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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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029 2022.01.07 
龙岩育斯阁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福建农林大学 

陈日明、彭东辉、周小琴、刘

舒雅、康阳、周育真、刘钰颖、

孙佳婷 

五福临门 兰属     

2 20220030 2022.01.07 
龙岩育斯阁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福建农林大学 

陈日明、彭东辉、刘舒雅、周

小琴、康阳、赵凯、涂松、石

晓玲 

含玉 兰属     

3 20220031 2022.01.07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农林大学 

饶小琼、彭东辉、饶春荣、周

育真、艾叶、谢福旺、傅春梅、

李甜甜 

彩云 兰属     

4 20220032 2022.01.07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农林大学 

饶春荣、彭东辉、饶小琼、翟

俊文、蔡黄河、余洁、艾叶、

周育真 

花蝴蝶 兰属     

5 20220033 2022.01.07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农林大学 

饶小琼、彭东辉、周育真、饶

芳琼、赵凯、黄艳、饶春荣、

孙佳婷 

冠豸麒麟 兰属     

6 20220034 2022.01.07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农林大学 

饶春荣、彭东辉、赵凯、蔡黄

河、吴沙沙、黄艳、饶小琼、

饶芳琼 

冠豸仙子 兰属     

7 20220037 2022.01.10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农林大学 

饶芳琼、彭东辉、周育真、饶

小琼、吴沙沙、饶春荣、傅春

梅、赵凯 

白玉素蝶 兰属     

8 20220041 2022.01.12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农林大学 

饶小琼、彭东辉、黄艳、饶芳

琼、傅春梅、饶春荣、翟俊文、

石晓玲 

四季仙子 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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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0102 2022.01.21 
南京蛙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郭兰萍、张燕、冯黎、武明哲、

薛明宇、刘规平、汪国安、张

成才 

郁岗 苍术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10 20220103 2022.01.21 
南京蛙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郭兰萍、张燕、向增旭、冯黎、

武明哲、薛明宇、马良才、王

波、王照福、肖龙 

郁岗 1号 苍术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11 20220112 202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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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格

3046B(RUICG30

46B)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2.01.10云南

省昆明市 

12 20220211 2022.03.13 
成县兴丰农林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胡继周、唐永东、王明霞、胡

永辉、王一峰、王亚茜、唐晓

娟、李海燕、朱福民、王保平、

张克生、车明轩、李唯、张守

珍、郭兴贵、郭社旗、牛军辉、

刚文辉、张艳霞、王淑芳 

陇核 5号 核桃属     

13 20220214 2022.03.15 萍乡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刘江华、李江、唐忠炳、刘剑

锋、陈娟、谢宜飞、华小菊、

李炳忠 

满堂彩 越桔属     

14 20220230 2022.03.18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东

门林场 

邱炳发、王建忠、白卫国、刘

正兴、马忠才、唐再生、覃林

波、张磊、蒋兴成、赵英伟 

东桉 1号 桉属     

15 20220232 2022.03.20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东

门林场 

陆珍先、熊涛、魏国余、王建

忠、李霞、刘金炽、赵英伟、

李丽芳、费晓云、俸荣娣 

东桉 2号 桉属     

16 20220233 2022.03.20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东

门林场 

兰俊、张磊、李大华、蒋兴成、

马忠才、王建忠、刘金炽、熊

涛、李丽芳、彭智邦 

东桉 3号 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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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20237 2022.03.23 
云南西露斯园艺有限公

司 
杨佳、普贵飞、陶辉、毕凯 

西露丝

SRY02234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8 20220241 2022.03.24 
彝良县林业和草原局、国

际竹藤中心 
黎芸榜、高健、黄启贵 三合龙方 方竹属     

19 20220243 2022.03.24 
宁波二淘铁线莲农业有

限公司 

孙同冰、王豪、陆云峰、王建

军、严春风、沈波、倪建刚、

刘志高、邵伟丽 

玉兔 铁线莲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 20220244 2022.03.24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黄旭光、杨思霞、陆炎松、阮

俊、秦玲、黄爱玲 
粉霞 木槿属     

21 20220245 2022.03.25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黄旭光、杨思霞、秦玲、王卫

南、阮俊、霍行 
珠玑 木槿属     

22 20220246 2022.03.25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杨思霞、黄旭光、阮俊、姜立

