西苑医院
联系人：伍玉根
联系人：游道国 汤艳
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山庄乡荣溪村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汴河西路 159 号
委会
使用商品：肉；蔬菜罐头；腌制蔬菜；干菜 使用商品：医院；医疗诊所服务；医疗护理；
笋；笋干；腌制块菌；食用干花；食用油脂； 医疗设备出租；远程医学服务；保健；治疗
干食用菌；腐竹
服务；饮食营养指导；美容服务；兽医辅助
注册号：19804793
注册号：19270802
商标名称：九玖正元堂
类别：10
商标名称：语春园艺
申请人：杭州九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31
联系人：陈炯 张红宇
申请人：常州语春大自然花木园艺场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绿景大厦 联系人：周丽琴
1 幢 513 室(托管 222)
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定安路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 2 大庆桥堍
路 336 号华门 21-B-108
联系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定
使用商品：医疗器械和仪器；牙科设备和仪 安中路河西路 72 号
器；医用 X 光装置；助听器；吸奶器；避孕 使用商品：自然花制花环；草制覆盖物；自
套；假肢；矫形用物品；缝合材料；外科仪器 然花；装饰用干花；自然草皮；新鲜的园艺
和器械
草本植物；植物；籽苗；花卉球茎；藤本植物
注册号：19308623
注册号：19570539
商标名称：BABYIST
商标名称：楷森
类别：12
类别：42
申请人：聚麦（厦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申请人：成都楷森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碧群
联系人：赖宗平 黄朝希
联系地址：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龙池开发区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 226 号
角嵩路 2 号圣地亚哥 23 栋 1401 室
使用商品：婴儿车；婴儿车车罩；婴儿车车 附 4 号 1 层
篷；婴儿车专用蚊帐；平卧式婴儿车；运载工 使用商品：工程绘图；工业品外观设计；包
具座椅套；儿童安全座(运载工具用)；运载 装设计；造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建筑学咨
工具座椅用安全带；气囊(汽车安全装置)； 询；建筑制图；室内装饰设计；室内设计；计
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
运载工具防盗设备
注册号：19805368
注册号：19920933
商标名称：德粮科技
商标名称：八咏
类别：42
类别：16
申请人：鹤壁德粮电子有限公司 申请人：金华市科教彩印厂
联系人：闫威众 刘春洋
联系人：王群英 薛来进
地址：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兴鹤大街中段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东孝工业区
路西(市新闻出版局综合楼 5 楼)
使用商品：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 联系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东孝工业区东阳
计算机软件更新； 计算机硬件设计和开发 路 77 号
咨询；恢复计算机数据；计算机软件维护； 使用商品：印刷品；笔记本；纸；文具；绘画
计算机系统设计；计算机软件安装；计算机 材料；包装用塑料膜；教学材料(仪器除外)；
电动或非电动打字机；图画；建筑模型
系统远程监控；计算机技术咨询
注册号：19606183
注册号：19426451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 诗念
类别：7
SHINIANSN
申请人：泸州思邦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21
联系人：刘邦友
申请人：益阳市新昌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谷
联系人：陈永超
大道 4 段 8 号
地 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
使用商品：矮脚金属架(餐具),筷子,餐桌用 使用商品：泵(机器),阀(机器部件),压缩机
旋转盘,厨房用切菜板,茶具(餐具),咖啡具 (机器),液压油缸(机器部件),机器联动装置,
(餐具),一次性盘子,餐具(刀、叉、匙除外),纸 轴承(机器部件),机器传动带,机械密封件,液
压引擎和马达,液压机
或塑料杯,厨房用具

注册号：19792523
类别：25
商标名称：ANSIWBRIAN
申请人：广州纪威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兴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国路 21 号
107 房
使用商品：服装,上衣,裤子,鞋,帽子,围巾,
袜,手套(服装),皮带(服饰用),大衣
注册号：19804574
商标名称：扬航 YANGHANG
类别：36
申请人： 广 州 扬 航 投 资 有限
公司
联系人：张慈炎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新塘镇荔新十二
路 96 号 20 幢 101 号
使用商品：保险承保,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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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资
注册号：19598470
注册号：19595280
商标名称：年龄对话
商标名称：青燕 QINGYAN
类别：41
类别：37
申请人：益盛浩网络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申请人：上海集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以美 蔡史印
联系人： 刘振旺
联系地址：天津市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 858 号
绿地海外滩 2-103 室
中环西路与西二道交口丽港大厦 3-403
使用商品：汽车保养和修理,运载工具加润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娱乐服务,演出,教
