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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申请号 申请日 申请人 培育人 暂定名称 
所属 

种属 
代理机构名称 

首次销售 

时间地点 

1 20210930 2021.08.23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德州天盛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韩友吉、辛卫国、陈俊强、董

玉峰、李善文、张振南、鲁仪

增、庄若楠、仲伟国、孔玲、

苑正赛 

寒楸 梓树属    

2 20210941 2021.08.23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德州天盛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陈俊强、辛烁、董玉峰、李善

文、韩友吉、庄若楠、仲伟国、

鲁仪增、张振南、孔玲、苑正

赛 

黄金楸 梓树属    

3 20211003 2021.09.08 句容市磨盘山林场 

范文杰、马文明、朱树林、韩

小飞、葛明华、郭江艳、白雪

峰、卞晶晶、徐献刚、阴启星 

磨盘金光 冬青属    

4 20211055 2021.09.26 

北京林业大学、三峡大学、

五峰博翎红花玉兰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马履一、朱仲龙、陈发菊、贾

忠奎、桑子阳 
娇魅 木兰属    

5 20211056 2021.09.26 

五峰博翎红花玉兰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林业大

学、三峡大学 

马履一、桑子阳、陈发菊、贾

忠奎、朱仲龙 
娇菡 木兰属    

6 20211112 2021.10.13 

荷兰贝肯坎普植物有限公

司（ Beekenkamp Plants 

B.V.） 

S.H. 瑞格卢克（Sanne Helena 

Ruigrok） 

贝肯大马格

(BKDAMAGRB) 
大丽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12.15北京

市；2017.12.11美

国 

7 20211114 2021.10.13 

荷兰贝肯坎普植物有限公

司（ Beekenkamp Plants 

B.V.） 

S.H. 瑞格卢克（Sanne Helena 

Ruigrok） 

贝肯大马普

(BKDAMAGPU) 
大丽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12.15北京

市；2017.12.11美

国 

8 20211140 2021.10.21 
吐鲁番德源酒庄有限责任

公司 

林静、林森源、林现丰、李风

英、赵晓梅 
德源 1号 杏 

北京路浩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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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11156 2021.10.25 
洛阳农林科学院、河南科

技大学 

王二强、王晓晖、卢林、刘红

凡、庞静静、郭亚珍、韩鲲、

梁长安、冀含乐、王茜赟、侯

小改、张和臣、郭丽丽、符真

珠 

红霞烂漫 芍药属    

10 20211160 2021.10.25 
中丝天成（攀枝花）丝绸

有限公司 

黄朝举、黄成富、王谢、胡涛、

胡启华、罗兴华、谢琳玲 
攀奶桑 1号 桑属    

11 20211181 2021.10.27 
玉溪紫玉花卉产业有限公

司、玉溪市农业科学院 

张军云、段家彬、钱遵姚、张

钟、刘庆荣、张建康、杨光炤、

郭丽、杨世先、牟子蛟 

娇气 蔷薇属    

12 20211182 2021.10.27 
玉溪紫玉花卉产业有限公

司、玉溪市农业科学院 

张军云、段家彬、钱遵姚、张

钟、张建康、刘庆荣、杨光炤、

郭凤鸣、王文智、普连荣 

红霞 蔷薇属    

13 20211186 2021.10.28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陆斌、张尚书、张雨、郝佳波、

赵川、徐亮、赵敏、冯倩、孙

绍文、胡万焜、朱金国、徐仁

米 

金钟晚 核桃属    

14 20211187 2021.10.28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陆斌、李启信、张雨、郝佳波、

王毅、赵川、徐亮、赵敏、冯

倩 

宣红 核桃属    

15 20211189 2021.10.29 
洛阳农林科学院、河南科

技大学 

王占营、王晓晖、王二强、候

小改、刘红凡、冀含乐、王茜

赟、庞静静、郭亚珍、梁长安、

卢林、韩鲲、何松林、王政、

张艳红 

碧楼春色 芍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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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211190 2021.10.29 
洛阳农林科学院、河南科

技大学 

王二强、刘红凡、郭亚珍、王

晓晖、梁长安、庞静静、冀含

乐、王茜赟、韩鲲、卢林、张

艳红、侯小改、郭丽丽 

河洛春雪 芍药属    

17 20211200 2021.11.01 
深圳市时代园林花卉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大学 

郭康、周世慧、陈林、高俊平、

马超、马男 
浪漫珊瑚 蔷薇属    

18 20211201 2021.11.01 
深圳市时代园林花卉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大学 

林永明、彭仕帆、周世慧、高

俊平、马男、张常青 
玻璃淬 蔷薇属    

19 20211203 2021.11.01 
深圳市时代园林花卉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大学 

林永明、卢结兰、苏钦、高俊

平、马男、孙小明 
翡翠茸 蔷薇属    

20 20211204 2021.11.01 
深圳市时代园林花卉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大学 

郭康、陈林、王永钿、高俊平、

周晓锋、马男 
粉妆颜 蔷薇属    

21 20211215 2021.11.01 洛阳农林科学院 

王二强、韩鲲、庞静静、梁长

安、王晓晖、卢林、郭亚珍、

王茜赟、冀含乐、张和臣、刘

红凡、王政、何松林 

秋望春归 芍药属    

22 20211217 2021.11.01 

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

所、上药华宇（临沂）中

药资源有限公司 

李西文、陈士林、崔宁、陈为

序、侯梦梦、于大德、朱光明、

俞磊明 

鲁丰 1号 鼠尾草属    

23 20211238 2021.11.0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春朝 蔷薇属    

24 20211239 2021.11.0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醉芙蓉 蔷薇属    

25 20211240 2021.11.0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莲舟 蔷薇属    

26 20211242 2021.11.0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珠玑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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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211243 2021.11.0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微醺 蔷薇属    

28 20211244 2021.11.0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香腮雪 蔷薇属    

