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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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03 2022.08.24 北京林业大学 罗乐、何栋、张启翔、白梦、李悦雅 喵星人 
报春苣苔

属 
 

 

2 20221104 2022.08.24 北京林业大学 罗乐、陈简村、白梦、何栋、张启翔 萌小林 
报春苣苔

属 
 

 

3 20221106 2022.08.24 北京林业大学 罗乐、白梦、李博、何栋、张启翔 爆米花 
报春苣苔

属 
 

 

4 20221107 2022.08.24 北京林业大学 罗乐、何栋、张启翔、姚晓妍、李悦雅 四季 
报春苣苔

属 
 

 

5 20221108 2022.08.24 北京林业大学 罗乐、何栋、张启翔、姚晓妍、史莹莹 启航 
报春苣苔

属 
 

 

6 20221109 2022.08.24 北京林业大学 
罗乐、张启翔、程堂仁、潘会堂、温放、

姚晓妍、张亦弛 
启明星 

报春苣苔

属 
 

 

7 20221129 2022.08.26 北京林业大学 罗乐、张启翔、何栋、白梦、李悦雅 白兰鸽 
报春苣苔

属 
 

 

8 20221130 2022.08.26 北京林业大学 罗乐、李博、何栋、陈简村、张启翔 花园节 
报春苣苔

属 
 

 

9 20221131 2022.08.26 北京林业大学 罗乐、张启翔、何栋、姚晓妍、史莹莹 蓝精灵 
报春苣苔

属 
 

 

10 20221147 2022.08.26 昆明瀚翔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胡发东 紫陌 蔷薇属   

11 20221151 2022.08.27 北京林业大学 
张启翔、罗乐、程堂仁、潘会堂、温放、

艾春晓、王颖楠 
楠梦 

报春苣苔

属 
 

 

12 20221158 2022.08.28 保定学院、北京林业大学 
崔彬彬、张妍、李颖岳、高飞、管延英、

滕忠才、贾晓梅、朱维红 
白霜 木香薷  

 

13 20221181 2022.09.03 武汉市农业科学院 徐冬云、姚中华 荆楚粉灿 杜鹃花属   

14 20221184 2022.09.04 武汉市农业科学院 徐冬云、姚中华 荆楚红妆 杜鹃花属   

15 20221185 2022.09.04 武汉市农业科学院 徐冬云、姚中华 荆楚丰美 杜鹃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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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221186 2022.09.04 武汉市农业科学院 徐冬云、姚中华 荆楚红韵 杜鹃花属   

17 20221187 2022.09.05 丰震 丰震、郝雪英、张振英、李增强 玉帘 槭属   

18 20221193 2022.09.05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振英、郝雪英、郭赛谦、李增强、朱

海亮、郭百川 
翠峰 椴树属  

 

19 20221194 2022.09.05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郝雪英、郭赛谦、朱海亮、张振英、刘

胜猛、朱晓兵 
碧涛 椴树属  

 

20 20221195 2022.09.06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振英、郝雪英、郭赛谦、朱晓兵、李

增强、邓惠伦 
雾灵 1号 椴树属  

 

21 20221196 2022.09.06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百川、郝雪英、郭赛谦、李增强、朱

晓兵、张振英 
云峰 椴树属  

 

22 20221225 2022.09.09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赛谦、刘胜猛、朱海亮、朱晓兵、张

振英、郝雪英 
抬头 1号 椴树属  

 

23 20221226 2022.09.09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振英、郝雪英、郭赛谦、朱晓兵、邓

惠伦、郭百川 
抬头 2号 椴树属  

 

24 20221227 2022.09.09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增强、郭赛谦、张振英、朱晓兵、郝

雪英、郭百川 
雾灵 2号 椴树属  

 

25 20221228 2022.09.09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赛谦、武利宁、邓惠伦、张振英、朱

海亮、郭百川 
追风 椴树属  

 

26 20221229 2022.09.09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晓兵、刘胜猛、郭赛谦、郝雪英、张

振英、朱海亮 
雾灵 3号 椴树属  

 

27 20221230 2022.09.09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郝雪英、郭赛谦、张振英、邓惠伦、武

利宁、朱海亮 
石海氧吧 椴树属  

 

28 20221233 2022.09.11 保定学院、北京林业大学 
滕忠才、崔彬彬、李颖岳、高飞、管延

英、张妍、魏俊杰、曹柳青 
露露 木香薷  

 

29 20221252 2022.09.1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赛谦、郭百川、张振英、朱晓兵、朱

海亮、刘胜猛 
紫霞仙子 槭属  

 

30 20221253 2022.09.1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海亮、武利宁、郭赛谦、郝雪英、张

振英、朱晓兵 
清秋 槭属  

 

31 20221254 2022.09.1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百川、朱晓兵、郭赛谦、张振英、李

增强、郝雪英 
亭亭玉立 槭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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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221255 2022.09.1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百川、朱晓兵、张振英、郭赛谦、李

增强、郝雪英 
碧波 槭属  

 

33 20221256 2022.09.1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赛谦、刘胜猛、朱晓兵、张振英、郝

雪英、郭百川 
红心 槭属  

 

34 20221259 2022.09.13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邓惠伦、张振英、朱晓兵、郭赛谦、李

增强、郝雪英 
碧玉 槭属  

 

35 20221260 2022.09.13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增强、郭赛谦、张振英、朱晓兵、郝

雪英、郭百川 
玲珑 槭属  

 

36 20221261 2022.09.13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赛谦、刘胜猛、朱晓兵、张振英、郝

雪英、李增强 
红缨 槭属  

 

37 20221262 2022.09.13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百川、郭赛谦、邓惠伦、朱海亮、武

利宁、张振英 
夏彩 槭属  

 