滑油服务,车辆服务站(加油和保养),运载工 育,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会,安排和组织大
具保养服务,运载工具故障修理服务,运载 会,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安排和组织培训
工具清洗服务,运载工具清洁服务,喷涂服 班,票务代理服务(娱乐),提供博物馆设施
务,橡胶轮胎修补,轮胎硫化处理(修理)
(表演、展览)
注册号： 19622768
注册号： 19623098
商标名称：依斯特
商标名称：依斯特
类别：35
类别：41
申请人：延边依斯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申请人：延边依斯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松虎 王丽达
联系人：李松虎 王丽达
联系地址：吉林省延吉市梨花路 1207 号
联系地址：吉林省延吉市梨花路 1207 号
使用商品：户外广告,广告宣传本的出版,为 使用商品：户外广告,广告宣传本的出版,
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广告片制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广告
作,广告设计,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进出口 片制作,广告设计,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
代理,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 进出口代理,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替
购买商品或服务),市场营销
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市场营销
注册号：19669037
注册号：19669119
商标名称：木论
类别：39
商标名称：木论
类别：41
申请人：广西环江伟业旅游开
申请人： 广西环江伟业旅游
发有限责任公司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黄挽日 韦冬雪
联系人：黄挽日 韦冬雪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 池 市 环 江 毛 联系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环江
南 族 自 治 县 思 恩 镇 桥 东 路 10 5 号农行 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桥东路 105 号农行
大院内
大院内
使用商品：观光旅游运输服务,运送旅客,运 使用商品：教育,安排和组织会议,组织表
载工具（车辆）出租,快递服务（信件或商 演（演出）,书籍出版,导游服务,假日野营
品）,安排游览,安排游艇旅行,旅行预订,旅 娱乐服务,游乐园服务,娱乐服务,无线电
文娱节目,电视文娱节目
行陪伴,为旅行提供行车路线指引
注册号：19248824
注册号：19258598
商标名称： 通吉达
商标名称：安越 ANYUE
TONGJIDA
类别：37
类别：42
申请人： 厦门市安越非开挖工程技术有限 申请人：揭阳市通吉达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永莎
公司
联系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
联系人：廖宝勇 余利红
仙美村罗山大道中段
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 285 使用商品：汽车保养和修理,运载工具加
号台亚大厦 B 座 1301 室
润滑油服务,运载工具上光服务,运载工
使用商品：技术研究,技术项目研究,环境保 具防锈处理服务,车辆服务站(加油和保
护领域的研究, 替他人研究和开发新产品, 养),运载工具清洁服务,运载工具故障修
理服务,运载工具电池更换服务
科学实验室服务
注册号：19869971
注册号：19871916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 标 名 称 ：
类别：37
JUSTJUMPING
申请人： 三河市全鑫装饰设
类别：41
计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人：厦门市信亚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宝全 李欢
联系人：沈楚春
联系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联系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区建设
路南一幼北
348 号之三 401 室
使用商品：游乐园服务,健身指导课程,体育教 使用商品：建筑施工监督,建筑,室内装潢,室
育,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组织教育 内外油漆,电器的安装和修理,加热设备
或娱乐竞赛,组织表演(演出),广播和电视节 安装和修理,车辆服务站(加油和保养),家
目制作,辅导(培训),学校教育服务,家教服务 具修复,保险库的保养和修理,喷涂服务
注册号：19437285
注册号：19481783
商标名称：仙瓯,XIANOU
商标名称：灵山金鼎
类别：30
类别：30
申请人：龙泉市仙宫湖生 申请人： 信阳市鸡公山灵山宝峰茶林农
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民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周菊平
联系人：杨德勇
联系地址： 浙江省龙泉市大洋小区十八幢
联系地址： 河南信阳市浉河区领秀城福
二单元 101 室
使用商品：巧克力饮料,茶,茶饮料,面条,糕 江园 8 号 404
点,年糕,谷类制品,蜂蜜,调味品,以米为主的 使用商品：茶,茶饮料,用作茶叶代用品的
花或叶
零食小吃
注册号：19776523
注册号：19785007
商标名称：稻生一
商标名称：彭三丰
类别：30
类别：30
申请人： 黑龙江红兴隆农垦裕禾农业科
申请人：揭阳市彭业田调味品有限公司
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锦辉
联系人：王彦峰
联系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蓝城区龙尾镇美 地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红旗岭
联村九岭洋
农场基建队 37 栋 1 层 01 号
使用商品：醋,酱油,调味料,调味品,辣椒(调 使用商品：米,谷粉,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
