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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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53 2022.08.27 廊坊嘉沐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张军、闫淑芳、冯树香、高悦鹏、杨敏

生、刘易超、代嵩华、陈丽英、樊彦聪 
独秀 1号 卫矛属  

 

2 20221154 2022.08.27 廊坊嘉沐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闫淑芳、高悦鹏、刘易超、冯树香、张

军、陈丽英、代嵩华、樊彦聪 
独秀 2号 卫矛属  

 

3 20221206 2022.09.07 北京林业大学 
张德强、宋跃朋、刘磊、申中文、徐振

华、张瑞 
傲霜斗暑 7号 杨属  

 

4 20221207 2022.09.07 北京林业大学 
张德强、宋跃朋、卜琛皞、王建军、申

中文、徐振华、刘鹏 
傲霜斗暑 8号 杨属  

 

5 20221208 2022.09.07 北京林业大学 
张德强、杜庆章、刘鹏、张峰、田书勇、

刘磊、郝旭日 
傲霜斗暑 9号 杨属  

 

6 20221209 2022.09.07 北京林业大学 
张德强、杜庆章、郝旭日、张峰、刘鹏、

张瑞 
傲霜斗暑10号 杨属  

 

7 20221210 2022.09.07 北京林业大学 
张德强、谢剑波、张瑞、马文斌、于志

海、卜琛皞 
傲霜斗暑11号 杨属  

 

8 20221211 2022.09.07 北京林业大学 
张德强、权明洋、张锦梅、刘宝尧、郝

旭日、刘磊 
傲霜斗暑12号 杨属  

 

9 20221232 2022.09.10 中国农业大学 
孙小明、马男、周晓锋、马超、高俊平、

张常青 
火焰杯 蔷薇属  

 

10 20221264 2022.09.14 廊坊嘉沐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张军、闫淑芳、高悦鹏、杨敏生、樊彦

聪、代嵩华、陈丽英 
独秀 3号 卫矛属  

 

11 20221265 2022.09.14 廊坊嘉沐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闫淑芳、高悦鹏、张军、杨敏生、樊彦

聪、代嵩华、陈丽英 
独秀 4号 卫矛属  

 

12 20221276 2022.09.16 中国农业大学 
孙小明、高俊平、马超、马男、张常青、

周晓锋 
艳后 蔷薇属  

 

13 20221307 2022.09.23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普康妮 

(NIRPCANY)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4 20221312 2022.09.25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珀格 

(NIRPERG)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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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21318 2022.09.26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

所、云南集创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张婷、陈敏、蹇洪英、王慧纯、李树发、

苏畅 
月晕 绣球属  

 

16 20221339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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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15 

(IPT124615)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19.01.01
肯尼亚 

17 20221340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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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5 

(IPT200215)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1.01.01
肯尼亚 

18 20221341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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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617 

(IPT2076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4.20
荷兰 

19 20221342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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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18 

(IPT110918)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2.01.01
肯尼亚 

20 20221343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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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815 

(IPT012815)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1.01
埃塞俄比亚 

21 20221344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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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普开 594416 

(IPK5944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1.01.01
肯尼亚 

22 20221356 202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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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214 

(IPT244214)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19.01.01
肯尼亚 

23 20221357 202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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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917 

(IPT2559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1.01.01
肯尼亚 

24 20221381 2022.10.09 
德国坦涛月季育种公司(Rosen 

Tantau KG, Germany) 

克里斯汀安. 埃维尔斯（Christian 

Evers） 

坦 17191 

(TAN17191)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5 20221382 2022.10.09 
德国坦涛月季育种公司(Rosen 

Tantau KG, Germany) 

克里斯汀安. 埃维尔斯（Christian 

Evers） 

坦 17079 

(TAN17079)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6 20221383 2022.10.10 

济宁市林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

心、山东省林业保护和发展服

务中心、滕州市林业事业中心 

刘宏、徐昌建、张树军、杨成利、刘新、

宋尚文、耿强、殷秋燕、庄娣、李景涛、

窦霄、张建国、刘川 

华冠 栾树属  

 

27 20221389 2022.10.11 
美国贝利苗圃公司 (Bailey 

Nursery,Inc.,USA)  
M.A· 迪尔（Michael A. Dirr） 

贝马妃六 

(Bailmacsix) 
绣球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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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221390 2022.10.11 
德国坦涛月季育种公司(Rosen 

Tantau KG, Germany) 

克里斯汀安. 埃维尔斯（Christian 

Evers） 

坦 14240 

(TAN14240)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1.05.03
德国 
2022.08.01
云南昆明 

29 20221391 2022.10.11 

美国秋溪农场苗圃有限公司   

(Fall Creek Farm and 

Nursery, Inc., USA) 

P.S. 鲍切斯（Peter Stefan BOCHES）、

A. 瓦格纳（Adam WAGNER） 

富思 11164 

(FC11164)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30 20221392 2022.10.11 

美国秋溪农场苗圃有限公司   

(Fall Creek Farm and 

Nursery, Inc., USA) 

H.P.R. 阿门塔（ HILDA PATRICIA 

RODRIGUEZ ARMENTA）、P.S. 布切斯

（PETER STEFAN BOCHES） 

富思慕 17132 

(FCM17132)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31 20221396 2022.10.12 
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李鑫杰、鹿金颖、陈瑜、李华盛、魏钰

良、曹茜、颜春凤、赵滢、张秀兰、王

思涵 

航竹 1号 芦竹属 
北京路浩知识产

权代理有限公司 

 

32 20221398 2022.10.12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 
吴福川、李关宏 西园 2号 羊蹄甲属  

 

33 20221412 2022.10.25 
华南农业大学、六安市郁花园

园艺有限公司 
郁书君、方琴、陈晓福 羊城仙粉 杜鹃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34 20221413 2022.10.25 佐治亚大学研究基金会 S. 奈史密斯（Scott NeSmith） 
甜盒 1797 

(TH1797)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7.07
南非 

35 20221414 2022.10.25 佐治亚大学研究基金会 S. 奈史密斯（Scott NeSmith） 
甜盒 1493 

(TH1493)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7.07
南非 

36 20221418 2022.10.26 佐治亚大学研究基金会 S. 奈史密斯（Scott NeSmith） 
甜盒 1321 

(TH1321)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17.12.04
美国 

37 20221419 2022.10.26 佐治亚大学研究基金会 S. 奈史密斯（Scott NeSmith） 
甜盒 1334 

(TH1334)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17.12.04
美国 

38 20221420 2022.10.26 

佐 治 亚 大 学 研 究 基 金 会

（ University of Georgia 

Research Foundation,Inc.） 

S. 奈史密斯（Scott NeSmith） 
甜盒 1876 

(TH1876)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17.12.04
美国 

39 20221421 2022.10.26 

佐 治 亚 大 学 研 究 基 金 会

（ University of Georgia 

Research Foundation,Inc.） 

S. 奈史密斯（Scott NeSmith） 
甜盒 1872 

(TH1872)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7.07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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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221422 2022.10.26 
美国BB知识产权储备库有限公

司（BB IP Repository LLC.） 

E.J. 威乐（Edmund J. Wheeler）、M. 