38 20221272 2022.09.15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百瑞源枸

杞股份有限公司 

王瑛、李重、曾少华、郝向峰、杨天顺、

张金宏、龚海光、杨丽丽 

中科鼎杞 1

号 
枸杞属  

 

39 20221273 2022.09.15 青岛市果树园艺总场 
侯鲁文、姜燕妮、孟钰、孙杰、刘显栋、

姜雪莲、李晓、孙瑞红 
青园槭 1号 槭属  

 

40 20221274 2022.09.15 
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华南植物园 

王瑛、李重、曾少华、郝向峰、杨天顺、

张金宏、龚海光、杨丽丽、潘丽珠、郝

向琴、郝万亮、马涛、陆文静 

百瑞源 1号 枸杞属  

 

41 20221275 2022.09.15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曾少华、王瑛、杨天顺、李重、胡伟明 
中科皇杞 1

号 
枸杞属  

 

42 20221277 2022.09.16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增强、刘胜猛、郭赛谦、张振英、朱

晓兵、邓惠伦 
绿箭 椴树属  

 

43 20221279 2022.09.16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百川、朱海亮、郭赛谦、郝雪英、张

振英、朱晓兵 
初夏 椴树属  

 

44 20221286 2022.09.19 
江西农业大学、崇义县绿之蓝林业

有限公司 

孙荣喜、何利人、曾凡玉、卢清华、郭

赋英、古和群、吴南生、郑勇奇、丁菲、

陈伏生、韦春花、陈后荣、欧兰兰、廖

光、陈智彬、郭军、黄居坊、吴为通、

唐瑞芬 

赣晚 2号 南酸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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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221287 2022.09.19 
崇义县绿之蓝林业有限公司、江西

农业大学 

何利人、孙荣喜、曾凡玉、卢清华、郭

赋英、古和群、黄锦程、吴南生、郑勇

奇、丁菲、罗相韦、韦春花、欧兰兰、

廖龙、郭军、陈智彬、张家彪 

赣晚 1号 南酸枣  

 

46 20221288 2022.09.19 四川农业大学 
叶萌、韩珊、罗小梅、张志清、何周建、

李洪运、刘佳惠 
优康 花椒属  

 

47 20221289 2022.09.20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晓兵、武利宁、郭赛谦、邓惠伦、张

振英、郭百川 
绿柱 椴树属  

 

48 20221291 2022.09.22 
浙江省东阳市兰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厉锋、胡文翠、杜祖平 东新 2号 榧树属  

 

49 20221296 2022.09.22 福建省龙岩市秀峰茶花有限公司 
张陈环、周兴文、谢一青、黄勇、段明

霞、张寿丰 
金色童年 山茶属  

 

50 20221305 2022.09.22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李显玉、程瑞春、张岱松、赵明智、韩

立华、王艳刚、伊梅、冯昭辉 
蒙樱 4号 李属  

 

51 20221308 2022.09.23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王淑安、李林芳、李亚、王鹏、杨如同、

高露璐 
惊喜 铁线莲属  

 

52 20221309 2022.09.23 
浙江省东阳市兰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胡文翠、厉锋、王东辉、程诗明、杜祖

平、韩宁林 
东新 1号 榧树属  

 

53 20221313 2022.09.26 浙江师范大学 
郭卫东、宗宇、李永强、陈文荣、杨莉、

廖芳蕾、徐丽珊 
金瑞 越桔属  

 

54 20221314 2022.09.26 浙江师范大学 
李永强、郭卫东、宗宇、陈文荣、廖芳

蕾、杨莉、徐丽珊 
金优 越桔属  

 

55 20221315 2022.09.26 
浙江师范大学、金华先实大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宗宇、郭卫东、李永强、范超洋、陈文

荣、杨莉、廖芳蕾、徐丽珊 
金杰 越桔属  

 

56 20221316 2022.09.26 
浙江师范大学、金华先实大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陈文荣、郭卫东、宗宇、李永强、廖芳

蕾、杨莉、范超洋、徐丽珊 
金春 越桔属  

 

57 20221319 2022.09.26 泉州市泉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丽观、李雪、庄伟婷、康清炳、陈培

团、王文平、马梦宇、陈发兴、彭金彬、

李志华、吴子平、朱志勇 

阳光女孩 白鹤芋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8 20221320 2022.09.26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封晓辉 海杞 2号 枸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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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0221326 2022.09.27 车成国、吕杨 车成国、吕杨 中加 1号 五加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60 20221327 2022.09.27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李林芳、李亚、王淑安、李素梅、高露

璐、王鹏 
期许 铁线莲属  

 

61 20221328 2022.09.27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李林芳、李亚、王淑安、王鹏、高露璐、

杨如同 
武媚 铁线莲属  

 

62 20221329 2022.09.27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李林芳、王淑安、李亚、吕芬妮、高露

璐、王鹏 
以斯帖 铁线莲属  

 

63 20221330 2022.09.27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高露璐、王淑安、李林芳、李亚、王鹏、

吕芬妮 
湘妃蕊 铁线莲属  

 

64 20221338 2022.09.28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郝雪英、张振英、郭赛谦、李增强、朱

晓兵、武利宁 
金枝映雪 椴树属  

 

65 20221345 2022.09.30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童译 皘霞 蔷薇属   

66 20221346 2022.09.30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蒯志伟 云端 蔷薇属   

67 20221347 2022.09.30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童译 红云 蔷薇属   

68 20221348 2022.09.30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曾华 彩云 蔷薇属   

69 20221349 2022.09.30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 繁花 绣球属   

70 20221350 2022.09.30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 如嫣 绣球属   

71 20221351 2022.09.30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蒯志伟 粉云 蔷薇属   