味品),胡椒,酱菜(调味品),豆酱(调味品),鸡 吃,面粉,面条,豆粉,甜食(糖果),蜂蜜,糕点,
调味品
精(调味品),调味酱
注 册 号 ： 16320285
注册号：16952307
商标名称： 阳光惠达
商 标 名 称 ： 花 开 向 暖 T9
类别：19
类 别 ： 44
申请人：严仕庆
申 请 人 ： 上 海 嗣 博 理 发 店 联系人：严仕庆
联系人：王小乐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金沙镇光辉
地 址 ： 上 海 市 黄 浦 区 湖 北 路 209 号 底 层 村光辉 38 号
使用商品：木地板；大理石；水泥；瓷砖；
使用商品：疗养院；保健；头发移植；饮
建筑用非金属砖瓦；非金属墙砖；建筑用
食营养指导；卫生设备出租
嵌砖；玻璃马赛克；塑钢门窗；建筑玻璃
注册号：19191499
注册号：19788385
商 标 名 称 ： 唐 晶
商标名称：NEP
TANGJING
类别：1
类别：7
申请人：唐山晶须复合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人：杭州南方环境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敏 绳凤玲
联系人：梅忠祥
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外资 地址：浙江省杭州余杭区良渚镇杜城村
工业园
使用商品：气体分离设备；工业用抽吸机
联系地址：天津宁河县芦台农场三分厂
使用商品：工业用二氧化钛；纤维润滑剂； 械；泥浆收集机；清洗设备；电动清洁机
水净化用化学品；助焊剂；工业用化学品； 械和设备；废物处理机；中心真空吸尘装
盐类(化学制剂)；焊接用化学品；塑料分散 置；清洁用除尘装置；真空吸尘器；真空
吸尘器袋
剂；工业用盐
注册号：19805170
注册号：19863457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平岗小黑妞
类别：30
类别：29
申请人：四川尚好茶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 和龙市八家子镇龙山村小长白
联系人：刘露民 周峻秀
养猪专业合作社
地址：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工业园再兴街
联系人：吕志江
1号
使用商品：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叶；茶； 地址：吉林省和龙市八家子镇龙山村
茶饮料；咖啡饮料；糖；蜂蜜；面条；蛋糕；调 使用商品：肉；肉冻；猪肉；猪肉食品；捣
碎的香肠；木耳；烹饪用蛋白；干食用菌
味料；酵母
注册号：19654409
注册号：19010017
商标名称：锦建
商标名称：通海
类别：12
类别：16
申请人：梁山锦建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人：东莞市通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敬宝
联系人：许西伟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西环路南首（公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怀德黄泥田
交公司北 200 米）
工业区
使用商品：汽车底盘；汽车；倾卸装置（卡车 联系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义沙村
和货车的部件）；汽车减震器；可升降后挡 管理区天宅村 138 号
板（陆地车辆部件）；电动后挡板（陆地车辆 使用商品：纸；描图布；卫生纸；箱纸板；
部件）；陆地车辆用发动机支架；运载工具 明信片；书籍；蚀刻版画；办公用夹；钢
用液压回路；前灯刮水器；运载工具用刹车 笔；模型材料
注册号：17983963
注册号：19848145
商标名称： 尼科赛尔 NICO商标名称：YPHART
CYL
类别：1
类别：16
申请人：上海斯德尔建筑材料
申请人：厦门弈鹏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鹏龙
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516 号 联系人：JOCHEN HEIKO STEHLE 翟万青
地 址 :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商 城 路 660 号
612 室
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兴港花园 2 2305 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 88 号
里 23 号店面 2 楼
使用商品：纸；笔记本；图画；平版印刷工艺 德国中心 1 号楼 811 室
品；镶框或未镶框的绘画；书画刻印作品； 使用商品：未加工塑料,未加工人造树脂,
聚氨酯,工业用胶,黏胶液,工业用黏合剂
油画；墨水；画笔；毛笔
注册号：19409177
注册号：19666739
商标名称：HH
类别：7
商标名称：安全乐园
申请人： 莆田市恒赫金刚
类别：28
石工具有限公司
申请人：宁波旭荣塑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鸿
联系人：牟丽萍
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高新技术开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经济开发区鄞州
发区（迎宾路东侧）亿倍通公司内
东北路 188 号
使用商品：金属加工机械,整形机,机器人
使用商品：滑梯(玩具),大积木,摇摆木马,转 （机械）,齿轮加工刀具,切割机,刀具（机器
椅,荡椅,盖房玩具,玩具娃娃,智能玩具,玩具 部件）,磨床,砂轮（机器部件）,气门与气门
汽车,积木(玩具)
座研磨机,抛光机器和设备（电动的）
注册号：19794497
商 标 名 称 ：BACHELORMANNER
类别：25
申请人：上海珍示服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江竹婧
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景乐路 228 号
7 幢 D404 室
使用商品：衬衫,衬衫前胸,裤子,外套,针织
服装,上衣,裙子,连衣裙,大衣,裙裤
注册号：19864881
商标名称：腾沿
类别：36
申请人：济南腾沿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联系人：孟宪娜
联系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 舜 泰 广 场 8 号 楼 东 座 26 楼
2601B02
使用商品：保险经纪,债务托收代理,金融服
务,艺术品估价,不动产代理,海关金融经纪
服务,担保,募集慈善基金,信托,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