P. 巴纳多斯（Maria Pilar Banados） 

布鲁布 

(BLUEBLUE)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41 20221423 2022.10.26 
美国BB知识产权储备库有限公

司（BB IP Repository LLC.） 

E.J. 威乐（Edmund J. Wheeler）、M. 

P. 巴纳多斯（Maria Pilar Banados） 

布鲁奥 

(BLUEORANGE)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42 20221428 2022.10.27 刘加云、郭祁、贾继安 
刘加云、郭祁、贾继安、李其圆、朱伟、

魏士省、刘蔸蔸、闫哲、孙赫 
昌云 枣属  

 

43 20221429 2022.10.28 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 

袁兴福、魏鑫、张舵、王兴东、刘成、

王宏光、杨玉春、高树清、李嘉琦、徐

艺格、刘有春 

辽蓝 519 越桔属  

 

44 20221431 2022.10.29 日照禾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李亚东、李春雷 禾沃 4号 越桔属   

45 20221432 2022.10.29 日照禾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李亚东、李春雷 禾沃 5号 越桔属   

46 20221433 2022.10.29 日照禾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李亚东、李春雷 禾韵卡 越桔属   

47 20221434 2022.10.29 日照禾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李亚东、李春雷 禾瑞卡 越桔属   

48 20221435 2022.10.29 日照禾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李亚东、李春雷 禾都 越桔属   

49 20221436 2022.10.29 日照禾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李亚东、李春雷 禾沃 6号 越桔属   

50 20221437 2022.10.31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王波 北平之恋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51 20221440 2022.10.31 

济宁市林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

心、山东省林业保护和发展服

务中心、滕州市林业事业中心 

耿强、徐昌建、杨成利、张树军、刘新、

王福民、刘刚、刘宏、曾武军、刘川、

窦霄、张建国、李景涛 

华美 栾树属  

 

52 20221455 2022.11.0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辰山植物园、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 

高凯、秦俊、魏建芬、邱帅、邓衍明、

陈双双、陈慧杰 
醉胭脂 绣球属  

 

53 20221456 2022.11.0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上海辰

山植物园  

邱帅、魏建芬、邓衍明、高凯、冯景、

齐香玉、胡永红 
玉娉婷 绣球属  

 

54 20221457 2022.11.0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理工大学 

魏建芬、卢山、吴光洪、高凯、任梓铭、

李东泽、邱帅 
玉沙 绣球属  

 

55 20221458 2022.11.0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理工大学 

彭悠悠、田伟莉、魏建芬、陈宇、高凯、

邱帅、卢山 
夜愿 绣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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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221459 2022.11.0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理工大学  

孙丽娜、张楠、卢山、崔祺、杨浩、彭

悠悠、田伟莉、邱帅 
白月光 绣球属  

 

57 20221460 2022.11.0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杭州市园

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辰山植物园 

邓衍明、吴光洪、高凯、邱帅、魏建芬、

秦俊、胡永红 
紫霞仙子 绣球属  

 

58 20221461 2022.11.0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张俊林、高凯、邱帅、周之静、吴光洪、

孙丽娜、魏建芬 
拂晓 绣球属  

 

59 20221462 2022.11.0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邱帅、李婷婷、樊靖、楼啸林、朱淑霞、

彭悠悠、吴光洪 
蓝染 绣球属  

 

60 20221463 2022.11.01 
西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杭

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张文波、魏建芬、魏坤义、苏晨、王亚

静、吴光洪、邱帅、高凯 
百变女神 绣球属  

 

61 20221464 2022.11.0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邱帅、李婷婷、吴光洪、朱淑霞、余毅

敏、孙丽娜、田伟莉 
流金岁月 绣球属  

 

62 20221465 2022.11.01 

济宁市林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

心、山东省林业保护和发展服

务中心、滕州市林业事业中心 

杨成利、李景涛、刘刚、刘宏、窦霄、

张树军、宋尚文、王福民、曾武军、徐

昌建、刘新、张建国、刘川 

华强 栾树属  

 

63 20221466 2022.11.01 

济宁市林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

心、山东省林业保护和发展服

务中心、滕州市林业事业中心 

张建国、窦霄、杨成利、耿强、李景涛、

刘宏、曾武军、刘刚、张树军、徐昌建、

刘新、王福民、刘川 

华光 栾树属  

 

64 20221467 2022.11.01 
苏州华创欣美生物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田静、续文华、周叶、李庆锋、张秉森 惊梦 蔷薇属  

 

65 20221468 2022.11.01 
苏州华创欣美生物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续文华、田静、周叶、汪成忠 豆蔻年华 蔷薇属  

 

66 20221469 2022.11.01 
苏州华创欣美生物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于明华、谢亮亮、田静、周叶、续文华 水袖翩然 蔷薇属  

 

67 20221470 2022.11.01 
苏州华创欣美生物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于明华、谢亮亮、田静、周叶、续文华 嫋嫋佳人 蔷薇属  

 

68 20221471 2022.11.01 

北京益卉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纳波湾园艺有

限公司 

王付兴、王波、祁阁洲、段红娇、宁少

华 
柔情似水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7 
 

69 20221472 2022.11.02 
苏州华创欣美生物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孙权、黄心怡、续文华、田静、周叶 亭林印象 蔷薇属  

 

70 20221476 2022.11.02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李正阔、贾明、舒秀阁、梁静、赵登超、

彭勇、王小芳、孙蕾、马安宝、李延菊、

姚玉章、陈若艳、盛晓芸 

琪玉 桑属  

 

71 20221481 2022.11.02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燕丽萍、梁燕、王因花、吴德军、李丽、

高铖铖、仲伟国、张子通 
红宝 槭属  

 