29 20211245 2021.11.0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有晴 蔷薇属    

30 20211246 2021.11.03 

胶南明桂园艺场、南京林

业大学、潍坊工程职业学

院 

丁明贵、伊贤贵、傅善江、窦

京海、丁柏文、赵瑞英、李蒙、

王贤荣 

名贵美人 李属    

31 20211252 2021.11.04 洛阳农林科学院 

王占营、冀含乐、王晓晖、王

二强、郭亚珍、梁长安、卢林、

韩鲲、庞静静、王茜赟、张艳

红、刘红凡 

墨蝶漫舞 芍药属    

32 20211269 2021.11.08 洛阳农林科学院 

刘改秀、王茜赟、梁长安、张

和臣、符真珠、韩鲲、卢林、

王晓晖、刘红凡、郭亚珍、庞

静静、冀含乐、王二强 

燕飞红楼 芍药属    

33 20211274 2021.11.08 
酒泉蓝翔园艺种苗有限责

任公司 

陈凤翔、郭海辉、杨瑞霞、蒋

晓龙、马慧琴 
天堂凤蝶 鼠尾草属    

34 20211310 2021.11.10 
安徽徽宝农林科技有限公

司 

蒲哨峰、傅松玲、张凤萍、黄

东晨、翟田俊、黄铖、方琴、

王兆成、吴方华、马小民 

樉榧 榧树属    

35 20211312 2021.11.11 李培霞 李培霞 金篱笆 火棘属    

36 20211336 2021.11.14 辽宁省杨树研究所 

彭儒胜、梁德军、尹杰、蔄胜

军、刘巍、宋立志、冯连荣、

赵鑫闻、林晓峰、张超 

辽青 3号 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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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211337 2021.11.14 辽宁省杨树研究所 

彭儒胜、梁德军、刘巍、蔄胜

军、尹杰、彭建东、赵鑫闻、

冯连荣、林晓峰、庞忠义 

辽青 4号 杨属    

38 20211338 2021.11.15 
南京林业大学、胶南明桂

园艺场、潍坊职业学院 

伊贤贵、丁明贵、窦京海、赵

瑞英、李蒙、王贤荣 
名贵垂丝 李属    

39 20211342 2021.11.15 
缤纷园艺（中国）有限公

司 
张卫华 雪玉 大戟属    

40 20211343 2021.11.15 
缤纷园艺（中国）有限公

司 
张卫华 粉黛 大戟属    

41 20211359 2021.11.16 王文彬 王文彬 金色梦幻 乌桕属    

42 20211364 2021.11.16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王丹、马盈、王福德、赵学丽、

齐国涛、舒钰、张志强、祁永

会、程洪峰 

傲雪 杜鹃花属    

43 20211372 2021.11.17 南京农业大学 
高志红、乔玉山、倪照君、周

鹏羽 
南农细软 梅    

44 20211373 2021.11.17 南京农业大学 
高志红、倪照君、章镇、侍婷、

周鹏羽 
南农青娇 梅    

45 20211374 2021.11.17 南京农业大学 倪照君、高志红、侍婷、章镇 南农舞梅 梅    

46 20211375 2021.11.17 南京农业大学 高志红、侍婷、倪照君、章镇 南农幸韵 梅    

47 20211376 2021.11.17 重庆江小白农庄有限公司 李恒光 梅见 梅    

48 20211377 2021.11.17 王倩文 王倩文 紫焰 榉属    

49 20211378 2021.11.17 王文彬 王文彬 火焰 乌桕属    

50 20211379 2021.11.17 王文彬 王文彬 紫云 紫薇属    

51 20211380 2021.11.18 王倩文 王倩文 红袍 女贞属    

52 20211381 2021.11.18 王新留 王新留 金福 素馨属    

53 20211394 2021.11.19 
河北省洪崖山国有林场、

河北农业大学 

聂书海、董研、周苗苗、原阳

晨、庞久帅、武素然、杨敏生、

董军生、陈会敏 

冀洪槐 3号 槐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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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0211397 2021.11.1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相昆、陈新、王贵芳、许海峰、

张美勇、徐颖 
鲁康 8号 核桃属    

55 20211398 2021.11.1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张美勇、徐颖、相昆、陈新、

王贵芳、许海峰 
奇抗 1号 核桃属    

56 20211399 2021.11.1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王贵芳、陈新、许海峰、相昆、

张美勇、徐颖 
鲁康 10号 核桃属    

57 20211400 2021.11.1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费县

绿缘核桃专业合作社 

陈新、王贵芳、相昆、张美勇、

许海峰、徐颖 
鲁康 1号 核桃属    

58 20211401 2021.11.1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王贵芳、张美勇、陈新、相昆、

许海峰、徐颖 
心文 1号 核桃属    

59 20211402 2021.11.1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费县

绿缘核桃专业合作社  

陈新、相昆、王贵芳、张美勇、

徐颖、许海峰 
鲁康 9号 核桃属    

60 20211403 2021.11.19 
费县绿缘核桃专业合作

社、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许海峰、陈新、张美勇、相昆、

王贵芳、徐颖 
香丰 核桃属    

61 20211404 2021.11.19 河南农业大学 
刘震、王艳梅、耿晓东、李志、

蔡齐飞、任军战、李中福 
豫济 山桐子属    

62 20211405 2021.11.20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蓝丝球 蔷薇属    

63 20211409 2021.11.21 苏州华绚园艺有限公司 于明华、孙权、续文华、田静 涟漪 蔷薇属    

64 20211414 2021.11.22 苏州艺昆花卉有限公司 于明华、孙权、田静、续文华 绚烂 蔷薇属    

65 20211419 2021.11.2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露凝香 蔷薇属    

66 20211420 2021.11.2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心玉 蔷薇属    

67 20211421 2021.11.2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盈盈粉 蔷薇属    

68 20211423 2021.11.23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旭东、黄长兵、梁琪、李庆

魁、尹原森、张彤钰 
苏子缃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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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0211424 2021.11.23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长兵、程培蕾、苏士利、李

林芝、严陶韬、朱晓国 
秾玫层溢 蔷薇属    

70 20211425 2021.11.23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长兵、严陶韬、苏士利、程

培蕾、李林芝、娄晓鸣 
苏肖雅 蔷薇属    

71 20211426 2021.11.23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长兵、李林芝、耿晓东、王

荷、杨杰 
秾耕星语 蔷薇属    

72 20211434 2021.11.25 张彦文、赫崇文、唐日波 张彦文、赫崇文、唐日波 金红颜 红豆杉属    

73 20211436 2021.11.25 张彦文、赫崇文、唐日波 张彦文、赫崇文、唐日波 丹金 红豆杉属    

74 20211447 2021.11.30 
洛阳农林科学院、河南科

技学院 

张焕玲、何松林、姚俊巧、王

若晗、丁建兰、马卓华、马会

萍、魏春梅、王政、闫进晓、

贾文庆、高凯 

红艳凝霜 芍药属    

75 20211448 2021.11.30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园

艺研究所 
符瑞侃、杨珺 海岛佳人 叶子花属    

76 20211450 2021.12.01 
洛阳农林科学院、河南科

技学院 

马卓华、张焕玲、何松林、姚

俊巧、王若晗、丁建兰、马会

萍、魏春梅、高凯、闫进晓、

王政、贾文庆 

红粉佳人 芍药属    

77 20211451 2021.12.01 
洛阳农林科学院、洛阳师

范学院 

张焕玲、王若晗、姚俊巧、张

延召、丁建兰、马卓华、马会

萍、魏春梅、刘大兵、韩莉娟、

韩鲲、彭正峰 

花帝 芍药属    

78 20211453 2021.12.02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蹇洪英、王其刚、李树发、张