甫、黄丽丹、陆炎松 
红丝绒 木槿属     

23 20220247 2022.03.25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杨思霞、王卫南、廖志兵、黄

旭富 
缀明珠 木槿属     

24 20220248 2022.03.25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黄旭光、杨思霞、黄宇寒、黄

旭富、阮俊、罗恩波 
烟雨 木槿属     

25 20220249 2022.03.25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黄旭光、陆炎松、杨思霞、赵

建文、阮俊 
白雾红尘 木槿属     

26 20220250 2022.03.25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黄旭光、杨思霞、陆炎松、黄

爱玲、黄旭富、黄英群 
夜阑珊 木槿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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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220251 2022.03.25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陆炎松、杨思霞、霍行、黄旭

光、阮俊、孙利娜 
芸然 木槿属     

28 20220252 2022.03.25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黄旭光、杨思霞、陆炎松、阮

俊 
绯衣 木槿属     

29 20220268 2022.03.29 

广西槿汇岭南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南宁市园林科

研所 

黄旭光、陆炎松、杨思霞、黄

旭富、赵建文、黄宇寒 
沁雪 木槿属     

30 20220269 2022.03.30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佛山市林业

科学研究所（佛山植物

园）、肇庆棕榈谷花园有

限公司 

殷爱华、黎艳玲、万利鑫、玄

祖迎、柯欢、侯文卿、刘信凯、

黄万坚、钟乃盛、叶琦君 

四季魔幻 山茶属     

31 20220270 2022.03.30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侯文卿、钟乃盛、黎艳玲、刘

信凯、周明顺、周敏中、叶琦

君 

玲珑黑妹 山茶属     

32 20220271 2022.03.31 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彩虹布丁 蔷薇属     

33 20220272 2022.03.31 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秋日灵感 蔷薇属     

34 20220273 2022.03.30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佛山市林

业科学研究所（佛山植物

园） 

张学平、李鑫、刘信凯、侯文

卿、胡羡聪、高继银、赵鸿杰、

殷爱华、钟乃盛、黎艳玲、叶

琦君 

祖庙雕刻 山茶属     

35 20220274 2022.03.31 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红运 蔷薇属   
2021.09.01云南

省昆明市 

36 20220275 2022.03.31 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维密花园 蔷薇属     

37 20220276 2022.03.31 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皇后美人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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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220277 2022.03.31 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星橙美人 蔷薇属     

39 20220278 202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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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心宝贝 蔷薇属     

40 20220279 2022.04.01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黎艳玲、周明顺、邓小琴、吴

文诗、叶琦君、冯骥、李维全、

钟乃盛、刘信凯 

红龙舞天 山茶属     

41 20220280 2022.04.01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佛山市林业

科学研究所（佛山植物

园）、肇庆棕榈谷花园有

限公司 

赵鸿杰、陈杰、冯骥、侯文卿、

李鑫、刘信凯、万利鑫、黄万

坚、钟乃盛、叶琦君、黎艳玲 

跨界红女 山茶属     

42 20220283 2022.04.01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黄万坚、周敏中、冯骥、刘信

凯、邓小琴、李维全、高继银、

钟乃盛、叶琦君、黎艳玲 

四季出彩 山茶属     

43 20220284 2022.04.01 

肇庆棕榈谷花园有限公

司、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黄万坚、叶冰、彭逢惠、吴文

诗、刘信凯、李维全、黎艳玲、

高继银、钟乃盛、叶琦君 

满堂喝彩 山茶属     

44 20220285 2022.04.01 

肇庆棕榈谷花园有限公

司、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黄万坚、钟乃盛、刘信凯、侯

文卿、黎艳玲、高继银、叶琦

君 

汉森之悦 山茶属     

45 20220286 2022.04.02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 

王连祥、郑守如、张永珊、杨

涌、谷传彦、李思同、任庆国、

程亮、韩金龙 

菏芍 1号 芍药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46 20220287 2022.04.02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 

王连祥、郑守如、张永珊、杨

涌、任庆国、李思同、谷传彦、

程亮、吕令华 

菏芍 2号 芍药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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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0220288 2022.04.02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 

王连祥、郑守如、张永珊、杨

涌、任庆国、谷传彦、李思同、

程亮、吕令华、赵鹏 

菏芍 3号 芍药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48 20220291 2022.04.03 南京林业大学 
刘国华、王福升、林树燕、丁