72 20221483 2022.11.03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燕丽萍、吴德军、王因花、梁燕、仲伟

国、任飞、李丽、高铖铖、张子通 
绿宝 槭属  

 

73 20221485 2022.11.03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曹荣根、田连通、何琼、王江彬、黄岚 朱砂 蔷薇属  

2022.07.14
云南昆明 

74 20221490 2022.11.03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何琼、田连通、曹荣根、王江斌、黄岚 唯美 蔷薇属  

2022.07.27
云南昆明 

75 20221491 2022.11.03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王江斌、田连通、何琼、曹荣根、黄岚 暖心宝贝 蔷薇属  

 

76 20221492 2022.11.03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何琼、田连通、曹荣根、王江斌、黄岚 金艳宝贝 蔷薇属  

 

77 20221494 2022.11.03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重庆花悦

缘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陈媛、郭航、徐蝉、伍家林、王远会、

王之劲、戴修源 
渝玫 1号 蔷薇属 

北京海虹嘉诚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78 20221495 2022.11.03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田连通、何琼、曹荣根、王江斌、黄岚 金玉宝贝 蔷薇属  

 

79 20221496 2022.11.03 

北京益卉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纳波湾园艺有

限公司 

王波、王付兴、祁阁洲、段红娇 首善之恋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80 20221497 2022.11.03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 
杨树华、葛红、李秋香、贾瑞冬、赵鑫 粉霞晴雪 蔷薇属  

 

81 20221506 2022.11.04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周洁 鸿运 柳属   

82 20221508 2022.11.05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 

杨树华、贾瑞冬、葛红、李秋香、寇亚

平、赵鑫、雒琴、王洪乾 
甜粉清玫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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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20221509 2022.11.07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王因花、燕丽萍、吴德军、伏洪英、孔

雨光、任飞、梁静、王毅、王美蓉、张

子通 

轻曳碧晓 槭属  

 

84 20221513 2022.11.08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吴德军、燕丽萍、王因花、梁燕、朱文

成、孔雨光、梁静、仲伟国、任飞、王

毅、张子通 

红玉臂 槭属  

 

85 20221514 2022.11.08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王因花、吴德军、燕丽萍、孔雨光、任

飞、仲伟国、张子通、梁燕 
碧簪 槭属  

 

86 20221516 2022.11.08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濮阳县荣丰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 

葛红、杨树华、李洪伟、李秋香、贾瑞

冬、赵鑫 
玫香醉晚 蔷薇属  

 

87 20221517 2022.11.08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 

葛红、贾瑞冬、杨树华、李秋香、赵鑫、

寇亚平、雒琴、王洪乾 
粉嫣清玫 蔷薇属  

 

88 20221518 2022.11.08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兰州新区现代农业发展研

究院有限公司 

葛红、焦堂国、杨树华、李雪萍、李秋

香、赵映洁、贾瑞冬、赵鑫 
红色浪漫 蔷薇属  

 

89 20221519 2022.11.08 
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辽宁

省农业科学院 

魏永祥、杨艳敏、孙斌、王升、王兴东、

杨玉春、蒋明三、孙鹏程、高树清、刘

成、刘有春 

辽蓝 503 越桔属  

 

90 20221522 2022.11.08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吴德军、燕丽萍、王爱、任飞、邹美丽、

王因花、高铖铖、张子通 
垂绣 槭属  

 

91 20221535 2022.11.0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费县掌枢

院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费县

果茶服务中心 

沈广宁、田寿乐、孙晓莉、王金平、任

志堂、赵晓伟 
蒙早 栗属  

 

92 20221536 2022.11.0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费县掌枢

院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费县

果茶服务中心 

田寿乐、沈广宁、孙晓莉、王金平、任

志堂、李朝阳 
蒙冠 栗属  

 

93 20221537 2022.11.09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费县掌枢

院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费县

果茶服务中心 

孙晓莉、王金平、任志堂、沈广宁、田

寿乐、刘伟 
蒙硕 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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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20221539 2022.11.0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

所、广西资源县新奇品农牧有

限责任公司 

李斌、蒋华、肖惠方、李高章 礼宾桂凤 木通属  

 

95 20221555 2022.11.13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付鑫淼 花漾纳波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96 20221556 2022.11.13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王波、付鑫淼、王文雅、祁阁洲 彬琦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97 20221558 2022.11.15 

澳大利亚科世达浆果国际有限

公 司 （ Costa Berry 

International Pty Ltd）、美

国佛罗里达基金种业有限公司

（Florida Foundation Seed 

Producers Inc） 

J. 斯卡佐（Jessica Scalzo）、J.W. 奥

姆斯泰德（James W. Olmstead） 

思 14409 

(C14409)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98 20221566 2022.11.1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

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华北

林业实验中心、南阳市林业科

学研究院 

麻文俊、胡瑞阳、孙敬爽、王军辉、杨

桂娟、翟文继、郑广顺、边星辰、安静、

汪小溪、贾德胜 

华楸 3号 梓树属  

 

99 20221567 2022.11.1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华北林业

实验中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林业研究所、南阳市林业科

学研究院 

孙敬爽、胡瑞阳、麻文俊、王军辉、翟

文继、郑广顺、边星辰、安静、汪小溪、

杨桂娟、贾德胜 

华楸 2号 梓树属  

 

100 20221568 2022.11.1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华北林业

实验中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林业研究所、南阳市林业科

学研究院 

胡瑞阳、孙敬爽、麻文俊、王军辉、翟

文继、郑广顺、边星辰、安静、汪小溪、

杨桂娟、贾德胜 

华楸 1号 梓树属  

 

101 20221570 2022.11.16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泰安市林

业保护发展中心 

王金平、孙晓莉、沈广宁、孟海凤、田

寿乐 
鲁栗 5号 栗属  

 

102 20221576 2022.11.16 福建农林大学 林占熺、林冬梅、林辉、林兴生、罗琳 福草 6号 狼尾草属 
北京卉林科技有

限公司 

 

103 20221579 2022.11.1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

所、邓国福 
李斌、邓国福 礼宾特凤 木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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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20221581 2022.11.18 东北林业大学 
王玲、刘桂伶、尹灵新、张妍岩、李会

平、石广振、杨娟、王磊 
纯心 鸢尾属  

 

105 20221583 2022.11.21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王付兴、张满、段红娇、祁阁洲、李香 江上莲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06 20221586 2022.11.21 东北林业大学 
王玲、刘会君、张妍岩、杨宇佳、蒋磊、