婷、王慧纯、陈敏、周宁宁、

晏慧君、邱显钦 

红尘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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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20211455 2021.12.02 
洛阳农林科学院、洛阳师

范学院 

张焕玲、姚俊巧、王若晗、张

延召、丁建兰、马会萍、魏春

梅、韩鲲、马卓华、刘大兵、

韩莉娟、彭正峰 

嫦娥奔月 芍药属    

80 20211456 2021.12.03 
酒泉市蓝翔园艺种苗有限

责任公司 
陈凤翔、蒋晓龙、陈凤娥 萌葵贝儿 向日葵属    

81 20211457 2021.12.02 

山蓝果园私人有限公司

（ Mountain Blue 

Orchards Pty Ltd.） 

雷德利·贝尔（Ridley Bell） 

蓝丽

1702(Ridley17

02) 

越桔属 

中国贸促会专

利商标事务所

有限公司 

 

82 20211459 2021.12.04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玉壶春 蔷薇属    

83 20211460 2021.12.06 

漯河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 

王玲玲、王力荣、罗大奇、朱

更瑞、杨桂梅、方伟超 
天翼绣春 桃花    

84 20211461 2021.12.06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张婷、邱显钦、王其刚、赵培

飞、黎霞、官仁杰 
萤火 绣球属    

85 20211462 2021.12.06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张婷、晏慧君、单芹丽、王其

刚、杨维 
凡凡 绣球属    

86 20211464 2021.12.06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 

陈昌文、王力荣、方伟超、朱

更瑞、曹珂、王新卫、李勇、

吴金龙、岳林国、凌国钧 

中碧红铃重 桃花    

87 20211465 2021.12.06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

科所 

刘威、罗桂杰、刘旭、周如义、

蔡卫佳、陈芬、王昊、刘博、

马丽、谭军、姜若勇、吕春华、

马柏林、孙秀红 

红舞蝶 叶子花属    

88 20211468 2021.12.0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武

佳佳 
红运来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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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0211469 2021.12.0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南北 红繁星 蔷薇属    

90 20211470 2021.12.0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武

佳佳 
鸣黄 蔷薇属    

91 20211471 2021.12.0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清泠 蔷薇属    

92 20211474 2021.12.0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武

佳佳 
锁清秋 蔷薇属    

93 20211475 2021.12.0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南

北 
轻烟 蔷薇属    

94 20211476 2021.12.0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南

北 
靛月 蔷薇属    

95 20211477 2021.12.0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环珮 蔷薇属    

96 20211478 2021.12.0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武佳

佳 
琼姿 蔷薇属    

97 20211480 2021.12.0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 蜜语 蔷薇属    

98 20211481 2021.12.08 
武汉兰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黄邦连、席奔、李家伟、申晓

彤、孙亮 
绿煤 105 芦竹属    

99 20211482 2021.12.08 
武汉兰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永博、余细俊、许磊、席奔、

王杰 
翠绿 101 芦竹属    

100 20211483 2021.12.08 
武汉兰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江苏、刘福鹏、张方静、陈

理非、崔忠银、尹金 
绿煤 104 芦竹属    

101 20211484 2021.12.08 
武汉兰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何庆梦、易浪、游永宁、祁飞

翔、刘福鹏、朱思奇 
绿煤 103 芦竹属    

102 20211485 2021.12.08 
武汉兰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晓红、郑清雷、李泊玉、詹

永康、王路为 
绿煤 101 芦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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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20211486 2021.12.09 
武汉兰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崔忠银、夏爽、尚瑀琪、苏海

宵、易浪 
斑斓 101 芦竹属    

104 20211487 2021.12.09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蹇洪英、王其刚、晏慧君、邱

显钦、周宁宁、陈敏、张婷、

李树发、王慧纯 

芳尘 蔷薇属    

105 20211488 2021.12.0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苑克俊、牛庆霖、王培久 西华 杏    

106 20211489 2021.12.0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苑克俊、牛庆霖、王培久 国华 杏    

107 20211490 2021.12.0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苑克俊、牛庆霖、王培久 金业巴丹 杏    

108 20211491 2021.12.09 
武汉兰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泊玉、黄金涛、万炜、巢成

生、何庆梦、张秀民 
绿煤 102 芦竹属    

109 20211492 2021.12.09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宇井啓修（Akinobu Ui）、石川

信（Shin Ishikawa） 

苏蓓卡

026(SuperCal0

26)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10 20211493 2021.12.09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宇井啓修（Akinobu Ui）、石川

信（Shin Ishikawa） 

苏蓓卡

018(SuperCal0

18)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11 20211494 2021.12.09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宇井啓修（Akinobu Ui）、石川

信（Shin Ishikawa） 

苏蓓卡

025(SuperCal0

25)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12 20211495 2021.12.1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

研究所、甘肃省小陇山林

业实验局林业科学研究

所、北京市植物园管理处 

王军辉、张保全、马丽娜、安

三平、欧阳芳群、王丽芳、许

娜、鲜小军、杜彦昌、贺然 

中云 4号 云杉属    

113 20211496 2021.12.10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

林业科学研究所、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

所、北京市植物园管理处 

安三平、王军辉、吕寻、王丽

芳、许娜、欧阳芳群、马丽娜、

鲜小军、杜彦昌、贺然 

中云 3号 云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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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20211497 2021.12.1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

研究所、甘肃省小陇山林

业实验局林业科学研究

所、北京市植物园管理处 

欧阳芳群、王军辉、贺然、安

三平、胡勐鸿、王丽芳、许娜、

邓军育、崔夏、李菁博 

凤尾杉 云杉属    

115 20211498 2021.12.11 
缤纷园艺（中国）有限公

司 
张卫华 烈焰 大戟属    

116 20211499 2021.12.12 
金华市奔月桂花专业合作

社、浙江农林大学 

鲍健、鲍志贤、朱光夏、鲍维、

赵宏波、肖政、董彬、杨丽媛、

方遒、钟诗蔚、王艺光 

黄绒球 木犀属    

117 20211500 2021.12.12 
金华市奔月桂花专业合作

社、浙江农林大学 

鲍健、鲍志贤、赵宏波、鲍维、

肖政、董彬、杨丽媛、方遒、

钟诗蔚、王艺光 

金蟾 木犀属    

118 20211501 2021.12.12 
金华市奔月桂花专业合作

社、浙江农林大学 

鲍志贤、张程刚、鲍健、鲍维、

赵宏波、肖政、董彬、杨丽媛、

方遒、钟诗蔚、王艺光 

香魁 木犀属    

119 20211502 2021.12.12 
浙江农林大学、金华市奔

月桂花专业合作社 

赵宏波、肖政、张程刚、董彬、

杨丽媛、方遒、钟诗蔚、王艺

光、方建设 

华灿 木犀属    

120 20211503 2021.12.13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 

王力荣、方伟超、朱更瑞、陈

昌文、曹珂、李勇、王新卫、

吴金龙、田鹏 

中碧春霞 桃花    

121 20211504 2021.12.13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 

谢景梅、朱更瑞、王力荣、方

伟超、陈昌文、曹珂、王新卫、

李勇、吴金龙 

中碧朝霞 桃花    

122 20211505 2021.12.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市升源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李永红、刘洋、景维坤、陈妙