雨龙、刘昌来 
金方 10号 方竹属     

49 20220292 2022.04.03 南京林业大学 
刘国华、丁雨龙、王福升、林

树燕、刘昌来 
金方 9号 方竹属     

50 20220295 2022.04.05 
沭阳县贝迪园艺有限公

司 
景世君 断翼天使 叶子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51 20220296 2022.04.06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沈植国、丁鑫、王志刚、程建

明、孙萌、汤正辉、王冉、沈

希辉、李会宽 

金晕波皱 腊梅     

52 20220300 2022.04.06 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胡明飞、刘天平、卢燕 天之娇女 蔷薇属     

53 20220302 2022.04.06 
沭阳县贝迪园艺有限公

司 
景世君 海月 叶子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54 20220303 2022.04.07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御梅苑实业有限公

司 

沈植国、丁鑫、卫发兴、王安

亭、王冉、沈希辉、石楠、石

发良、汪世忠 

卷帘红心 腊梅     

55 20220304 2022.04.07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御梅苑实业有限公

司 

丁鑫、沈植国、卫发兴、孙萌、

程建明、石楠、石发良、汤正

辉、李会宽 

玉晕波皱 腊梅     

56 20220305 2022.04.07 
宁波二淘铁线莲农业有

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 

孙同冰、刘志高、邵伟丽、王

豪、陆云峰、王建军、严春风、

沈波、倪建刚 

水彩碗 铁线莲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57 20220306 2022.04.07 
宁波二淘铁线莲农业有

限公司 

孙同冰、倪建刚、王豪、陆云

峰、王建军、严春风、沈波 
秦妞 铁线莲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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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220307 2022.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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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宝贝 蔷薇属     

59 20220309 202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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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97(SCH7439

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2.04.05云南

省昆明市；

2016.04.18肯尼

亚 

60 20220310 202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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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81(SCH8608

1)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07.31德国 

61 20220311 202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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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93(SCH8629

3)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11.02荷兰 

62 20220315 2022.04.08 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胡明飞、刘天平、卢燕 小桃红 蔷薇属     

63 20220318 202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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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52(SCH8775

2)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09.22瑞士 

64 20220319 202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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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21(SCH8842

1)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8.03.28荷兰 

65 20220320 2022.04.11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乔丽婷、何琼、倪功、曹荣根、

田连通、王江兵 
心仪宝贝 蔷薇属     

66 20220321 2022.04.11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林玮捷、王珉、阙平、胡坚平、

林荣光、王雪梅 
落霞映日 李属     

67 20220322 2022.04.11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公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44516(IPT144

5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1.01.01肯尼

亚 



9 
 

68 20220324 2022.04.11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公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69218(IPT169

218)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69 20220325 2022.04.11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公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87115(IPT187

115)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1.01.01肯尼

亚 

70 20220326 2022.04.11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公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88917(IPT188

9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71 20220327 2022.04.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

学院 

张自斌、邓杰玲、黄昌艳、崔

学强 
浓情巧克力 万代兰属     

72 20220328 2022.04.12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琳、吕彤、魏一、阙平、林

玮捷 
浙闽清韵 李属     

73 20220329 202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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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宝贝 蔷薇属     

74 20220330 202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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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爱宝贝 蔷薇属     

75 20220331 202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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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宝贝 蔷薇属     

76 20220355 2022.04.13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林荣光、阙平、胡坚平、

王琳 
丹樱春晓 李属     

77 20220357 2022.04.14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林荣光、阙平、胡坚平、

王琳 
丹樱春红 李属     

78 20220358 2022.04.14 
新疆林科院经济林研究

所 

韩宏伟、刘凤兰、王琴、李勇、

毛金梅、阿依米热·毛拉木、

王建友 

新露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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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20220359 2022.04.14 
新疆林科院经济林研究

所    

韩宏伟、毛金梅、李勇、刘凤

兰、王琴、阿依米热·毛拉木、

王建友 

圣美 李属     

80 20220360 2022.04.14 
新疆林科院经济林研究

所 

韩宏伟、李勇、毛金梅、刘凤

兰、王琴、阿依米热·毛拉木、

王建友 

黄馨 李属     

81 20220361 2022.04.15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蒙树生态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 

赵泉胜、马黎明、铁英、李瑞

静、邰海欧、王娟、白婷玉 
蒙树赤彤 卫矛属     

82 20220362 2022.04.15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蒙树生态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 