付海静、刘桂伶、范丽娟 
初见 鸢尾属  

 

107 20221587 2022.11.21 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 

李娜、王莉莉、张凤生、门万杰、周玉

兰、薛丹丹、朱宝疆、刘志洋、薛萌、

赵娜、王华、刘雨娜 

万宝红 1号 桑属  

 

108 20221588 2022.11.21 东北林业大学 
王玲、史恭发、李玉平、张绪鹏、李耀

文、王好、刘桂伶、范丽娟 
东林异夏 鸢尾属  

 

109 20221595 2022.11.22 东北林业大学 
范丽娟、刘伟、尹灵新、李会平、吴丽

辉、王玲、刘桂伶、弓悦、牛钊倩 
靛蓝佳期 鸢尾属  

 

110 20221596 2022.11.22 

北京益卉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纳波湾园艺有

限公司 

王波、王付兴、张满、王文雅、祁阁洲 锦绣北平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11 20221599 2022.11.22 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 

李娜、王莉莉、霍俊伟、门万杰、周玉

兰、王华、秦栋、田甜、刘婧、金荣荣、

陈长海、刘恩宏、王彦文 

朱钰 1号 桑属  

 

112 20221600 2022.11.22 东北林业大学 
王玲、王磊、李玉平、张绪鹏、李耀文、

孙炜伦、刘桂伶、范丽娟 
东林疏影 鸢尾属  

 

113 20221601 2022.11.23 

澳大利亚科世达浆果国际有限

公 司 （ Costa Berry 

International Pty Ltd）、美

国佛罗里达基金种业有限公司

（Florida Foundation Seed 

Producers Inc） 

J. 斯卡佐（Jessica Scalzo）、J.W. 奥

姆斯泰德（James W. Olmstead） 

思 14771 

(C14771)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14 20221602 2022.11.23 
费县果茶服务中心、费县章枢

院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赵晓伟、刘伟、马文江、裴广营、丰丕

建、刘广元、徐兴文、李欣、任志堂、

李朝阳 

蒙丰 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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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20221603 2022.11.23 
费县果茶服务中心、费县章枢

院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任志堂、丰丕建、马文江、裴广营、刘

广元、徐兴文、李欣、赵晓伟、刘伟、

李朝阳 

蒙秀 栗属  

 

116 20221604 2022.11.23 东北林业大学 
王玲、刘桂伶、杨宇佳、武雷、蒋磊、

徐诺、刘会君、赵蕊阳 
鸟巢 鸢尾属  

 

117 20221605 2022.11.23 东北林业大学 
范丽娟、牛钊倩、刘伟、吴丽辉、武雷、

刘桂伶、弓悦、王玲 
奇幻紫 鸢尾属  

 

118 20221611 2022.11.24 赵卫华 赵卫华 红梦 蔷薇属   

119 20221612 2022.11.24 
四川省植物工程研究院、汉源

县农业农村局 

龚霞、王海峰、吴银明、曾攀、胡文、

温铿、王雪强、陈政、李佩洪、张艳、

尹敏、何飞、肖思思、陈蓉 

蜀椒 5号 花椒属  

 

120 20221613 2022.11.25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周余华、莫家兴、周子杰、陈瑞旭、毛

霞 
金隐 山茱萸属  

 

121 20221614 2022.11.2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 

刘灵娣、温春秀、田伟、刘铭、姜涛、

贾东升、杨卫宵、齐琳琳 
金苑 连翘属  

 

122 20221615 2022.11.2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 

刘灵娣、田伟、刘铭、姜涛、温春秀、

贾东升、王玉洁 
金蕊 连翘属  

 

123 20221616 2022.11.2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 

刘灵娣、姜涛、田伟、刘铭、贾东升、

杨卫宵、温春秀 
斑翘 连翘属  

 

124 20221617 2022.11.2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 

刘灵娣、田伟、刘铭、姜涛、贾东升、

杨卫宵、王玉洁 
翘玉 连翘属  

 

125 20221618 2022.11.25 
费县果茶服务中心、费县章枢

院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刘伟、赵晓伟、裴广营、马文江、丰丕

建、刘广元、徐兴文、李欣、任志堂、

李朝阳 

蒙盛 栗属  

 

126 20221619 2022.11.2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 

刘灵娣、姜涛、田伟、刘铭、贾东升、

温春秀、杨卫宵 
皱翘 连翘属  

 

127 20221620 2022.11.2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 

刘灵娣、姜涛、田伟、刘铭、贾东升、

温春秀、齐琳琳 
火焰 连翘属  

 

128 20221622 2022.11.26 沈阳农业大学 李斌、周倩、田金龙、邓金玲、代汉萍 蓝博 1 越桔属   

129 20221623 2022.11.26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姚飞、祁阁洲、王文雅 路遥飞跃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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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20221624 2022.11.26 

澳大利亚科世达浆果国际有限

公 司 （ Costa Berry 

International Pty Ltd）、美

国佛罗里达基金种业有限公司

（Florida Foundation Seed 

Producers Inc） 

J. 斯卡佐（Jessica Scalzo）、J.W. 奥

姆斯泰德（James W. Olmstead） 

思 15143 

(C15143)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31 20221625 2022.11.27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王波、付鑫淼、王付兴、祁阁洲 鸣鸣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32 20221626 2022.11.27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王波 魅力纳波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33 20221628 2022.11.27 冯晓静、冯玉增 

冯晓静、冯玉增、李玉英、师媛媛、李

政力、杨全喜、柴蕾、邓旭先、王霞辉、

王永波、王军、宋艳平、王坤宇 

玉增金冠 石榴属  

 

134 20221632 2022.11.27 
青州市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

心、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陈恒新、王湘功、张戈、陈敬业、徐兵、

王媛媛、姜楠南 
簇锦 素馨属  

 

135 20221633 202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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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敏、蔡艳飞、赵培飞、施自明、王继

华、李慧敏 
粉面生春 蔷薇属  

 

136 20221634 2022.11.27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青州

市鞓红花卉职业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姜楠南、陈恒新、董明、冀道奎、高永

刚、唐贵敏、黄聪聪 
鸿运 素馨属  

 

137 20221637 2022.11.27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青州

市鞓红花卉职业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姜楠南、陈恒新、董明、冀道奎、高永

刚、赵秀娟、李逸凡 
鞓黄 素馨属  

 