莉、刘俊武、程泳 
胭脂朱霞 蔷薇属    

123 20211506 2021.12.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市铁汉生态景观有限公司 

李永红、徐洁华、刘洋、魏国

锋、刘俊武、景维坤 
酒红宝石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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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20211507 2021.12.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市国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李永红、刘洋、袁丽丽、曹洋、

赵峰、徐洁华 
紫霞芳华 蔷薇属    

125 20211508 2021.12.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市国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李永红、刘俊武、刘洋、程泳、

陈妙莉、景维坤 
鹏韵 蔷薇属    

126 20211509 2021.12.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市升源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李永红、景维坤、赵峰、曹洋、

刘洋、刘俊武 
红粉佳人 蔷薇属    

127 20211510 2021.12.13 
河北润丰林业科技有限公

司 

刘易超、黄印朋、张永芝、代

嵩华、陈丽英、樊彦聪、杨敏

生、王进茂、张国君、冯树香、

闫淑芳 

碧玉 榆属    

128 20211511 2021.12.13 
河北润丰林业科技有限公

司 

刘易超、黄印朋、张永芝、杨

敏生、陈丽英、樊彦聪、代嵩

华、王进茂、张国君、冯树香、

闫淑芳 

秋翠 榆属    

129 20211512 2021.12.13 
河北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

院 

黄印冉、闫淑芳、冯树香、刘

易超、王玉忠、杨敏生、张军、

张国君、代嵩华、樊彦聪、陈

丽英、董谦 

锦碧 榆属    

130 20211514 2021.12.1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飞火 蔷薇属    

131 20211515 2021.12.1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万山红霜 蔷薇属    

132 20211516 2021.12.1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万山桃粉 蔷薇属    

133 20211517 2021.12.1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莺歌 蔷薇属    

134 20211518 2021.12.1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知秋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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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20211519 2021.12.1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风荷锦 蔷薇属    

136 20211520 2021.12.1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云霓 蔷薇属    

137 20211521 2021.12.13 

荷兰西露丝花卉控股有限

公 司  (Piet Schreurs 

Holding B.V.) 

P· N· J·西露丝（ Petrus 

Nicolaas Johannes Schreurs） 

西露丝

02213(SCH0221

3)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38 20211522 2021.12.13 

荷兰西露丝花卉控股有限

公 司  (Piet Schreurs 

Holding B.V.) 

P· N· J·西露丝（ Petrus 

Nicolaas Johannes Schreurs） 

西露丝

83213(SCH8321

3)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39 20211523 2021.12.1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塚原润（Jun Tsukahara） 

美丽卡

020(BeautiCal

020)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40 20211524 2021.12.13 
田种苗株式会社（Sakata 

Seed Co., Ltd） 
宇井啓修（Akinobu Ui） 

美丽卡

021(BeautiCal

021)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41 20211525 2021.12.1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宇井啓修（Akinobu Ui） 

美丽卡

022(BeautiCal

022)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42 20211526 2021.12.1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宇井啓修（Akinobu Ui） 

美丽卡

023(BeautiCal

023)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43 20211527 2021.12.1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宇井啓修（Akinobu Ui） 

美丽卡

024(BeautiCal

024)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44 20211528 2021.12.14 
金华市奔月桂花专业合作

社、浙江农林大学 

鲍维、鲍志贤、鲍健、赵宏波、

肖政、董彬、杨丽媛、方遒、

钟诗蔚、王艺光 

华龙桂 木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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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20211530 2021.12.14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红罗女 蔷薇属    

146 20211531 2021.12.14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玉环鸣 蔷薇属    

147 20211532 2021.12.14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芳姿 蔷薇属    

148 20211533 2021.12.14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橘园 蔷薇属    

149 20211534 2021.12.14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月笼纱 蔷薇属    

150 20211535 2021.12.14 

荷兰西露丝花卉控股有限

公 司  (Piet Schreurs 

Holding B.V.) 

P· N· J·西露丝（ Petrus 

Nicolaas Johannes Schreurs） 

西露丝

84986(SCH8498

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51 20211536 2021.12.15 
缤纷园艺（中国）有限公

司 
张卫华 帝妮 大戟属    

152 20211537 2021.12.15 
缤纷（中国）园艺有限公

司 
张卫华 粉贵人 大戟属    

153 20211538 2021.12.15 
金华市奔月桂花专业合作

社、浙江农林大学  

鲍志贤、方建设、朱光夏、赵

宏波、肖政、董彬、杨丽媛、

方遒、钟诗蔚、王艺光 

胜雪 木犀属    

154 20211539 2021.12.15 
福建连天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张志勇、周美玲、谢福旺、黄

小玲、何碧珠、郑新妹、林东

升、戴艺民、林江波、林蔚、

梁金平、张川、王红梅、陈水

妹 

黄金岁月 石斛属    

155 20211540 2021.12.15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 向天歌 芍药属    

156 20211541 2021.12.15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 金带环娇 芍药属    

157 20211542 2021.12.15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 凤凰涅槃 芍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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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20211543 2021.12.15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高健洲、李秉

玲 
凌波醉 芍药属    

159 20211544 2021.12.15 浙江农林大学 
赵宏波、罗方亮、方遒、王艺

光、钟诗蔚、杨丽媛、肖政 
罗彩 33 木犀属    

160 20211545 2021.12.15 中国农业大学 
周晓锋、张常青、马超、高俊

平、马男、孙小明 
火狐 蔷薇属    

161 20211546 2021.12.15 浙江农林大学 

方遒、罗方亮、赵宏波、董彬、

钟诗蔚、杨丽媛、王艺光、肖

政 

罗彩 37 木犀属    

162 20211547 2021.12.15 
泰安市泰山林业科学研究

院 

孙阳阳、张继亮、张文越、王

晓英 
美红 核桃属    

163 20211548 2021.12.15 中国农业大学 
周晓锋、马男、高俊平、张常

青、孙小明、马超 
雨滴 蔷薇属    

164 20211549 2021.12.15 
泰安市泰山林业科学研究

院 

张继亮、孙阳阳、张文越、王

晓英 
林红 核桃属    

165 20211550 2021.12.15 浙江农林大学 

王艺光、罗方亮、方遒、董彬、

钟诗蔚、杨丽媛、赵宏波、肖

政 

罗彩 56 木犀属    

166 20211551 2021.12.15 浙江农林大学 

钟诗蔚、罗方亮、方遒、董彬、

赵宏波、杨丽媛、王艺光、肖

政 

罗彩 57 木犀属    

167 20211552 2021.12.15 

荷兰西露丝花卉控股有限

公 司  (Piet Schreurs 

Holding B.V.) 