赵泉胜、马黎明、铁英、李瑞

静、王娟、刘慧 
蒙树赤盈 卫矛属     

83 20220363 2022.04.1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省植物园 
曹基武、吴林世、曹受金 湘林锦红 罗汉松属     

84 20220364 2022.04.1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 

刘科伟、顾永华、刘兴剑、杨

虹、李冬玲、杨军 
芳华 槭属     

85 20220365 2022.04.1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 

刘科伟、顾永华、郑生智、李

乃伟、孙起梦、严冬琴 
风华 槭属     

86 20220367 2022.04.17 
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

研究所 

郑树芳、何铣扬、覃振师、王

文林、张涛、谭秋锦、汤秀华、

宋海云、许鹏、陈海生、黄锡

云、韦媛荣、贺鹏、韦哲君、

周春衡、钟剑章、潘贞珍、潘

浩男、环秀菊、莫庆道 

玉玲珑 黄皮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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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20220372 2022.04.17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琳、魏一、王星榕、阙平、

林荣光 
黛妃 李属     

88 20220373 2022.04.18 萍乡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刘江华、刘剑锋、彭辉武、胡

明娇、黄永浩、华小菊 
珠圆 越桔属     

89 20220374 2022.04.18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沈植国、孙萌、卫发兴、程建

明、汤正辉、沈希辉、韩健 
玉碗晕边 腊梅     

90 20220375 2022.04.18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御梅苑实业有限公

司 

沈植国、丁鑫、石楠、王安亭、

石发良、沈希辉、汤正辉 
金晕磬口 腊梅     

91 20220376 2022.04.18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御梅苑实业有限公

司 

沈植国、石发良、孙萌、石楠、

丁鑫、程建明、李留振 
金虎蹄 腊梅     

92 20220377 2022.04.18 

安徽春之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黄山市皖乡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南京野生

植物综合利用研究所 

王向波、侯北伟、江彩萍 春之斛 1号 石斛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93 20220378 2022.04.18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林荣光、胡坚平、王琳、

阙平 
浙闽妃韵 李属     

94 20220379 2022.04.18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林荣光、魏一、王琳、林玮捷、

王星榕 
禾秀 李属     

95 20220380 2022.04.18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魏一、王琳、王星榕、胡坚平、

阙平 
禾莹 李属     

96 20220382 2022.04.19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阙平、魏一、吕彤、林

荣光 
浙闽寒韵 李属     

97 20220383 2022.04.19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阙平、胡坚平、王琳、林荣光、

林玮捷 
禾春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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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0220384 2022.04.19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魏一、王琳、林毅雁、林荣光、

胡坚平 
雪妃 李属     

99 20220385 2022.04.19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胡坚平、阙平、林荣光、王琳、

王星榕 
香雪 李属     

100 20220387 2022.04.19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王珉、林荣光、胡坚平、王琳、

阙平 
欣妃 李属     

101 20220388 2022.04.19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丁旭升、邱帅、孙丽娜、沈柏

春、江晓钰、魏建芬 
碧青 冬青属     

102 20220389 2022.04.19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李寿仁、陈超、张楠、陈徐平、

陈浩、朱淑霞 
灿辉 冬青属     

103 20220390 2022.04.19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朱淑霞、魏建芬、余磊、吴光

洪、沈柏春、陈林敬 
灿叠 冬青属     

104 20220391 2022.04.19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陈伯翔、张俊林、樊靖、彭志

声、任飞、邱帅 
朝鸾 冬青属     

105 20220392 2022.04.19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卢山、高凯、杨浩、吴光洪、

邱帅、王霁 
鸾宇 冬青属     

106 20220393 2022.04.19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陈宇、田伟莉、彭悠悠、吴光

洪、魏建芬、楼啸林 
鸾暮 冬青属     

107 20220394 2022.04.20 四川农业大学 
万雪琴、杨汉波、钟宇、张帆、

陈良华、何方、王芳、时羽杰 
天府抗核 64号 核桃属     

108 20220395 2022.04.20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魏一、王琳、吕彤、胡坚平、

林荣光 
浙闽粉韵 李属     

109 20220397 2022.04.22 
玉溪迪瑞特花卉有限公

司 
杜秀娟 柠檬汁阳台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0 20220398 2022.04.25 
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林毅雁、廖鹏辉、林玮捷、阙