138 20221638 2022.11.27 华中农业大学 
傅小鹏、吴全淑、潘辉、杨绍宗、黄秋

月、包满珠 
破晓 蔷薇属  

 

139 20221639 2022.11.27 

青州市鞓红花卉职业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 

董明、姜楠南、高永刚、王波、陈智通、

李丽、梁静、陈恒新 
悟春 素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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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20221640 2022.11.27 

青州市鞓红花卉职业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 

陈恒新、王波、冀道奎、宿静、赵群、

张谦、孙音 
裕源 素馨属  

 

141 20221641 2022.11.27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王波、付鑫淼、王付兴、祁阁洲 呦呦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42 20221642 2022.11.28 

北京益卉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纳波湾园艺有

限公司 

王文雅、姚飞、祁阁洲、宁少华 雨后彩虹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43 20221643 2022.11.28 
酒泉市蓝翔园艺种苗有限责任

公司 
陈凤翔、郭海辉 黄冠丽 大丽花属 

酒泉科聚生产力

促进中心 

 

144 20221666 2022.11.29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

所、云南集创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蹇洪英、王其刚、张颢、张婷、陈敏、

晏慧君、邱显钦、李树发、王慧纯、唐

开学 

芳菲 蔷薇属  

 

145 20221673 2022.11.29 冯晓静、冯玉增 

冯晓静、冯玉增、邓旭先、王冰洁、郭

丽娟、高小峰、黄陨、师媛媛、许莉莉、

李建锋、刘振华、马伟、田玉广 

玉增王冠 石榴属  

 

146 20221674 2022.11.2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

所、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宁

波市千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易官美、李斌、邱迎君、朱晓文 礼宾宁凤 木通属  

 

147 20221675 2022.11.29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黄煜权、马庆、曾烨、张洪胜、黄锦鹏、

谢文波、叶姿、韩正洲、刘晖晖、闵远

洋、何贝贝、唐伟文、苏志能 

999华岗 01 冬青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148 20221676 2022.11.29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马庆、黄煜权、黄锦鹏、曾烨、张洪胜、

谢文波、叶姿、韩正洲、刘晖晖、闵远

洋、何贝贝、唐伟文、苏志能 

999华岗 02 冬青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149 20221677 2022.11.29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张洪胜、马庆、曾烨、叶姿、谢文波、

黄煜权、黄锦鹏、刘晖晖、韩正洲、唐

伟文、苏志能、闵远洋、何贝贝 

999华针 02 花椒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150 20221678 2022.11.29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王波、付鑫淼、段红娇、祁阁洲 秀美英淑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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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20221679 2022.11.30 
深圳市蓝美莓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王译增、张金 云山吉 6号 越桔属 

北京劲创知识产

权代理事务所（普

通合伙） 

 

152 20221680 2022.11.30 
苏州市园艺站、江苏省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 
于明华、王鹏、李亚、王淑安、杨如同 福缘烟霞 紫薇属  

 

153 20221684 2022.11.30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

朗森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窦全琴、王成、姜开朋、郑纪伟 苏榉金秋 榉属  

 

154 20221685 2022.11.30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

朗森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伟伟、王成、隋德宗、窦全琴 苏榉彩霞 榉属  

 

155 20221686 2022.11.30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

朗森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窦全琴、王成、王伟伟、姜开朋 苏榉篝火 榉属  

 

156 20221687 2022.11.30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

朗森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窦全琴、王成、王伟伟、姜开朋 苏榉缤纷 榉属  

 

157 20221688 2022.11.30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

朗森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郑纪伟、王成、姜开朋、窦全琴 苏榉霞光 榉属  

 

158 20221689 2022.11.30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

朗森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窦全琴、王成、隋德宗、郑纪伟 苏榉晚霞 榉属  

 

159 20221690 2022.12.01 浙江省园林植物与花卉研究所 
马广莹、姚兴达、周琴、詹书侠、周媛、

谢卢鹏 
模式 紫薇属  

 

160 20221691 2022.12.01 浙江省园林植物与花卉研究所 
马广莹、谢卢鹏、姚兴达、周琴、詹书

侠 
笑脸 萱草属  

 

161 20221692 2022.12.01 浙江省园林植物与花卉研究所 
马广莹、詹书侠、周琴、周媛、姚兴达、

谢卢鹏 
紫钻 紫薇属  

 

162 20221694 2022.12.01 浙江省园林植物与花卉研究所 
马广莹、周媛、詹书侠、周琴、姚兴达、

谢卢鹏 
小胖球 紫薇属  

 

163 20221695 2022.12.01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张艳波、赵晨辉、陈蕾、王雪松、崔龙、

邵静、张鹏、侯佳贤、李增明、张冰冰、

李锋 

吉露 杏 
北京路浩知识产

权代理有限公司 

 

164 20221697 2022.12.01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天津市滨

海新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高扬、程耀民、廖方舟、刘洪岺、荣延

军 
津冬 2号 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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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20221698 2022.12.01 
杭州沃尔德园植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沈伟东、胡绍庆、陈傲霜、郭佳、楼吉

丽、来磊、俞海峰 
扭扭糖 枫香属  

 

166 20221708 2022.12.02 

安阳市园林绿化科研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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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东军、王永周、张帆、郭文霞、颜鲁、

张焰、薛景、张伟、赵祥宝、李晓峰、

张庆通、马健、王芳、刘洋 

银光 山茱萸属  

 

167 20221709 2022.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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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园林绿化

研究所   

张帆、颜鲁、崔东军、张焰、薛景、张

庆通、郭文霞、王芳、刘洋、李晓峰、

马健 

金光 山茱萸属  

 

168 20221710 2022.12.02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王中堂、唐海霞、张琼、亓雪龙、王守

乐、李盼 
金冬 4号 枣属  

 

169 20221711 2022.12.02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王中堂、张琼、唐海霞、裴广营、李勇、

李盼 
金冬 1号 枣属  

 

170 20221712 2022.12.02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张琼、唐海霞、王中堂、裴广营、朱力

争、王守乐 
金冬 2号 枣属  

 

171 20221713 2022.12.02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唐海霞、张琼、裴广营、刘化朝、王守

乐、王中堂 
金冬 3号 枣属  

 

172 20221714 2022.12.02 海南自贸区君早园林有限公司 潘雄、石桂兰、潘孝添 雪斑红 叶子花属   

173 20221730 2022.12.07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曹荣根、田连通、何琼、王江斌、黄岚、