P· N· J·西露丝（ Petrus 

Nicolaas Johannes Schreurs） 

西露丝

80239(SCH8023

9)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68 20211553 2021.12.15 

荷兰西露丝花卉控股有限

公 司  (Piet Schreurs 

Holding B.V.) 

P· N· J·西露丝（ Petrus 

Nicolaas Johannes Schreurs） 

西露丝

88111(SCH8811

1)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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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20211554 2021.12.15 

荷兰西露丝花卉控股有限

公 司  (Piet Schreurs 

Holding B.V.) 

P· N· J·西露丝（ Petrus 

Nicolaas Johannes Schreurs） 

西露丝

88428(SCH8842

8)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70 20211555 2021.12.15 

荷兰西露丝花卉控股有限

公 司  (Piet Schreurs 

Holding B.V.) 

P· N· J·西露丝（ Petrus 

Nicolaas Johannes Schreurs） 

西露丝

88433(SCH8843

3)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71 20211556 2021.12.16 上海师范大学 明凤、李威、宋子涵 迅兰 蝴蝶兰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172 20211557 2021.12.16 上海师范大学 明凤、李威、宋子涵 飞兰 蝴蝶兰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173 20211558 2021.12.16 上海师范大学  明凤、李威、宋子涵 繁兰 蝴蝶兰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174 20211560 2021.12.16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高健洲、李秉

玲 
笑春风 芍药属    

175 20211561 2021.12.16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高健洲、李秉

玲 
欢妍 芍药属    

176 20211562 2021.12.16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高健洲、李秉

玲 
笑靥 芍药属    

177 20211563 2021.12.16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高健洲、李秉

玲 
染芳腮 芍药属    

178 20211564 2021.12.16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高健洲、李秉

玲 
仰望星空 芍药属    

179 20211565 2021.12.16 北京林业大学 
高健洲、刘燕、刘爱青、李秉

玲 
豆蔻 芍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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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20211566 2021.12.16 北京林业大学 
李秉玲、刘燕、刘爱青、高健

洲 
粉蓝娇娃 芍药属    

181 20211567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平湖秋月 蔷薇属    

182 20211568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屈佳

翼 
云梦 蔷薇属    

183 20211569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艳妆 蔷薇属    

184 20211570 2021.12.17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张颢、张婷、蹇洪英、王波、

晏慧君 
暖暖 绣球属    

185 20211571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珊瑚台 蔷薇属    

186 20211572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蓉舟 蔷薇属    

187 20211573 2021.12.17 

比萨贸易有限公司（Bisa 

Trading Pty Ltd.）、普卢

努斯皮尔斯卡有限公司 

（ Prunus Persica Pty 

Ltd.) ） 

文森特·安德鲁·大卫·马萨

迪斯（Vincent Andrew David 

Mazzardis） 

伊比

123(EB123) 
越桔属 

北京路浩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88 20211574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渔歌 蔷薇属    

189 20211575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掬水月 蔷薇属    

190 20211576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阑珊 蔷薇属    

191 20211577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粉妍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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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20211578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粉繁星 蔷薇属    

193 20211579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婉然 蔷薇属    

194 20211580 2021.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金

赟 
杏花雨 蔷薇属    

195 20211581 2021.12.17 中国农业大学 
马男、孙小明、马超、张常青、

高俊平、周晓锋 
冬日 蔷薇属    

196 20211582 2021.12.1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南北 绯颜 蔷薇属    

197 20211583 2021.12.1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李

玲 
霞晖 蔷薇属    

198 20211584 2021.12.1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李

玲 
采莲女 蔷薇属    

199 20211585 2021.12.18 北京林业大学 
刘燕、刘爱青、高健洲、李秉

玲 
粉蓝菊韵 芍药属    

200 20211586 2021.12.1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武佳

佳 
朱砂碗 蔷薇属    

201 20211587 2021.12.1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李

玲 
云开 蔷薇属    

202 20211588 2021.12.1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武佳

佳 
千岛风情 蔷薇属    

203 20211589 2021.12.1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武佳

佳 
万山红遍 蔷薇属    

204 20211590 2021.12.1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涵仙 蔷薇属    

205 20211594 2021.12.20 中国农业大学 
周晓锋、高俊平、马男、马超、

孙小明、张常青 
蕾丝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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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20211595 2021.12.20 浙江农林大学 

肖政、罗方亮、方遒、董彬、

钟诗蔚、杨丽媛、王艺光、赵

宏波 

罗彩 79 木犀属    

207 20211596 2021.12.20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

树研究所 

李玉生、陈龙、吴永杰、程和

禾、李友刚、郭勇、吴雅琴、

赵艳华 

冀 C47 李属    

208 20211597 2021.12.20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

树研究所 

陈龙、李玉生、程和禾、吴永

杰、吴雅琴、赵艳华、李友刚、

郭勇 

冀 C63 李属    

209 20211603 2021.12.2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

院、北京瑰谷园艺科技有

限公司 

张西西、樊德新、常艳娥、鄢

志刚、张春和、赵世伟 
断翼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10 20211604 2021.12.2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

院、北京瑰谷园艺科技有

限公司 

张西西、樊德新、常艳娥、鄢

志刚、张春和、赵世伟 
红妆素裹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11 20211605 2021.12.21 北京林业大学 
高亦珂、李丛丛、肖建花、王