72 20221352 2022.09.30 
孙明聪、寿光市林业发展中心、山

东林业科学研究院 

王勇、王振猛、孙明聪、张殿福、李永

涛、信晓萌、马玉龙、刘玉喜、杨庆山 
迎冬 女贞属  

 

73 20221353 2022.10.08 

广州市卉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环境园艺研究所 

江旭、熊秉红、刘金梅、叶远俊、冼志

恒、周熠玮、李昌璐、黎紫妍 
月亮 白鹤芋属  

 

74 20221354 2022.10.08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程瑞春、李显玉、张岱松、韩其木格、

于海蛟、赵明智、魏玉艳、庄春慧 
玉虎坠 李属  

 

75 20221355 2022.10.08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程瑞春、李显玉、张岱松、韩其木格、

于海蛟、赵明智、魏玉艳、庄春慧 
绿丝绦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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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0221358 2022.10.08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易双双、陆顺教、张志群、廖易、黄明

忠、罗小燕、李崇晖、尹俊梅、于晓云 
热科初妆 石斛属  

 

77 20221359 2022.10.08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陆顺教、易双双、廖易、黄明忠、张志

群、李崇晖、尹俊梅、罗小燕、于晓云 
热科红宝石 石斛属  

 

78 20221360 2022.10.08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易双双、陆顺教、张志群、廖易、黄明

忠、罗小燕、尹俊梅 
舞姿 石斛属  

 

79 20221361 2022.10.08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陆顺教、易双双、廖易、黄明忠、张志

群、尹俊梅、李崇晖、罗小燕、于晓云 
热科朝霞 石斛属  

 

80 20221362 2022.10.08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广州实验站 

廖易、陈石、陈丽娜、张志群、周浩、

夏益、陆顺教 
热科繁花 石斛属  

 

81 20221363 2022.10.08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广州试验站 

陆顺教、陈石、陈丽娜、廖易、黄明忠、

夏益、周浩、张志群 
热科迷你 石斛属  

 

82 20221364 2022.10.08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廖易、张志群、尹俊梅、黄明忠、易双

双、陆顺教 
热科夏末 石斛属  

 

83 20221369 2022.10.09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振翼 霓虹 蔷薇属   

84 20221370 2022.10.09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徐宇昕 云霞 蔷薇属   

85 20221371 2022.10.09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徐宇昕 霓裳 蔷薇属   

86 20221372 2022.10.09 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刘坤、闫谡、申亮、孙蕊、张强、廖光

锐、莫海霞、曾祥漫、高芳银、杜立红 
上彩 1号 石斛属  

 

87 20221373 2022.10.09 东方上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梁启全、申亮、曾石良、刘钰挥、孙蕊、

郑成功、陈华虹、陈燕兰、黎开欢 
上彩 3号 石斛属  

 

88 20221374 2022.10.09 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闫谡、曾石良、刘坤、陈华虹、刘钰挥、

郑成功、杜立红、高芳银 
上彩红 石斛属  

 

89 20221375 2022.10.09 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闫谡、刘坤、梁启全、吴立兴、边海鹏、

莫海霞、杜立红、曾祥漫  
上彩 4号 石斛属  

 

90 20221376 2022.10.09 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申亮、闫谡、吴立兴、张强、廖光锐、

陈燕兰、边海鹏、黎开欢  
彩蝶 石斛属  

 

91 20221377 2022.10.09 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 
王江英、汤雪燕、葛金涛、邵小斌、朱

朋波、孙明伟、赵统利 
芳华锦心 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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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0221378 2022.10.09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陆顺教、廖易、张志群、李崇晖、尹俊

梅、易双双、罗小燕、黄明忠 
热科天使 石斛属  

 

93 20221379 2022.10.09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赛谦、张振英、邓惠伦、李增强、朱

晓兵、刘胜猛 
卓越 椴树属  

 

94 20221380 2022.10.09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赛谦、郭百川、武利宁、张振英、郝

雪英、朱晓兵 
团扇 椴树属  

 

95 20221384 2022.10.10 菏泽鲁菏牡丹种植专业合作社 张贵敏、李晓奇、赵弟行、李霞 翠娇容 芍药属   

96 20221385 2022.10.10 菏泽鲁菏牡丹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晓奇、张贵敏、赵弟行、李霞 佳人 芍药属   

97 20221386 2022.10.10 菏泽鲁菏牡丹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晓奇、张贵敏、李霞、赵弟行 盛世红 芍药属   

98 20221387 2022.10.1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浙江广厦建设

职业技术大学、湖南省园艺研究所 

金晓玲、陈燕、胡莹冰、张哲、李卫东、

文亚峰、肖玉洁、郑超荣、黄国林 
贵妃 含笑属  

 

99 20221393 2022.10.12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王淑安、李亚、李林芳、吕芬妮、王鹏、

杨如同 
花袭人 铁线莲属  

 

100 20221394 2022.10.12 北京中医药大学 李卫东 金翘 3号 连翘属   

101 20221395 2022.10.12 北京中医药大学 李卫东 银翘 3号 连翘属   

102 20221397 2022.10.12 
邯郸市七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王建明、史丽婷 七彩攀越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03 20221403 2022.10.1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廖易、陆顺教、黄明忠、张志群、余焕

林、尹俊梅 
热科骄阳 石斛属  

 

104 20221404 2022.10.13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蔡能、陈艺、王湘莹、李永欣、曾慧杰、

乔中全、王晓明、王惠 
潇湘神曲 继木属  

 

105 20221405 2022.10.13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湖南省林业种

苗繁育示范中心、长沙湘莹园林科

技有限公司 

王晓明、熊利、曾慧杰、李永欣、王湘

莹、陈艺、蔡能、蔡兵、廖科、乔中全、

邓斐、王惠 

潇湘精灵 继木属  

 