刘鹏志 
流丹 蔷薇属  

 

174 20221731 2022.12.08 四川农业大学 高素萍、雷霆、杨丽娟、李佳妮 蓝角柱 蓝雪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75 20221732 2022.12.09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 
叶吉、蔺菲、何海燕、孙海红、栾玉婷 若雪 落新妇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176 20221733 2022.12.09 宁波二淘铁线莲农业有限公司 
孙同冰、陆云峰、王豪、严春风、王建

军、沈波、沙存龙 
阿焦 铁线莲属  

 

177 20221734 2022.12.09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贇、李玲 天狼 TLR10068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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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20221735 2022.12.09 
杭州沃尔德园植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沈伟东、胡绍庆、陈傲霜、郭佳、裘慧

娜、茅春城、孙海锋 
守望者 枫香属  

 

179 20221736 2022.12.09 
杭州沃尔德园植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沈伟东、胡绍庆、陈傲霜、郭佳、李文

超、金乾锋 
七剑 枫香属  

 

180 20221737 202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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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69 蔷薇属  

 

181 20221738 2022.12.09 
杭州沃尔德园植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沈伟东、胡绍庆、陈傲霜、郭佳、陈倩

倩、陈雪、顾乐欢 
紫芒星 枫香属  

 

182 20221739 2022.12.09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金贇 天狼 TLR10065 蔷薇属  

 

183 20221740 2022.12.09 

澳大利亚科世达浆果国际有限

公 司 （ Costa Berry 

International Pty Ltd）、美

国佛罗里达基金种业有限公司

（Florida Foundation Seed 

Producers Inc） 

J. 斯卡佐（Jessica Scalzo）、J.W. 奥

姆斯泰德（James W. Olmstead） 

思 15268 

(C15268)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84 20221741 2022.12.09 

澳大利亚科世达浆果国际有限

公 司 （ Costa Berry 

International Pty Ltd） 

J. 斯卡佐（Jessica Scalzo）、J.W. 奥

姆斯泰德（James W. Olmstead） 

思 15270 

(C15270)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85 20221742 202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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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5 

(IPT109015)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86 20221743 202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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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17 

(IPT2131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1.01.06
肯尼亚 

187 20221744 202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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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17 

(IPT1926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9.16
肯尼亚 

188 20221745 2022.12.10 崇义县绿地种苗场 
林朝楷、郭勇君、袁本飞、黄文辉、陈

后荣、廖信远、王金秀 
林枣 8号 南酸枣  

 

189 20221746 2022.12.12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田连通、何琼、曹荣根、王江斌、黄岚 黄金宝贝 蔷薇属  

 

190 20221747 2022.12.12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何琼、田连通、曹荣根、王江斌、黄岚 虔诚宝贝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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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20221748 2022.12.12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王江斌、田连通、曹荣根、何琼、黄岚、

刘鹏志 
妆玉宝贝 蔷薇属  

 

192 20221749 2022.12.12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何琼、田连通、曹荣根、王江彬、黄岚 花样年华 蔷薇属  

 

193 20221750 2022.12.12 杭州植物园 
朱剑俊、李少清、黄大鹏、宋虹、王俊、

罗骏潇 
藤花房 蔷薇属  

2022.04.08
浙江杭州 

194 20221751 2022.12.12 宁波二淘铁线莲农业有限公司 
孙同冰、陆云峰、王豪、沈波、王建军、

吴降星、严春风、沙存龙 
海裳汐 铁线莲属  

 

195 20221752 2022.12.12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普齐嫰斯

(NIRPCHINENS

IS)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96 20221753 2022.12.12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 尔 普 加 德

(NIRPGARD)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97 20221754 2022.12.12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普德利凯

(NIRPDELICAT

E)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98 20221755 2022.12.12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派瓦 

(NIRPEVA)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199 20221756 2022.12.12 
贵州省植物园、贵州生源兰花

贸易有限公司 

刘国运、周庆、任启飞、袁茂琴、刘芳、

邓兵、胡毅、欧明烛 
银白素 兰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200 20221757 2022.12.12 
贵州省植物园、贵州生源兰花

贸易有限公司 

任启飞、刘国运、周庆、邓兵、胡毅、

陈云飞、马菁华、欧明烛、刘芳 
吉祥三星 兰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201 20221758 2022.12.12 
贵州省植物园、贵州生源兰花

贸易有限公司 

任启飞、刘国运、周庆、邓兵、陈云飞、

马菁华、胡毅 
黔之映月 兰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202 20221759 2022.12.12 
贵州省植物园、贵州生源兰花

贸易有限公司 

周庆、刘国运、任启飞、胡毅、马菁华、

邓兵、欧明烛 
乌蒙翠冠 兰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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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20221760 2022.12.12 
贵州省植物园、贵州生源兰花

贸易有限公司 

任启飞、刘国运、周庆、袁茂琴、欧明

烛、陈云飞、马菁华、刘芳、胡毅 
高原彩叠 兰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204 20221762 2022.12.12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普卡拉美

(NIRPCARAMEL

)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05 20221763 2022.12.12 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王美娜、李健、王玉、陈建兵、张灏、

段晓娟、孔德敏、饶文辉、唐凤霞 
元馥 蝴蝶兰属  

 

206 20221764 2022.12.13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李金、刘维暐、明升平、朱文浩、许琨、

高连明 
繁星 景天属  

 

207 20221765 202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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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程安、沙存龙、樊树雷、

张波 

粉妆 铁线莲属  

 

208 20221766 2022.12.13 崇义县绿地种苗场 
林朝楷、廖信远、黄文辉、陈后荣、王

金秀 
林枣 7号 南酸枣  

 

209 20221767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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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61 蔷薇属  

 

210 20221768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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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60 蔷薇属  

 

211 20221769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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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66 蔷薇属  

 

212 20221770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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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67 蔷薇属  

 

213 20221771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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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71 蔷薇属  

 

214 20221772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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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72 蔷薇属  

 

215 20221773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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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 TLR10073 蔷薇属  

 

216 20221774 2022.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天狼 TLR10074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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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20221775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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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76 蔷薇属  

 

218 20221776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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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78 蔷薇属  

 

219 20221777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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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77 蔷薇属  

 

220 20221778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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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79 蔷薇属  

 

221 20221779 2022.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天狼 TLR10080 蔷薇属  

 

222 20221780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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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81 蔷薇属  