鑫姿、张启翔 
森蝶 鸢尾属    

212 20211606 2021.12.21 北京林业大学 
高亦珂、肖建花、李丛丛、王

鑫姿、张启翔 
花蝴蝶 鸢尾属    

213 20211607 2021.12.21 北京林业大学 
高亦珂、李丛丛、肖建花、王

鑫姿、张启翔 
蝴蝶飞 鸢尾属    

214 20211608 2021.12.21 北京林业大学 
高亦珂、李丛丛、肖建花、张

含笑、张启翔 
树蝴蝶 鸢尾属    

215 20211609 2021.12.21 北京林业大学 
高亦珂、李丛丛、肖建花、王

鑫姿、张启翔 
梦蝶 鸢尾属    

216 20211610 2021.12.21 北京林业大学 
高亦珂、李丛丛、肖建花、张

含笑、张启翔 
丛蝶 鸢尾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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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20211611 2021.12.21 北京林业大学 
高亦珂、李丛丛、肖建花、王

鑫姿、张启翔 
彩蝶 鸢尾属    

218 20211612 2021.12.22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园

艺研究所 
杨珺、符瑞侃 海岛红心 叶子花属    

219 20211613 2021.12.22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园

艺研究所 
符瑞侃、杨珺 海岛红韵 叶子花属    

220 20211614 2021.12.22 刘向楠 刘向楠 承苍一号 苍术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21 20211616 2021.12.2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南北 月影 蔷薇属    

222 20211617 2021.12.2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

带林业研究所、贵州鸿发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汪阳东、陈益存、杨安仁、高

暝、吴立文、赵耘霄、田晓堃、

许杰、袁旭 

亚鸿 1号 油桐属 

杭州富阳亚热

带植物新品种

权事务所 

 

223 20211618 2021.12.2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

带林业研究所、贵州鸿发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汪阳东、陈益存、杨安仁、高

暝、吴立文、赵耘霄、田晓堃、

许杰、袁旭 

秀桐 油桐属 

杭州富阳亚热

带植物新品种

权事务所 

 

224 20211619 2021.12.2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

带林业研究所、贵州鸿发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陈益存、汪阳东、杨安仁、高

暝、赵耘霄、吴立文、田晓堃、

许杰、袁旭 

科砧 1号 油桐属 

杭州富阳亚热

带植物新品种

权事务所 

 

225 20211620 2021.12.23 
菏泽市城市管理事业发展

中心 

刘爱青、洪爱英、王振江、张

贵敏 
大放异彩 芍药属    

226 20211621 2021.12.23 

迪瑞特知识产权公司（De 

Rui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V.） 

汉克.德.格罗特 (H.C.A. de 

Groot)    

瑞可

2032B(RUICO20

32B)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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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20211622 2021.12.2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塚原润（Jun Tsukahara） 

苏蓓卡

027(SuperCal0

27)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28 20211623 2021.12.2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塚原润（Jun Tsukahara） 

苏蓓卡

028(SuperCal0

28)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29 20211624 2021.12.2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塚原润（Jun Tsukahara） 

苏蓓卡

031(SuperCal0

31)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30 20211625 2021.12.2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塚原润（Jun Tsukahara） 

美丽卡

029(BeautiCal

029)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31 20211626 2021.12.2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塚原润（Jun Tsukahara） 

美丽卡

030(BeautiCal

030)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32 20211627 2021.12.23 
坂 田 种 苗 株 式 会 社

（Sakata Seed Co., Ltd） 
塚原润（Jun Tsukahara） 

美丽卡

032(BeautiCal

032) 

舞春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33 20211628 2021.12.23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袁媛、马庆、姜波、谢文波、

谢旭桃、张洪胜、华中一、曾

烨、黄煜权、叶姿、韩正洲、

刘晖晖、李晓琳、赵玉洋、周

骏辉 

999华香 01 九里香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234 20211629 2021.12.23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袁媛、谢文波、姜波、马庆、

谢旭桃、张洪胜、华中一、曾

烨、黄煜权、叶姿、韩正洲、

刘晖晖、李晓琳、赵玉洋、周

骏辉 

999华香 02 九里香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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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20211630 2021.12.23 

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花椒

研究所、陇南市武都区金

权花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 

曹永红、杨建雷、郭立新、林

云、武衡、吕瑞娥、张春回、

张聚会 

陇研 2号 花椒属    

236 20211631 2021.12.24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

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温放、韦毅刚、符龙飞、辛子

兵 
紫月 

报春苣苔

属 
   

237 20211632 2021.12.24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安利（中国）植物

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姜燕琴、董刚强、田亮亮、蒋

佳峰、曾其龙、韦继光、刘梦

溪、於虹 

超越 2号 越桔属    

238 20211633 2021.12.24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安利（中国）植物

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於虹、韦继光、姜燕琴、蒋佳

峰、刘凉琴、曾其龙、杨奕如、

董刚强 

超越 3号 越桔属    

239 20211634 2021.12.24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安利（中国）植物

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曾其龙、姜燕琴、刘凉琴、田

亮亮、韦继光、葛春峰、董刚

强、於虹 

超越 4号 越桔属    

240 20211635 2021.12.24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李

玲 
金铃 蔷薇属    

241 20211636 2021.12.24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金赟 栀柔 蔷薇属    

242 20211637 2021.12.24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南

北 
银背胭脂 蔷薇属    

243 20211638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南北 羞涩 蔷薇属    

244 20211639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南北、金赟 双黛 蔷薇属    

245 20211640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南

北 
流霞 蔷薇属    



24 

 

246 20211641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南

北 
旌旗红 蔷薇属    

247 20211642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南

北 
火玲珑 蔷薇属    

248 20211643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南

北 
虹影 蔷薇属    

249 20211644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南

北 
橙繁星 蔷薇属    

250 20211645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朝阳红 蔷薇属    

251 20211646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似锦 蔷薇属    

252 20211647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锦瑟 蔷薇属    

253 20211648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霜红 蔷薇属    

254 20211649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缥缈 蔷薇属    

255 20211650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南北 南湖薪火 蔷薇属    

256 20211651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南北 彤霞 蔷薇属    

257 20211652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南北 妍姿 蔷薇属    

258 20211653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南北 华池 蔷薇属    

259 20211654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南北 青霜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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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20211655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南北 和娇 蔷薇属    

261 20211656 2021.12.25 

陇南祥和金权农业有限公

司、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

花椒研究所 

曹永红、张小惠、任苗、王勃、

杨小江、杨建雷、张春回、刘

岁芳 

金权串串红 花椒属    

262 20211657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南北 旭日高升 蔷薇属    

263 20211658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花想容 蔷薇属    

264 20211659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武

佳佳 
惊鸿 蔷薇属    

265 20211660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云锦 蔷薇属    

266 20211661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疏影 蔷薇属    

267 20211662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凝脂 蔷薇属    

268 20211663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一点凝烟 蔷薇属    

269 20211664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红焰 蔷薇属    

270 20211665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红缀银盘 蔷薇属    

271 20211666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流萤 蔷薇属    

272 20211667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南北 飞萤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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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20211668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南北 夜光杯 蔷薇属    