106 20221406 2022.10.13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湖南省林业种

苗繁育示范中心、长沙湘莹园林科

技有限公司 

王湘莹、廖科、王晓明、陈艺、蔡能、

曾慧杰、李永欣、蔡兵、熊利、乔中全、

邓斐、王惠 

潇湘红运 继木属  

 

107 20221407 2022.10.13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湖南省林业种

苗繁育示范中心、长沙湘莹园林科

技有限公司 

陈艺、王湘莹、曾慧杰、蔡 能、李永

欣、熊利、蔡兵、廖科、乔中全、邓斐、

王晓明、王惠 

潇湘贵人 继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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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20221408 2022.10.13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陈艺、王晓明、蔡能、曾慧杰、乔中全、

李永欣、王湘莹、王惠 
潇湘华彩 继木属  

 

109 20221409 2022.10.24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何才生、刘海石、李茂娟、刘超、王曦、

曾玉祥、杨雄斌、谷阳、曹凤鸣、徐毓

泽、张海霞 

福地华灿 继木属  

 

110 20221410 2022.10.13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湖南省林业种

苗繁育示范中心、长沙湘莹园林科

技有限公司 

王湘莹、蔡兵、曾慧杰、李永欣、蔡能、

陈艺、王晓明、熊利、廖科、乔中全、

邓斐、王惠 

潇湘红舞 继木属  

 

111 20221411 2022.10.25 广西海桐林业有限公司 隋柳莉、庾韦花、蔡玲、黄湘婷 壮桐 3号 泡桐属 

广西中知华誉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 20221415 2022.10.26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蔡能、陈艺、王湘莹、李永欣、曾慧杰、

乔中全、王晓明、王惠 
潇湘红颜 继木属  

 

113 20221416 2022.10.26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李显玉、徐国力、魏玉艳、伊梅、程瑞

春、郭淑文、王一龙、刘莹泽 
玉坠儿 槭属  

 

114 20221417 2022.10.26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李显玉、魏玉艳、徐国力、伊梅、程瑞

春、翟佳伦、王守航 
艳玉 1号 槭属  

 

115 20221424 2022.10.27 
保山市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站、腾

冲市沙坝国有林场 

杨晏平、蒋华、黄佳聪、吴建花、刘加

理、张仁斌、黄艳芬、赵江萍、李归林、

周娟 

保油 11号 山茶属  

 

116 20221425 2022.10.27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张自斌、黄昌艳、崔学强、邓杰玲 梅兰芳华 万代兰属   

117 20221426 2022.10.27 

保山市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站、龙

陵县三江口国有林场  、腾冲市林

业和草原技术推广站 

杨晏平、杨晓霞、黄佳聪、张凌云、余

祖华、谢胤、周娟、蒋华、吴建花、李

碧琳 

保油 10号 山茶属  

 

118 20221427 2022.10.27 
腾冲市沙坝国有林场、保山市林业

和草原技术推广站  

刘加理、杨晓霞、黄佳聪、李碧琳、罗

存贞、赵江萍、杨晏平、张仁斌、周娟、

黄艳芬 

保油 12号 山茶属  

 

119 20221430 2022.10.2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

研究所 

袁金玲、岳晋军、郑仁红、张玲、刘玉

平、张玮、王秋、黄宏亮、林敏水、王

琴、黄仕平、刘菊容 

孝优 25号 簕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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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20221438 2022.10.31 
湖南省植物园、湖南樱皇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吴思政、潘奕成、禹霖、何才生、柏文

富、聂东伶 
湘妃 李属  

 

121 20221439 2022.10.31 
浏阳市森达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周晨烨、周清平、章安娜、周莹 晨红 紫薇属  

 

122 20221441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李永欣、王晓明、蔡能、曾慧杰、乔中

全、陈艺、王湘莹、王惠 
潇湘霞辉 紫薇属  

 

123 20221442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王湘莹、王晓明、曾慧杰、陈艺、蔡能、

李永欣、乔中全、王昊、王惠 
潇湘华霞 紫薇属  

 

124 20221443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李永欣、王湘莹、蔡能、曾慧杰、乔中

全、陈艺、王晓明、王惠 
潇湘御红 紫薇属  

 

125 20221444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曾慧杰、王湘莹、陈艺、蔡能、李永欣、

王晓明、乔中全、王惠 
潇湘粉莲 紫薇属  

 

126 20221445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曾慧杰、陈明皋、王晓明、蔡能、李永

欣、陈艺、乔中全、王湘莹、王惠 
潇湘粉嫣 紫薇属  

 

127 20221446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陈艺、蔡能、王湘莹、曾慧杰、李永欣、

乔中全、徐少东、王晓明、王惠 
潇湘钟艳 紫薇属  

 

128 20221447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蔡能、李永欣、王湘莹、曾慧杰、乔中

全、陈艺、王晓明、王惠、徐少东 
潇湘粉黛 紫薇属  

 

129 20221448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蔡能、陈艺、李永欣、乔中全、曾慧杰、

王湘莹、王晓明、王惠、徐少东 
潇湘娇红 紫薇属  

 

130 20221449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王湘莹、李永欣、曾慧杰、陈艺、蔡能、

肖亚琴、王昊、王晓明、乔中全、王惠 
潇湘华鑫 紫薇属  

 

131 20221450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王湘莹、陈艺、蔡能、曾慧杰、肖亚琴、

王晓明、李永欣、乔中全、王惠 
潇湘华英 紫薇属  

 

132 20221451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王晓明、陈明皋、李永欣、曾慧杰、王

湘莹、蔡能、陈艺、乔中全、肖亚琴、

王惠 

潇湘幻彩 紫薇属  

 