 

223 20221781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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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82 蔷薇属  

 

224 20221782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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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84 蔷薇属  

 

225 20221783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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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83 蔷薇属  

 

226 20221784 2022.12.17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金赟、李玲 天狼 TLR10062 蔷薇属  

 

227 20221785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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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75 蔷薇属  

 

228 20221787 2022.12.20 
云南省德宏热带农业科学研究

所 

罗凯、李泽生、耿秀英、贺永国、姚志

军、姚春 
德斛 1号 石斛属  

 

229 20221788 20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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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强、

周素清、汪莹、刘庆林、黄靖琪、李意

峰、尹显财 

瑞雪 报春花属  

 

230 20221789 2022.12.21 
日照金枫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陈俊强、马丙尧、王洪永、周祥云、杨

秀苹、王霞、王振猛、高嘉、许萍、李

宜明、赵秀娟、庞薇、王世才、王世科、

吴杰 

火焰 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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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20221790 2022.12.21 
日照金枫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马丙尧、王洪永、王霞、杨秀苹、王伟、

陈俊强、王振猛、高嘉、庞薇、王清华、

许萍、李永涛、王世才、王世科、吴杰 

红丝带 栎属  

 

232 20221791 2022.12.21 
日照金枫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马丙尧、陈俊强、王洪永、王伟、周祥

云、王霞、高嘉、王振猛、朱文成、庞

薇、李永涛、张新慰、王世才、王世科、

吴杰 

秋日盛典 栎属  

 

233 20221792 2022.12.21 
日照绿川种业有限公司、山东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王洪永、马丙尧、陈小红、葛文华、陈

俊强、赵秀娟、王霞、王振猛、杜振宇、

高嘉、许萍、庞薇、王世才、王世科、

吴杰 

秋之舞 栎属  

 

234 20221793 2022.12.22 
日照绿川种业有限公司、山东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马丙尧、王洪永、陈睿、陈俊强、高嘉、

赵秀娟、高伟、王霞、王振猛、杜振宇、

庞薇、李宜明、王世才、王世科、吴杰 

爱之翼 栎属  

 

235 20221794 2022.12.22 
日照绿川种业有限公司、山东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王振猛、王洪永、马丙尧、陈睿、王霞、

陈小红、杜振宇、高伟、高嘉、朱文成、

庞薇、张新慰、王世才、王世科、吴杰 

洒金 栎属  

 

236 20221795 2022.12.22 
日照金枫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王洪永、马丙尧、周祥云、高伟、王世

芬、王振猛、高嘉、王霞、李宜明、杜

振宇、庞薇、王清华、王世才、王世科、

吴杰 

金色满园 栎属  

 

237 20221796 2022.12.22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普好匹木

(NIRPHOPIMUT

)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38 20221797 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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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晓

云、尹俊梅 
热科红彩云 石斛属  

 

239 20221798 2022.12.22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 尔 普 维 哥

(NIRPWHYGOO)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40 20221799 2022.12.22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波利 1 

(NIRPOLY1)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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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20221800 2022.12.22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匹萨妃 

(NIRPISAPHY)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42 20221801 2022.12.23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坡心 

(NIRPOCEAN)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43 20221802 20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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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辉、陈俊强、许景伟、庄

若楠、朱升祥、董光勇 
皓玉 苹果属  

 

244 20221803 20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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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英、刘慧、王娟、邰海欧 莸芳 莸属  

 

245 20221804 2022.12.26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崔洪霞 美蓝 丁香属   
246 20221808 2022.12.27 漳平市永福迎祥园艺场 陈建川 超墨 山茶属   

247 20230001 2022.12.29 
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

究所 

魏殿文、石德山、黄宏、王俊芳、林超、

田福和、孙波、周琳、孙大昭、孙丰、

路彩云 

雪玉 越桔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248 20230002 2022.12.29 
E.G. 希尔公司（E.G. Hill 

Company Inc.） 
迪恩·如勒（Dean Rule） 

希尔穆博 034P 

(HILMB034P)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49 20230003 2022.12.30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祝志勇、叶国庆、刘新晶、黄增芳、余

敏芬 
四明黛春 槭属  

 

250 20230004 2022.12.30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林立、祝志勇、叶国庆、黄增芳、余敏

芬、刘新晶 
四明愉朵 槭属  

 

251 20230005 2023.01.02 大连森茂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王贺新、徐银双、刘国玲、徐国辉、赵

丽娜 
樱雪 越桔属  

 

252 20230006 2023.01.02 
大连森茂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大连大学  
王贺新、徐国辉、赵丽娜 莱卡尔 越桔属  

 

253 20230007 2023.01.02 
大连森茂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大连普世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贺新、刘国玲、徐银双、赵丽娜、徐

国辉 
飞雪 越桔属  

 

254 20230008 2023.01.02 

大连普世蓝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大连森茂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大连大学 

刘国玲、徐国辉、王贺新、徐银双、赵

倩、崔青青 
晨夏 越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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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20230009 2023.01.02 
大连大学、大连森茂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 

徐国辉、王贺新、刘国玲、赵丽娜、雷

蕾 
西海岸 越桔属  

 

256 20230010 2023.01.02 
大连大学、大连森茂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 

王贺新、徐国辉、刘国玲、赵丽娜、雷

蕾 
新星一号 越桔属  

 

257 20230011 2023.01.03 
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

究所 

魏殿文、周琳、王福德、李为海、李俭、

田福和、孙丰、孙波、赵莉薇、黄宏、

石德山 

水滴 越桔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258 20230012 2023.01.03 
A.R.B.A. 公 司 （ A.R.B.A. 

B.V.） 
艾尔·皮·德布林 (Ir. P. de Bruin)   

阿康布洛 

(ARCANBLO)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021.03.29
日本 
2022.11.08
玉溪 

259 20230013 2023.01.03 
酒泉市蓝翔园艺种苗有限责任

公司 
陈凤翔、郭海辉 白露 羽扇豆属 

酒泉科聚生产力

促进中心 

 

260 20230014 202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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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伟刚、胡丁猛、程鸿雁、许景伟、朱

升祥、王立辉、董光勇 
紫嫣 紫荆属  

 

261 20230015 202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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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辉、许景伟、陈俊强、朱

升祥、庄若楠、董伟刚、张林 
昌琪 槭属  

 

262 20230016 2023.01.04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普韦德 

(NIRPWEDER)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科

技有限公司 

 

263 20230017 2023.01.04 合肥植物园 
程红梅、周耘峰、方宏昆、王德梅、张

瑞、周莉、钱法永 
春舞 苹果属  

 

264 20230018 2023.01.04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宽甸龙

成软枣研究所 
孙阳、王成 软丰香 猕猴桃属 

北京北林方圆植

物新品种权事务

有限公司 

 

265 20230019 2023.01.05 
A.R.B.A. 公 司 （ A.R.B.A. 