274 20211669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南北 清寒 蔷薇属    

275 20211670 2021.12.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屈

佳翼 
粉宝珠 蔷薇属    

276 20211672 2021.12.27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

究院 

黄印冉、樊彦聪、陈丽英、冯

树香、刘易超、闫淑芳、董谦 
彩虹 桦木属    

277 20211674 2021.12.27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尹燕雷、冯立娟、张汉修、张

锦超、杨雪梅、唐海霞、王增

辉、王菲、安萌萌 

黛丹 1号 石榴属    

278 20211675 2021.12.27 

淄博锦川河富硒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山东省果树研

究所 

张锦超、尹燕雷、张汉修、冯

立娟、杨雪梅、唐海霞、王增

辉、安萌萌、王菲 

黛丹 4号 石榴属    

279 20211676 2021.12.27 滨州学院 董林水、宋爱云 红霜 蔷薇属    

280 20211677 2021.12.27 
四川农业大学、成都市花

木技术服务中心 

贾茵、张彤、潘远智、姜贝贝、

张潇、侯利钦、陆思羽 
飞羽 报春花属    

281 20211679 2021.12.28 

淄博锦川河富硒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山东省果树研

究所 

张汉修、尹燕雷、张锦超、冯

立娟、杨雪梅、唐海霞、王增

辉、王菲、安萌萌 

黛丹 2号 石榴属    

282 20211680 2021.12.28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冯立娟、尹燕雷、张汉修、张

锦超、杨雪梅、唐海霞、王增

辉、王菲、安萌萌 

黛丹 8号 石榴属    

283 20211681 2021.12.28 
安徽野景农林科技有限公

司 
洪先友 舒映 3号 杜鹃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84 20211682 2021.12.28 
安徽野景农林科技有限公

司 
洪先友 舒映 2号 杜鹃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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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20211683 2021.12.29 
南京扬子茉莉谷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南京林业大学 

王继华、喻方圆、陈晨、黄博

帆、刘泽茂 
浅霜 安息香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286 20211684 2021.12.29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原海燕、刘清泉、张永侠、王

银杰 
粉红知己 鸢尾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87 20211685 2021.12.29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张永侠、王银杰、原海燕、刘

清泉 
流火 鸢尾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88 20220004 2022.01.02 

国际竹藤中心、彝良县林

业和草原局、西南林业大

学 

高健、黎芸榜、孙茂盛 钟鸣毛方 方竹属    

289 20220005 2022.01.03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原海燕、刘清泉、张永侠、王

银杰 
鸣莺 鸢尾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90 20220006 2022.01.03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原海燕、刘清泉、张永侠、王

银杰 
窈窕淑女 鸢尾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91 20220009 2022.01.04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杨俊强、申仲妹、陈红玉、马

光跃、梁燕平、隋建社 
龙冬 1号 枣属    

292 20220010 2022.01.05 

国际竹藤中心、西南林业

大学、彝良县林业和草原

局 

高健、孙茂盛、黎芸榜 紫方 方竹属    

293 20220011 2022.01.05 

国际竹藤中心、西南林业

大学、彝良县林业和草原

局 

高健、孙茂盛、黎芸榜 小草坝 2号 方竹属    

294 20220012 2022.01.05 

国际竹藤中心、彝良县林

业和草原局、西南林业大

学 

高健、黎芸榜、孙茂盛 小草坝 3号 方竹属    

295 20220013 2022.01.05 

西南林业大学、国际竹藤

中心、彝良县林业和草原

局 

孙茂盛、高健、黎芸榜 三合大方 方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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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20220014 2022.01.05 

西南林业大学、国际竹藤

中心、彝良县林业和草原

局 

孙茂盛、高健、黎芸榜 三合黑方 方竹属    

297 20220015 2022.01.05 

西南林业大学、彝良县林

业和草原局、国际竹藤中

心 

孙茂盛、黎芸榜、高健 小草坝 4号 方竹属    

298 20220016 2022.01.05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唐开学、王其刚、张颢、晏慧

君、王丽花、邱显钦、蹇洪英、

周宁宁、陈敏 

红船 蔷薇属    

299 20220017 2022.01.05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磐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磐安县农家缘香榧专

业合作社 

李海波、陈红星、陈友吾、叶

碧欢、黄少平、傅志华、马苗

岳 

磐贡榧 榧树属    

300 20220018 2022.01.05 

磐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磐安县农家缘香榧专

业合作社 

陈红星、李海波、宋其岩、叶

碧欢、黄少平、徐晓锋、傅志

华、李秋龙 

磐卷榧 榧树属    

301 20220019 2022.01.05 
泰安市泰山林业科学研究

院、谢立峰 

张继亮、谢立峰、董延国、孙

阳阳、张加才、高辉彬 
林沂早 栗属    

302 20220020 2022.01.0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汪庆、王淑安、王鹏、杨如同、

李亚、吕芬妮、李素梅、高露

璐、李林芳 

金福秋画 紫薇属    

303 20220021 2022.01.0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李素梅、王淑安、李亚、王鹏、

杨如同、高露璐、吕芬妮、李

林芳、汪庆 

金福乔 紫薇属    

304 20220022 2022.01.0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王淑安、王鹏、李亚、李素梅、

李林芳、吕芬妮、汪庆、高露

璐、杨如同 

金福金灿 紫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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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20220023 2022.01.0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王鹏、王淑安、吕芬妮、李亚、

李林芳、李素梅、高露璐、杨

如同、汪庆 

金姬 紫薇属    

306 20220024 2022.01.0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杨如同、王淑安、王鹏、李亚、

高露璐、李林芳、吕芬妮、李

素梅、汪庆 

秋炫 紫薇属    

307 20220025 2022.01.0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吕芬妮、王淑安、王鹏、李亚、

杨如同、李林芳、李素梅、高

露璐、汪庆 

矮冠粉 紫薇属    

308 20220026 2022.01.06 陈时金 陈时金、史御 降凰妃 黄檀属 
北京卉林科技

有限公司 
 

309 20220027 2022.01.06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晏慧君、王其刚、张颢、邱显

钦、唐开学、蹇洪英、周宁宁、

陈敏 

白色多梦 蔷薇属    

310 20220028 2022.01.06 
成县大路光核桃科技示范

园 

杨永平、胡永辉、李海燕、李

红霞、杜文涛、武涛涛、王卫

东、高正仁 

硕香 1号 核桃属    

311 20220035 2022.01.10 
酒泉市蓝翔园艺种苗有限

责任公司 
周凤霞、马慧琴、郭海辉 鱼子酱 蓍属    

312 20220038 2022.01.1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王其刚、晏慧君、蹇洪英、邱