133 20221452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陈艺、蔡能、王湘莹、曾慧杰、李永欣、

乔中全、徐少东、王晓明、王惠 
潇湘红尘 紫薇属  

 

134 20221453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王湘莹、蔡能、王晓明、陈艺、李永欣、

曾慧杰、乔中全、王昊、王惠 
潇湘华秀 紫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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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20221454 2022.10.31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长沙湘莹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陈明皋、王晓明、陈艺、蔡能、李永欣、

曾慧杰、乔中全、王湘莹、王昊、王惠 
潇湘英姿 紫薇属  

 

136 20221473 2022.11.02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谭广文、曾凤、刘晓洲、邓演文、李银、

谢腾芳、易慧琳、李子华、关开朗、李

冰敏、朱炫熹、董晨露、陈园、周懿、

陈笙 

含绿 野牡丹属  

 

137 20221474 2022.11.02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谭广文、曾凤、刘晓洲、邓演文、李银、

谢腾芳、易慧琳、李子华、关开朗、李

冰敏、朱炫熹、董晨露、陈园、周懿、

陈笙 

红颜 野牡丹属  

 

138 20221475 2022.11.02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刘国彬、廖婷、郭丽琴、王烨、曹均 京桧 5号 圆柏属   

139 20221480 2022.11.0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

研究所 

岳晋军、袁金玲、林敏水、周翔宇、郭

子武、卓秋萍、田立斌、马婧瑕、华克

达、徐达 

孝美 3号 簕竹属  

 

140 20221484 2022.11.03 江西齐云山食品有限公司 古和群、凌华山、刘继延、陈后荣 齐云 19号 南酸枣   

141 20221486 2022.11.03 上海辰山植物园 王连军、王正伟、屠莉 辰山红柱 木槿属   

142 20221487 2022.11.03 上海辰山植物园 王连军、王正伟、屠莉 辰山粉黛 木槿属   

143 20221488 2022.11.03 上海辰山植物园 王连军、王正伟、屠莉 辰山银霞 木槿属   

144 20221489 2022.11.03 上海辰山植物园 王连军、王正伟、屠莉 辰山红心 木槿属   

145 20221493 2022.11.03 四川省植物工程研究院 

曾攀、唐亚、龚霞、王海峰、吴银明、

李佩洪、陈政、温铿、张艳、何飞、尹

敏 

蜀椒 7号 花椒属  

 

146 20221498 2022.11.04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

京林业大学 

张春红、吴文龙、闾连飞、王小敏、赵

慧芳、李维林 
宁丰 悬钩子属  

 

147 20221499 2022.11.04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

京林业大学 

吴文龙、张春红、闾连飞、李维林、赵

慧芳、王小敏、杨海燕、黄正金 
硕丰 3号 悬钩子属  

 

148 20221500 2022.11.04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  

李维林、张春红、吴文龙、闾连飞、黄

正金、王小敏、赵慧芳 
早丰 悬钩子属  

 

149 20221501 2022.11.04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

京林业大学、江苏惠田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闾连飞、张春红、黄正金、吴文龙、李

维林、程先玲 
惠田 1号 悬钩子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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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221502 2022.11.04 

南京森迪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

京悠维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吴文龙、李维林、闾连飞、张春红、钟

良、黄正金、王小敏、赵俸艺 
悠维 1号 悬钩子属  

 

151 20221503 2022.11.04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

京林业大学 

吴文龙、闾连飞、张春红、王小敏、李

维林、赵慧芳、黄正金 
蜜早 1号 悬钩子属  

 

152 20221504 2022.11.04 洛阳农林科学院 
张焕玲、王若晗、丁建兰、姚俊巧、马

卓华、马会萍、魏春梅 
紫云朵朵 芍药属  

 

153 20221505 2022.11.04 洛阳农林科学院 
王若晗、马卓华、张焕玲、丁建兰、姚

俊巧、马会萍、魏春梅 
九都艳 芍药属  

 

154 20221507 2022.11.04 
岑秀芬、韦鹏霄、广西桂康元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岑秀芬、韦鹏霄 金竹草 芦竹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155 20221512 2022.11.07 洛阳农林科学院 
张焕玲、姚俊巧、马卓华、王若晗、丁

建兰、马会萍、魏春梅 
焕玲 芍药属  

 

156 20221515 2022.11.08 山东中医药大学 蒲高斌、张永清、李佳、刘振华 华金 7号 忍冬属   

157 20221520 202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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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然

1836A(RUIC

R1836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58 20221521 2022.11.08 洛阳农林科学院 
姚俊巧、张焕玲、马卓华、王若晗、丁

建兰、马会萍、魏春梅 
粉面多姿 芍药属  

 

159 20221538 2022.11.09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施自明、蔡艳飞、王继华、田敏、张颢、

赵培飞、孙丹 
绿巨人 蔷薇属  

 

160 20221540 2022.11.10 

山东万路达毛梾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山东万路达园林科技有限

公司 

张帆、陈陆琴、颜鲁、张伟、赵祥宝、

张庆通、王芳 
紫玉 山茱萸属  

 

161 20221541 2022.11.10 

山东万路达毛梾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山东万路达园林科技有限

公司 

王开芳、张帆、颜鲁、张伟、赵祥宝、

张庆通、王芳 
红玉 山茱萸属  

 

162 20221542 2022.11.11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北仑亿润花卉

有限公司 

谢晓鸿、吴月燕、周若一、沃科军、沃

绵康 
甬彩 2号 杜鹃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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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20221543 2022.11.11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北仑亿润花卉

有限公司 
谢晓鸿、吴月燕、沃绵康、沃科军 甬彩 4号 杜鹃花属  

 

164 20221544 2022.11.11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北仑亿润花卉