B.V.） 
艾尔·皮·德布林 (Ir. P. de Bruin)   

阿西娜 

(ARSIN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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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20230020 2023.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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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娟、铁英、刘慧、邰海欧、李瑞静 蒙钦 1号 桑属  

 

267 20230021 2023.01.09 
新疆瑞绎昕生态园林技术有限

公司 

曾柏元、王勇、公勤、薛世平、葛廷进、

员芳、李博源、姜咏雪、余文伍、李文

静、李瑞瑞、王铁良、张平、李国林、

谢艺璇 

天绎 苹果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268 20230022 2023.01.09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园艺研

究所 
杨珺、符瑞侃 海岛莺啼 叶子花属  

 

269 20230023 2023.01.09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园艺研

究所 

符瑞侃、杨珺、梁定民、全彬、翁春雨、

张永豪 
雷公马 叶子花属  

 

270 20230024 2023.01.11 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 
张建喜、陈菊、王强、杨庆春、侯冬冬、

刘扬、王胜朝 
秀林擎天 栾树属 

北京棕科植物新

品种权管理有限

公司 

 

271 20230025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翟慎学、翟乃超、程伟、王猛、王锺 红袖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72 20230026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王猛、程伟、王锺、翟乃超、翟慎学 珑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73 20230027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王锺、王猛、程伟、翟乃超、翟慎学 巨凤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74 20230028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翟乃超、王锺、程伟、王猛、翟慎学 纹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75 20230029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王猛、程伟、王锺、翟乃超、翟慎学 豆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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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20230030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翟慎学、王猛、程伟、翟乃超、王锺 浅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77 20230031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王猛、程伟、王锺、翟乃超、翟慎学 鹤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78 20230032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王锺、程伟、王猛、翟乃超、翟慎学 囍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79 20230033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翟乃超、王锺、王猛、程伟、翟慎学 果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80 20230034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翟慎学、程伟、王猛、王锺、翟乃超 青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81 20230036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翟乃超、王锺、王猛、程伟、翟慎学 羽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82 20230037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程伟、王猛、王锺、翟乃超、翟慎学 娇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83 20230038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程伟、翟乃超、王猛、王锺、翟慎学 纱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84 20230039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程伟、王猛、王锺、翟乃超、翟慎学 粉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285 20230040 2023.01.12 
淄博市川林彩叶卫矛新品种研

究所 
王锺、程伟、王猛、翟乃超、翟慎学 凤蝶 卫矛属 

杭州沃尔德园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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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20230041 20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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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A 

(RUICR1615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87 20230042 20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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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恩 0084A 

(RUICN0084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88 20230043 20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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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克 0133B 

(RUIPQ0133B)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89 20230044 20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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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拉 0127C 

(RUICL0127C)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90 20230045 20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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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斯 2026A 

(RUICS2026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91 20230046 2023.01.13 上海辰山植物园 
叶康、王琦、胡永红、秦俊、黄卫昌、

李莉、严旭 
蓝颜 

报春苣苔

属 
 

 

292 20230047 2023.01.13 上海辰山植物园 
叶康、王琦、胡永红、秦俊、黄卫昌、

李莉、严旭 
红爪 

报春苣苔

属 
 

 

293 20230049 2023.01.16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刘国彬、廖婷、郭丽琴、王烨、曹均 京桧 4号 圆柏属   

294 20230050 2023.01.16 
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高龙肖、岳彩伟、黄孝志、岳宗瑞、崔

炫洁、崔伟京 
香妃 2号 梓树属  

 

295 20230051 2023.01.16 
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高龙肖、岳彩伟、崔炫洁、岳宗瑞、黄

孝志、崔伟京 
筑京 2号 牡荆属  

 

296 20230052 2023.01.16 
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高龙肖、黄孝志、岳彩伟、崔炫洁、岳

宗瑞、崔伟京 
筑京 3号 牡荆属  

 

297 20230053 2023.01.16 
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崔伟京、崔炫洁、高龙肖、黄孝志、岳

宗瑞 
筑栾 1号 栾树属  

 

298 20230054 2023.01.18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刘国彬、曹均、张玉平、廖婷、郭丽琴、

王烨 
京桧 6号 圆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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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20230055 2023.01.20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

院 

黄欣、秦波、蒋日红、孙开道、唐黎明、

杨开太、黄红宝、覃杰、秦赐梅 
玉粉蝶 紫薇属  

 

300 20230056 2023.01.29 

法 国 玫 兰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洛迈 

(Meilowmye)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017.02.02
美国 

301 20230065 2023.02.02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

究所 
郭艳超、郑伶杰、丁丁、郑丽锦 滨红 白蜡树属  

 

302 20230066 2023.02.03 

英国大卫奥斯汀月季公司

（ David Austin Roses 

Limited） 

大卫·奥斯汀（David J.C. Austin） 
奥斯尔妮 

(AUSERNIE)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022.02.21
英国 

303 20230067 2023.02.03 

英国大卫奥斯汀月季公司

（ David Austin Roses 

Limited） 

大卫·奥斯汀（David J.C. Austin） 
奥斯麦哲斯蒂 

(AUSMAJESTY)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022.02.21
英国 

304 20230068 2023.02.03 

英国大卫奥斯汀月季公司

（ David Austin Roses 

Limited） 

大卫·奥斯汀（David J.C. Austin） 
奥斯佩里多 

(AUSPERIDOT)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022.04.01
美国 
2022.05.02
北京市 

305 20230072 2023.02.03 
E.G. 希尔公司（E.G. Hill 

Company Inc.） 
迪恩•如勒（Dean Rule） 

希尔普布丽 

(HILpbrule)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06 20230073 2023.02.03 

法 国 玫 兰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佐罗 

(Meizhoro)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018.11.06
荷兰 
2022.02.18
海宁市 

307 20230074 2023.02.03 

法 国 玫 兰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雅米妮 

(Meizasmyne)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020.09.03
法国 
2022.02.18
海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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