显钦、周宁宁、陈敏 
蜜汁 蔷薇属    

313 20220039 2022.01.11 
酒泉市蓝翔园艺种苗有限

责任公司 
蒋晓龙、王蔚学、于永川 怡悠 鼠尾草属    

314 20220045 2022.01.12 
多盟集团公司（Dümmen 

Group  B.V.） 

西尔万•卡穆斯塔（ Silvan 

Kamstra） 

多盟格拉默

(Doroglamo)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11.23云南

省昆明市；

2021.06.12肯尼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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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20220046 2022.01.12 
多盟集团公司（Dümmen 

Group  B.V.） 

西尔万•卡穆斯塔（ Silvan 

Kamstra） 

多盟荷丽耶

(Dorohelyel)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04.15云南

省昆明市 

316 20220047 2022.01.12 
多盟集团公司（Dümmen 

Group  B.V.） 

西尔万•卡穆斯塔（ Silvan 

Kamstra） 

多盟茉塔莫

(Doromomtum)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11.23云南

省昆明市；

2019.09.19巴西 

317 20220050 2022.01.14 中山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李培凤 缤纷 190 白鹤芋属    

318 20220051 2022.01.14 中山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李培凤 缤纷 019 白鹤芋属    

319 20220052 2022.01.14 中山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李培凤 缤纷 131 白鹤芋属    

320 20220053 2022.01.14 中山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李培凤 缤纷 127 白鹤芋属    

321 20220054 2022.01.14 中山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李培凤 缤纷 087 白鹤芋属    

322 20220055 2022.01.15 
酒泉市蓝翔园艺种苗有限

责任公司 

张思成、郭海辉、陈凤娥、蒋

晓龙 
红翔 红豆属    

323 20220056 2022.01.17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      

何琼、乔丽婷、曹荣根、倪功、

王江兵、田连通 
开心宝贝 蔷薇属    

324 20220057 2022.01.1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新宁

县基伟红豆杉种植专业合

作社 

曹基武、曹基伟、刘木胜 湘林紫霞 含笑属    

325 20220058 2022.01.1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新宁

县基伟红豆杉种植专业合

作社 

曹基武、曹基伟、刘木胜 湘林紫韵 含笑属    

326 20220059 2022.01.17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    

乔丽婷、何琼、曹荣根、倪功、

王江兵、田连通 
神奇宝贝 蔷薇属    

327 20220062 2022.01.17 中山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李培凤 缤纷 133 白鹤芋属    

328 20220064 2022.01.17 
多盟集团公司（Dümmen 

Group  B.V.） 
菲利普•威斯（Philippe Veys） 

多盟拉特瓦

(Dorolatvi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1 

 

329 20220065 2022.01.17 
多盟集团公司（Dümmen 

Group  B.V.） 
菲利普•威斯（Philippe Veys） 

多盟斯尔苹

(Dorosilpi)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04.13云南

省昆明市；

2019.04.19德国 

330 20220066 2022.01.17 
多盟集团公司（Dümmen 

Group  B.V.） 

西尔万•卡穆斯塔（ Silvan 

Kamstra） 

多盟斯尔桑

(Dorosilsun)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04.13云南

省昆明市 

331 20220067 2022.01.17 

四川省植物工程研究院、

汉源县农业农村局、四川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龚霞、曾攀、罗成荣、王海峰、

唐亚、吴银明、胡文、王雪强、

陈政、温铿、李佩洪、张艳 

蜀椒 3号 花椒属    

332 20220068 2022.01.17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园

艺研究所 
杨珺、符瑞侃 粉扇 叶子花属    

333 20220069 2022.01.17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昌邑海棠苗木专业合作

社、昌邑市林业发展中心  

囤兴建、许景伟、胡丁猛、王

立辉、姚兴海、王清华、李宗

泰、朱升祥、刘浦孝、王孟筱、

张乐民、刘海燕、张乐吉 

云润 苹果属    

334 20220070 2022.01.17 

昌邑海棠苗木专业合作

社、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昌邑市林业发展中心 

姚兴海、王立辉、囤兴建、胡

丁猛、陈俊强、许景伟、王清

华、朱升祥、明建芹、刘浦孝、

刘湘、庞友俊 

红润 苹果属    

335 20220071 2022.01.17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昌邑海棠苗木专业合作

社、昌邑市林业发展中心 

王立辉、许景伟、程鸿雁、囤

兴建、胡丁猛、李宗泰、王清

华、姚兴海、朱升祥、明建芹、

王孟筱、王忠英 

红悄 苹果属    

336 20220072 2022.01.17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昌邑海棠苗木专业合作

社、昌邑市林业发展中心 

胡丁猛、陈俊强、刘海燕、王

立辉、囤兴建、许景伟、王清

华、李宗泰、朱升祥、王霞、

明建芹、刘浦孝、耿宗琴 

娇红 苹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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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20220075 2022.01.1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新宁

县基伟红豆杉种植专业合

作社 

曹基武、曹基伟、刘木胜 湘林紫怡 含笑属    

338 20220076 2022.01.1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新宁

县基伟红豆杉种植专业合

作社 

曹基武、曹基伟、刘木胜 湘林紫丹 含笑属    

339 20220082 2022.01.18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

研究所、孙叶、袁媛 

孙叶、袁媛、马辉、刘春贵、

刘红、魏晓羽、张甜 
云霞 鸢尾属    

340 20220084 2022.01.18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园

艺研究所 
杨珺、符瑞侃 海岛春晓 叶子花属    

341 20220088 2022.01.19 

四川省植物工程研究院、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四川农业大学 

吴银明、龚霞、曾攀、罗成荣、

龚伟、王海峰、李佩洪、陈政、

杜洪俊、张艳、唐亚、温铿、

朱艳 

蜀椒 4号 花椒属    

342 20220098 2022.01.19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

研究所、孙叶、魏晓羽 

孙叶、魏晓羽、张甜、刘春贵、

袁媛、刘红、马辉 
花火 鸢尾属    

343 20220099 2022.01.19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

研究所、孙叶、刘春贵 

孙叶、刘春贵、刘红、袁媛、

魏晓羽、张甜、马辉 
水狮子 鸢尾属    

344 20220100 2022.01.20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王亚玲、冯胜利、冯瑞生、叶

卫、樊璐 
大唐兰馨 木兰属    

345 20220101 2022.01.20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冯胜利、王亚玲、冯瑞生、叶

卫、樊璐 
大唐绿地 木兰属    

346 20220106 2022.01.2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

林研究所 

刘攀峰、杜庆鑫、王璐、杜红

岩、杜兰英、孙志强、朱景乐、

庆军、何凤 

红丝绵 杜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