有限公司 

谢晓鸿、吴月燕、郑一威、沃科军、沃

绵康 
甬茜 1号 杜鹃花属  

 

165 20221545 2022.11.11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北仑亿润花卉

有限公司 
吴月燕、谢晓鸿、沃科军、沃绵康 甬茜 2号 杜鹃花属  

 

166 20221546 2022.11.11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北仑亿润花卉

有限公司 
吴月燕、谢晓鸿、沃科军、沃绵康 甬彩 3号 杜鹃花属  

 

167 20221547 2022.11.11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北仑亿润花卉

有限公司 
吴月燕、谢晓鸿、沃绵康、沃科军 甬彩 1号 杜鹃花属  

 

168 20221548 2022.11.11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北仑亿润花卉

有限公司 

吴月燕、蒋宝鑫、谢晓鸿、沃科军、沃

绵康 
甬白雪 杜鹃花属  

 

169 20221549 2022.11.11 宁波北仑亿润花卉有限公司 沃科军、沃绵康 甬彩 5号 杜鹃花属   

170 20221550 2022.11.1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李绅崇、杜文文、段青、李想、王祥宁、

崔光芬、马璐琳、黄荣梅 
玉蝴蝶 大丽花属  

 

171 20221551 2022.11.11 宁波北仑亿润花卉有限公司 沃科军、沃绵康 甬绵之珠 杜鹃花属   

172 20221552 2022.11.11 宁波北仑亿润花卉有限公司 沃绵康、沃科军 甬绵之宝 杜鹃花属   

173 20221553 2022.11.11 宁波北仑亿润花卉有限公司 沃绵康、沃科军 甬绵之玉 杜鹃花属   

174 20221554 2022.11.11 李庆军 李庆军、刘荣昌、宋永贵、尹魁林 雪绒 枣属   

175 20221557 2022.11.14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上海

上房园林植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陈香波、申瑞雪、陆牡丹、尹丽娟、吕

秀立、李秋静、张冬梅 
艳莎 百子莲属  

 

176 20221559 2022.11.15 云南省德宏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 
姚志军、李泽生、周侯光、姚春、罗凯、

耿秀英、高燕 
德斛 3号 石斛属  

 

177 20221564 2022.11.15 
上海上房园林植物研究所有限公

司、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申瑞雪、陈香波、尹丽娟、陆牡丹、闵

睫、黄建荣、罗玉兰 
蓝梦 百子莲属  

 

178 20221565 2022.11.15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陈新兰、杨科明、刘慧、张奕奇、叶育

石、何飞龙、廖景平 
姹紫 木莲属  

 

179 20221569 2022.11.15 
黄岛区彩虹谷家庭农场、孟庆强、

丁凤武 

孟庆强、逄锦超、李贵学、丁凤武、孙

兴华、刘静、侯灵燕 
春旺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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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20221571 2022.11.16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赵培飞、王继华、张颢、蔡艳飞、施自

明、田敏、孙丹 
淡妆 蔷薇属  

 

181 20221572 2022.11.16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杨华、宋绪忠 晓紫 杜鹃花属   

182 20221580 2022.11.18 漳州小盆友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张陈环 香雪 山茶属   

183 20221582 2022.11.18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杨华、宋绪忠 清淑 杜鹃花属   

184 20221584 2022.11.21 贵州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周玉飞、罗晓青、王晓敏、李廷洋、刘

剑东 
红斛 1号 石斛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185 20221585 2022.11.21 
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限公司、长白

山森工鸿美苗木有限公司 

孟宪忠、宗海明、谢黎黎、胡亚琼、刘

孝高、唐伟、刘向丽 
嫣红 槭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186 20221589 2022.11.21 贵州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王晓敏、罗晓青、周玉飞、李廷洋、刘

剑东 
青斛 1号 石斛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187 20221590 2022.11.21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刘建秀、郭海林、李建建、孔维一、李

晓慧、陈静波、宗俊勤、李丹丹、王晶

晶、郝东利、张苓、李玲、郭爱桂 

苏植 9号 结缕草属  

 

188 20221591 2022.11.21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郭海林、刘建秀、孔维一、李建建、李

晓慧、陈静波、宗俊勤、陈荣荣、郝东

利、王晶晶、李丹丹、郭爱桂 

苏植 10号 结缕草属  

 

189 20221592 2022.11.21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李建建、刘建秀、郭海林、李晓慧、孔

维一、陈静波、宗俊勤、王浩然、张苓、

李玲、姚祥、王晶晶、郭爱桂 

苏植 11号 结缕草属  

 

190 20221593 2022.11.21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李晓慧、郭海林、刘建秀、陈静波、孔

维一、李建建、宗俊勤、姚祥、李丹丹、

王浩然、陈荣荣、郝东利、郭爱桂 

苏植 13号 结缕草属  

 

191 20221594 2022.11.21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孔维一、郭海林、李晓慧、刘建秀、李

建建、陈静波、宗俊勤、李玲、姚祥、

陈荣荣、王浩然、张苓、郭爱桂 

苏植 12号 结缕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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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20221597 2022.11.22 
皇莓个人责任有限公司（Royal 

Berries S.L.U.） 

菲利普·舒尔茨（Philipp Schulze）、

何塞·乌尔夫·海勒·洛佩兹（José Ulf 

Hayler López） 

皇莓 A063 

(RBA063) 
越桔属 

中国贸促会专利

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193 20221598 2022.11.22 
皇莓个人责任有限公司（Royal 

Berries S.L.U.） 

菲利普·舒尔茨（Philipp Schulze）、

何塞·乌尔夫·海勒·洛佩兹（José Ulf 

Hayler López） 

皇莓 A097 

(RBA097) 
越桔属 

中国贸促会专利

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194 20221607 2022.11.23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昆