平、魏一 
紫彤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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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0220399 2022.04.25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生

物技术研究中心 

甘晓燕、宋玉霞、陈虞超、郭

生虎、石磊、聂峰杰、巩檑、

刘璇、张丽、杨文静、田莉 

宁芦 1号 芦竹属 

北京高沃国际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 20220406 2022.04.29 
苏州市绿和苗木专业合

作社 
柳建国、陈建芳、钱红艳 金灿 黄杨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113 20220407 2022.04.30 华中农业大学 
傅小鹏、潘辉、吴全淑、王惠

芹、包满珠 
绯罗裙 蔷薇属     

114 20220408 2022.05.01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

学研究院 
杨章旗、黄永利、谭健晖 松乾 松属     

115 20220411 2022.05.02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

学研究院 
杨章旗、吴东山、黄永利 松诗 松属     

116 20220412 2022.05.02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

学研究院 
杨章旗、吴东山、黄永利 松礼 松属     

117 20220413 2022.05.02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

学研究院 
杨章旗、吴东山、黄永利 松易 松属     

118 20220418 2022.05.05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

学研究所 

戴国礼、张波、秦垦、焦恩宁、

何昕孺、段淋渊、周旋、黄婷、

高燕、何军、曹有龙、石志刚、

安巍 

宁农黑杞 2号 枸杞属     

119 20220419 2022.05.05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

学研究所 

戴国礼、张波、秦垦、焦恩宁、

何昕孺、段淋渊、周旋、黄婷、

高燕、何军、曹有龙、石志刚、

安巍 

宁农黑杞 3号 枸杞属     

120 20220420 2022.05.05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

学研究院 
杨章旗、陈虎、吴东山 松颐 松属     

121 20220421 2022.05.05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

学研究院 
杨章旗、吴东山、黄永利 松乐 松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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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20220422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黄万坚、叶冰、章丹峰、彭逢

惠、殷广湖、吴文诗、周敏中、

钟乃盛、叶琦君、黎艳玲、刘

信凯 

红盘托金 山茶属     

123 20220423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钟乃盛、吴文诗、彭逢惠、章

丹峰、殷广湖、周敏中、黎艳

玲、叶琦君、刘信凯 

杜抱奇迹 山茶属     

124 20220424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钟乃盛、吴文诗、彭逢惠、殷

广湖、黄万坚、周敏中、叶琦

君、黎艳玲、刘信凯 

混血女郎 山茶属     

125 20220426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刘信凯、殷广湖、邓小琴、胡

羡聪、钟乃盛、黎艳玲、叶琦

君、侯文卿 

镶边彩扣 山茶属     

126 20220427 2022.05.07 

肇庆棕榈谷花园有限公

司、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刘信凯、黄万坚、周明顺、李

维全、侯文卿、高继银、钟乃

盛、叶琦君、黎艳玲 

晨阳闪金 山茶属     

127 20220428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黎艳玲、刘信凯、李维全、冯

骥、侯文卿、高继银、钟乃盛、

叶琦君、周士琳 

四季富贵 山茶属     

128 20220429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黎艳玲、黄万坚、侯文卿、钟

乃盛、刘信凯、高继银、冯骥、

叶琦君、刘裕深 

黎明破晓 山茶属     

129 20220430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浙江彩园

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符秀玉、黄万坚、侯文卿、叶

琦君、彭逢惠、吴文诗、冯骥、

钟乃盛、刘信凯、黎艳玲 

月月幸福 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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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20220431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黄万坚、周士琳、彭逢惠、刘

信凯、冯骥、侯文卿、钟乃盛、

黎艳玲、叶琦君 

巨型宝石 山茶属     

131 20220432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叶琦君、周明顺、彭逢惠、高

继银、黄万坚、刘信凯、侯文

卿、冯骥、钟乃盛、黎艳玲 

红粉舞会 山茶属     

132 20220433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冯骥、侯文卿、刘信凯、邓绮

雯、钟乃盛、黎艳玲、李维全、

叶琦君 

红衣仙女 山茶属     

133 20220434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黄万坚、叶琦君、周明顺、胡

羡聪、钟乃盛、黎艳玲、周敏

中、侯文卿、高继银、刘信凯 

流光溢彩 山茶属     

134 20220435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冯骥、叶琦君、李维全、周明

顺、刘信凯、黎艳玲、高继银、

钟乃盛 

暑期红艳 山茶属     

135 20220436 2022.05.07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刘信凯、钟乃盛、聂均铭、黎

艳玲、高继银、叶琦君、彭逢

惠、侯文卿 

梦幻新娘 山茶属     

136 20220437 2022.05.08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

学研究院 
杨章旗、吴东山、黄永利 松坤 松属     

137 20220441 2022.05.09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 

徐振华、刘春鹏、李向军、郑

聪慧、杜克久 
冀毛 1号 杨属     

138 20220442 2022.05.09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钟乃盛、刘裕深、吴文诗、彭

逢惠、冯骥、刘信凯、章丹峰、

黎艳玲、叶琦君、刘信凯 

四季风情 山茶属     

139 20220443 2022.05.09 

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肇庆棕榈谷

花园有限公司 

侯文卿、刘信凯、聂均铭、黄

万坚、冯骥、叶琦君、李维全、

钟乃盛、黎艳玲 

喜迎曙光 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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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20220444 2022.05.09 

肇庆棕榈谷花园有限公

司、浙江彩园居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广东阿婆

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黄万坚、符秀玉、邓绮雯、侯

文卿、叶琦君、钟乃盛、黎艳

玲、刘信凯、高继银 

喜庆灯笼 山茶属     

141 20220454 2022.05.11 
南京林业大学、扬州小苹

果园艺有限公司 

张往祥、范俊俊、陆晓吉、彭

冶、曹福亮、谢寅峰 
金雕 苹果属     

142 20220455 2022.05.11 
南京林业大学、扬州小苹

果园艺有限公司 

张往祥、彭冶、冯岚、刘星辰、

曹福亮、谢寅峰 
山里红 苹果属     

143 20220456 2022.05.11 
南京林业大学、扬州小苹

果园艺有限公司 

张往祥、刘星辰、范俊俊、李

舒情、谢寅峰、曹福亮 
虹图 苹果属     

144 20220457 2022.05.11 
南京林业大学、扬州小苹

果园艺有限公司 

张往祥、范俊俊、刘星辰、陈

永霞、徐天炜 
红色城堡 苹果属     

145 20220458 2022.05.11 
南京林业大学、扬州小苹

果园艺有限公司 

张往祥、徐天炜、彭冶、范俊

俊、曹福亮、徐立安 
盛夏 苹果属     

146 20220459 2022.05.11 
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

司、南京林业大学 

张往祥、陈永霞、陆晓吉、范

俊俊、申轶乾 
红色旋律 苹果属     

147 20220460 2022.05.11 
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

司、南京林业大学 

张往祥、范俊俊、陈永霞、申

轶乾、冯岚、谢寅峰 
蓝调 苹果属     

148 20220461 2022.05.11 
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

司、南京林业大学 

张往祥、李舒情、范俊俊、冯

岚、曹福亮、徐立安 
雨霁 苹果属     

149 20220462 2022.05.11 
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

司、南京林业大学 

张往祥、申轶乾、范俊俊、陈

永霞、徐立安、曹福亮 
绿亭 苹果属     

150 20220464 2022.05.12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

学研究所 

戴国礼、张波、秦垦、焦恩宁、

何昕孺、段淋渊、周旋、黄婷、

高燕、何军、曹有龙、石志刚、

安巍 

宁农黑杞 1号 枸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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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20220465 2022.05.12 北京林业大学 
刘超、于笑、纪若璇、夏新莉、

尹伟伦 
粉若笑 莸属     

152 20220466 2022.05.12 
海南省丹若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 
崔仁鸿 丹若一号 石榴属 

千问农业知识

产权服务（三

亚）有限责任

公司 

  

153 20220469 2022.05.12 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 

章晓琴、聂超仁、夏文胜、祝

怛均、赵乐康、孙红兵、丁昭

全、徐慧 

楚天玲珑 李属     

154 20220470 2022.05.12 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 

聂超仁、孙红兵、夏文胜、章

晓琴、王建强、李娜、张思思、

丁昭全、周俐 

楚天红日 李属     

155 20220471 2022.05.12 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 

聂超仁、章晓琴、李娜、张思

思、夏文胜、孙宏兵、王建强、

祝怛均、赵乐康、段庆明 

楚天霞光 李属     

156 20220472 2022.05.12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 

黄印冉、冯树香、樊彦聪、陈

丽英、刘易超、闫淑芳、代嵩

华、董谦 

白钰 桦木属     

157 20220474 2022.05.13 

安徽新居城农业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林业

科技推广总站、安徽植造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杨井标、翁新光、陈峰、马玉

龙、杨秀辉 
皖烨 朴属     

158 20220475 2022.05.14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赵永军、吴丹、陆璐、王磊、