明爱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继华、蔡艳飞、赵培飞、施自明、田

敏、李慧敏 
梦想之光 蔷薇属  

 

195 20221608 2022.11.23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陈新兰、刘慧、范玲玲、杨科明、何飞

龙、夏念和 
绛裳 木莲属  

 

196 20221609 2022.11.23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陈新兰、张奕奇、陈玲、刘慧、杨科明、

何飞龙、夏念和 
红妆 木莲属  

 

197 20221621 2022.11.26 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林辉锋、周辉明、曹奕鸯、林发壮、陈

昌铭、甘玮欣 
维美 白鹤芋属  

 

198 20221627 2022.11.27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陈俊强、毛秀红、李玉岭、刘翠兰、张

谦、孙音、付茵茵、王静、马安宝、张

淑静、马丙尧、乔艳辉 

旭日东升 七叶树属  

 

199 20221629 2022.11.27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济南怡然

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毛秀红、毛欣、闫少波、陈俊强、刘琦、

李玉岭、刘翠兰、仲伟国、马安宝、王

静、伊九杰、王小芳 

红蝶恋花 七叶树属  

 

200 20221630 2022.11.27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济南怡然

苗木种植有限公司、费县国有大青

山林场 

毛秀红、闫少波、张元帅、李玉岭、毛

欣、董元夫、伊九杰、刘翠兰、王开芳、

姚兴海、韩庆军、栗宁宁 

彩蝶恋花 七叶树属  

 

201 20221631 2022.11.27 

济南怡然苗木种植有限公司、山东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费县国有大青

山林场 

闫少波、毛秀红、李玉岭、毛欣、董元

夫、张元帅、伊九杰、孙音、韩庆军、

姚兴海、张谦、栗宁宁 

绿蝶恋花 七叶树属  

 

202 20221635 2022.11.27 陕西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梁永琪、刘玲玲、李志萍、云权政 华美 1号 石榴属   

203 20221636 2022.11.27 陕西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梁永琪、刘玲玲、李志萍、云权政 华美 2号 石榴属   

204 20221644 2022.11.2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屈佳翼 

天狼

TLR10019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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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20221645 202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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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

TLR10008 
蔷薇属  

 

206 20221646 202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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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

TLR10040 
蔷薇属  

 

207 20221647 2022.11.2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金赟 

天狼

TLR10012 
蔷薇属  

 

208 20221648 202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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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

TLR10016 
蔷薇属  

 

209 20221649 2022.11.2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屈佳翼 

天狼

TLR10013 
蔷薇属  

 

210 20221650 2022.11.2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金赟 

天狼

TLR10030 
蔷薇属  

 

211 20221651 2022.11.2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屈佳翼 

天狼

TLR10007 
蔷薇属  

 

212 20221652 202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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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

TLR10038 
蔷薇属  

 

213 20221653 202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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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

TLR10022 
蔷薇属  

 

214 20221654 2022.11.2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金赟 

天狼

TLR10041 
蔷薇属  

 

215 20221655 2022.11.28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姜正之、杨绍宗、李玲、屈佳翼 

天狼

TLR10087 
蔷薇属  

 

216 20221656 2022.11.28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程培蕾、黄长兵、侯哲、程雯慧、包宇

玟 
苏农待君 蔷薇属  

 

217 20221657 2022.11.28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园科

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长兵、苏士利、侯哲、毛安元、钱园 苏农粉筠 蔷薇属  

 

218 20221658 2022.11.28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园科

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长兵、严陶韬、张彤钰、刘迎哲、王

诗铭 
苏农阿房 蔷薇属  

 

219 20221659 2022.11.28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长兵、严陶韬、陈浩源、程雯慧、王

涵曦 
苏农蝶羞薇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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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0221660 2022.11.28 
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毛安元、黄长兵、董春兰、程雯慧、杨

鸿淇 
苏农绛裙 蔷薇属  

 

221 20221661 2022.11.28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园科

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长兵、程培蕾、梁琪、徐红、陈慧 苏农柳香 蔷薇属  

 

222 20221662 2022.11.28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士利、黄长兵、程培蕾、程雯慧、王

徐聪 
苏农绛蓝 蔷薇属  

 

223 20221663 2022.11.28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长兵、苏士利、张彤钰、程雯慧、武

玲艳 
苏农浅颦 蔷薇属  

 

224 20221664 2022.11.28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鹅黄美人 蔷薇属  
2022.09.30 云南

省昆明市宜良县 

225 20221665 2022.11.28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桃霞 蔷薇属  
2022.11.01 云南

省昆明市宜良县 

226 20221667 2022.11.29 
德 瑞 斯 克 公 司 (Driscoll's, 

Inc.)  

加文·R·西尔斯（Gavin R. SILLS）、

云文·王（Yunwen WANG）、马克·F·克

苏哈（Mark F. CRUSHA）、约翰·范加

里（John FANGARY） 

德瑞斯黑二

十七

(DrisBlack

TwentySeve

n) 

悬钩子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27 20221668 2022.11.29 
德 瑞 斯 克 公 司 (Driscoll's, 

Inc.)  

加文·R·西尔斯（Gavin R. SILLS）、

云文·王（Yunwen WANG）、马克·F·克

苏哈（Mark F. CRUSHA）、约翰·范加

里（John FANGARY） 

德瑞斯黑三

十

(DrisBlack

Thirty) 

悬钩子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28 20221669 2022.11.29 
德 瑞 斯 克 公 司 (Driscoll's, 

Inc.)  

马提亚斯·D·维腾（Matthias D. 

VITTEN）、凯尔·拉克（Kyle RAK）、路

易斯·米格尔·罗德里格兹（Luis 

Miguel RODRIGUEZ）、詹姆斯·海里格

（James HEILIG） 

德瑞斯红二

十

(DrisRaspT

wenty) 

悬钩子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29 20221670 2022.11.29 
德 瑞 斯 克 公 司 (Driscoll's, 

Inc.)  