解孝满、王震、于伟、张阳、

张鑫洋 

盛锦 文冠果     

159 20220476 2022.05.14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吴丹、王磊、赵永军、解孝满、

张鑫洋、陆璐、林俊梅、王震 
婵秀 文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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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20220477 2022.05.15 
河北宇红苗木种植有限

公司 

杨恩普、邸葆、陈段芬、杨世

理 
普天红嫣 木瓜属     

161 20220478 2022.05.15 
河北宇红苗木种植有限

公司 

杨恩普、邸葆、陈段芬、杨世

理 
普天大叶 木瓜属     

162 20220479 2022.05.15 
河北宇红苗木种植有限

公司 

杨恩普、邸葆、陈段芬、杨世

理 
红粉佳人 木瓜属     

163 20220480 2022.05.15 
河北宇红苗木种植有限

公司 

杨恩普、邸葆、陈段芬、杨世

理 
普天小曲 木瓜属     

164 20220481 2022.05.15 
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

司、南京林业大学 

张往祥、彭冶、李舒情、徐天

炜、曹福亮 
一品秋色 苹果属     

165 20220482 2022.05.15 
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

司、南京林业大学 

张往祥、彭冶、徐天炜、陆晓

吉、徐立安 
寒烟翠 苹果属     

166 20220483 2022.05.15 
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

司、南京林业大学 

张往祥、陆晓吉、刘星辰、冯

岚、曹福亮 
珊瑚颂 苹果属     

167 20220484 2022.05.15 
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

司、南京林业大学 

张往祥、陈永霞、徐天炜、刘

星辰、陆晓吉 
清凉一夏 苹果属     

168 20220485 2022.05.15 
扬州小苹果园艺有限公

司、南京林业大学 

张往祥、冯岚、申轶乾、彭冶、

曹福亮、徐立安 
紫霞珠 苹果属     

169 20220486 2022.05.16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赵永军、解孝满、吴丹、王震、

王磊、张鑫洋、林俊梅、陆璐 
小秀 文冠果     

170 20220487 2022.05.16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王震、陆璐、王磊、吴丹、解

孝满、赵永军、张鑫洋、葛磊 
娟秀 文冠果     

171 20220488 2022.05.16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王震、赵永军、解孝满、林俊

梅、葛磊、王磊、陆璐、吴丹、

张鑫洋 

娇秀 文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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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20220489 2022.05.16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陆璐、赵永军、吴丹、王磊、

解孝满、于伟、王震、张鑫洋、

张阳 

迷你珍珠 文冠果     

173 20220490 2022.05.16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刘安成、王庆、毕毅、刘国宇、

李艳、王宏 
火炬 忍冬属     

174 20220491 2022.05.16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刘安成、李艳、刘国宇、王宏、

王庆、毕毅 
秀雅 忍冬属     

175 20220493 2022.05.17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张鑫洋、王震、王磊、赵永军、

陆璐、吴丹、解孝满 
悟秀 文冠果     

176 20220494 2022.05.17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解孝满、陆璐、吴丹、王磊、

赵永军、王震、林俊梅、张鑫

洋、于伟 

绯秀 文冠果     

177 20220495 2022.05.17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解孝满、王震、张鑫洋、王磊、

赵永军、吴丹、陆璐、林俊梅、

于伟 

谦秀 文冠果     

178 20220496 2022.05.17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陆璐、赵永军、王震、解孝满、

葛磊、王磊、吴丹、张鑫洋 
甜秀 文冠果     

179 20220497 2022.05.17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王磊、解孝满、陆璐、吴丹、

赵永军、林俊梅、王震、张鑫

洋 

小菏 文冠果     

180 20220498 2022.05.17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王磊、解孝满、赵永军、陆璐、

林俊梅、王震、张鑫洋、吴丹 
玲秀 文冠果     

181 20220499 2022.05.17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吴丹、陆璐、赵永军、解孝满、