马提亚斯·D·维腾（Matthias D. 

VITTEN）、凯尔·拉克（Kyle RAK）、路

易斯·米格尔·罗德里格兹（Luis 

Miguel RODRIGUEZ）、詹姆斯·海里格

（James HEILIG） 

德瑞斯红二

十一

(DrisRaspT

wentyOne) 

悬钩子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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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20221671 2022.11.29 
德 瑞 斯 克 公 司 (Driscoll's, 

Inc.)  

马提亚斯·D·维腾（Matthias D. 

VITTEN）、凯尔·拉克（Kyle RAK）、路

易斯·米格尔·罗德里格兹（Luis 

Miguel RODRIGUEZ）、詹姆斯·海里格

（James HEILIG） 

德瑞斯红二

十二

(DrisRaspT

wentyTwo) 

悬钩子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31 20221672 2022.11.29 
德 瑞 斯 克 公 司 (Driscoll's, 

Inc.)  

布鲁斯·D·莫里（Bruce D. MOWREY）、

珍妮弗·K·伊佐（Jennifer K. IZZO）、

海梅·帕泽（Jaime PATZER）、克里斯

蒂安· 克里斯滕森（ Christian 

CHRISTENSEN ）、 斯 蒂 芬 妮 · 方

（Stephanie FONG）、詹姆斯·奥姆斯

特德（James OLMSTEAD） 

德瑞斯蓝二

十八

(DrisBlueT

wentyEight

) 

越桔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32 20221681 2022.11.30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王鹏、王淑安、李亚、李素梅、杨如同 粉绒球 紫薇属   

233 20221682 2022.11.30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李素梅、王淑安、王鹏、吕芬妮、李亚、

杨如同 
艳羽霓裳 紫薇属  

 

234 20221683 2022.11.30 
德 瑞 斯 克 公 司 (Driscoll's, 

Inc.)  

米萨埃尔•博尼法西奥•罗梅罗•埃斯

科韦多（Missael Bonifacio Romero 

ESCOBEDO）、加文•R•西尔斯（ Gavin 

R. SILLS）、马克•F•克苏哈（Mark F. 

CRUSHA） 

德瑞斯黑二

十六

(DrisBlack

TwentySix) 

悬钩子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35 20221693 2022.12.01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王淑安、王鹏、李亚、杨如同 金福玉蝶 紫薇属   

236 20221696 2022.12.01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王淑安、王鹏、杨如同、李亚 金福金锦 紫薇属   

237 20221699 2022.12.01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王淑安、王鹏、李亚、杨如同、吕芬妮 金福锦绣 紫薇属   

238 20221700 2022.12.01 高桥康弘 （Yasuhiro Takahashi） 高桥康弘（Yasuhiro Takahashi） 

艾克 1235

思格

(Aqua1235S

G) 

绣球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39 20221701 2022.12.01 高桥康弘 （Yasuhiro Takahashi） 高桥康弘（Yasuhiro Takahashi） 
卡 3431 

(Kar3431) 
绣球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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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20221702 2022.12.01 高桥康弘 （Yasuhiro Takahashi） 高桥康弘（Yasuhiro Takahashi） 
2430利奥

(2430leo) 
绣球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41 20221703 2022.12.01 高桥康弘 （Yasuhiro Takahashi） 高桥康弘（Yasuhiro Takahashi） 

海卓 20艾

尚 

(Hydr20ASH

G) 

绣球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42 20221704 2022.12.01 高桥康弘 （Yasuhiro Takahashi） 高桥康弘（Yasuhiro Takahashi） 

海卓 2892A 

(Hydr2892A

) 

绣球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43 20221705 2022.12.01 高桥康弘 （Yasuhiro Takahashi） 高桥康弘（Yasuhiro Takahashi） 

伊科 1867

克普

(Iko1867cp

) 

绣球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44 20221706 2022.12.01 高桥康弘 （Yasuhiro Takahashi） 高桥康弘（Yasuhiro Takahashi） 
莎 2840A 

(SH2840A) 
绣球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45 20221707 2022.12.01 盐原拓也 （Takuya Shiobara） 盐原拓也（Takuya Shiobara） 

图伊 812马

奇

(Tury812hm

ac) 

绣球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46 20221718 2022.12.05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安

徽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 

邓永进、于洁、肖斌、冯伟、韩智宏、

于得水 
果桑 6号 桑属  

 

247 20221719 2022.12.05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安

徽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 

邓永进、于洁、翁新光、郭香吟、韩智

宏、于得水 
果桑 7号 桑属  

 

248 20221720 2022.12.05 
有限会社川舆园艺（Kawayo Engei 

Co.,Ltd） 
川口隆德（Kawaguchi Takanori） 

星光天空绚

(StarlitSk

yAya) 

绣球属 

智农三六一（北

京）科贸股份有

限公司 

 

249 20221722 2022.12.0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陈庆生、王保松、王伟伟、郑纪伟、姜

开朋 
苏柳 2124 柳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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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20221723 2022.12.0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王保松、何旭东、隋德宗、王伟伟、黄

瑞芳 
苏柳 2121 柳属  

 

251 20221724 2022.12.0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何旭东、王保松、陈庆生、郑纪伟、姜

开朋 
苏柳 2123 柳属  

 

252 20221725 2022.12.0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王保松、何旭东、隋德宗、王伟伟、黄

瑞芳 
苏柳 2181 柳属  

 

253 20221726 2022.12.0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何旭东、王保松、隋德宗、王伟伟、黄

瑞芳 
苏柳 2122 柳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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