王震、王磊、张鑫洋、张阳 
才露 文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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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20220508 2022.05.18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 
吴福川 红日 

玉叶金花

属 
    

183 20220509 2022.05.19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张鑫洋、吴丹、解孝满、陆璐、

王磊、赵永军、王震、葛磊、

张阳 

荣锦 文冠果     

184 20220514 2022.05.20 魏玉龙 

魏玉龙、赵文亮、张森森、卢

轩、刘悦梅、刘鼎、王婷婷、

陈恒新 

赤蝶 木蓝属     

185 20220515 2022.05.20 魏玉龙  

魏玉龙、赵文亮、宋乐营、邹

毅、陈雷、张凌云、魏诗仪、

侯雨辰 

青蝶 木蓝属     

186 20220525 2022.05.21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牛旭帅、朱雅彬、龚仲幸、郑

慧俊 
复鳟 杜鹃花属     

187 20220537 2022.05.24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

研究所 

邱显钦、陈敏、黎霞、孙建丽、

张婷、王慧纯 
童梦 蔷薇属     

188 20220538 2022.05.24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

研究所 

邱显钦、张颢、陈敏、晏慧君、

王其刚、蹇洪英、王慧纯 
粉宝 蔷薇属     

189 20220539 2022.05.25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孙吉禄、张蕊芬、沙广利、黄

粤、葛红娟、马荣群、孙红涛 
大棠崂丰 苹果属     

190 20220540 2022.05.25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张蕊芬、孙吉禄、马荣群、沙

广利、葛红娟、黄粤、孙红涛、

赵强 

紫御 苹果属     

191 20220542 2022.05.26 韩倩 韩倩 星林银河 蔷薇属     

192 20220551 2022.05.27 

英德市旺地樱花种植有

限公司、广州天适集团有

限公司、韶关市旺地樱花

种植有限公司 

胡晓敏、叶小玲、朱军、冯钦

钊、陈端妮、何宗儒、杨梓滨 
天适芳华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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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20220552 2022.05.27 
靖江市考拉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何卫星 江桉二号 桉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194 20220553 2022.05.27 

广州天适集团有限公司、

英德市旺地樱花种植有

限公司、广州旺地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叶小玲、胡晓敏、朱军、杨梓

滨、高珊、熊海坚、冯钦钊 
青春 李属     

195 20220556 2022.05.28 韩倩 韩倩 星林仙女湖 蔷薇属     

196 20220559 2022.05.30 

韶关市旺地樱花种植有

限公司、英德市旺地樱花

种植有限公司、广州旺地

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胡晓敏、朱军、叶小玲、陈端

妮、冯钦钊、邱晓平、高珊 
圆梦 李属     

197 20220560 2022.05.31 

英德市旺地樱花种植有

限公司、广州旺地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韶关市旺地

樱花种植有限公司 

胡晓敏、叶小玲、朱军、冯钦

钊、熊海坚、高珊、陈端妮 
流芳 李属     

198 20220561 2022.05.31 

广州旺地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韶关市旺地樱花种

植有限公司、英德市旺地

樱花种植有限公司 

叶小玲、胡晓敏、朱军、陈端

妮、高珊、杨梓滨、林杰妤 
芳心 李属     

199 20220562 2022.05.31 

安徽新居城农业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安徽植造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

林业科技推广总站 

杨井标、翁新光、陈峰、王朝

晖、罗红兰、杨雅晴 
宏福星 紫薇属     

200 20220563 2022.05.31 

广州天适集团有限公司、

韶关市旺地樱花种植有

限公司、英德市旺地樱花

种植有限公司 

叶小玲、冯钦钊、陈端妮、朱

军、胡晓敏、高珊、杨梓滨 
粤美人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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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20220566 2022.05.31 

英德市旺地樱花种植有

限公司、广州天适集团有

限公司、韶关市旺地樱花

种植有限公司 

叶小玲、胡晓敏、朱军、高珊、

熊育明、杨梓滨、陈端妮 
广寒仙子 李属     

202 20220567 2022.05.31 王新留 王新留 琳琳 女贞属     

203 20220570 2022.06.01 王新留 王新留 金小样 马齿苋属     

204 20220572 2022.06.01 王新留 王新留 银霜 柳属     

205 20220586 2022.06.06 韩倩 韩倩 月林小公主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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