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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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79 2022.03.03 
山东齐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雅霖 
董雅霖、李国杰、胡永梅、李泽宇 齐举 榉属   

2 20220186 2022.03.05 
山东齐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泽宇 
李泽宇、李国杰、胡永梅、董雅霖 凤尾 榉属   

3 20220188 2022.03.07 
山东齐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胡永梅 
胡永梅、李国杰、李泽宇、董雅霖 状元 榉属   

4 20220189 2022.03.07 山东齐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国杰、胡永梅、李泽宇、董雅霖 莱子 榉属   

5 20220190 2022.03.07 
山东齐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国杰 
李国杰、胡永梅、李泽宇、董雅霖 晏子 榉属   

6 20220400 2022.04.26 

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

市首发天人生态景观有限公

司、芜湖市雨田润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骆绪美、范程豪、韩文妍、任杰、

殷勇、程明伟、蔡新玲、余国清、

黄志军、周米生、张家诚、雷经洋 
冬锦 栾树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7 20220446 2022.05.09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 
宿庆连、易懋升、夏晴、周晓云、

伍树桐、曾伟达、牛文霞、陶涛、

骆嘉文、陈惠仙、蔡凯宇、梁颖 
广花清扬 白鹤芋属   

8 20220447 2022.05.09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 
易懋升、夏晴、周晓云、宿庆连、

陈一新、伍树桐、牛文霞、吴贤彬、

徐双明、彭雪芳、刘琴、陈学理 
广花清雅 白鹤芋属   

9 20220448 2022.05.09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 
周晓云、夏晴、易懋升、宿庆连、

黄明翅、陈一新、顾梦云、范正红、

谢伟平、陈剑华、罗发强、林素青 
广花清丽 白鹤芋属   

10 20220507 2022.05.17 
云南玫里传说食品有限公司、

西南林业大学 
刘心忠、张汉尧、刘志敏、吴鹏 玫里一号 蔷薇属   

11 20220688 2022.06.27 黑龙江伊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邢振楠、王丹丽、刘艳杰、史福忠、

安晓莉 
蓝翡丽 忍冬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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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20708 2022.06.30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 陈芬、马丽、刘博 晨曦 萱草属   

13 20220718 2022.06.3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深圳市农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农科蔬菜科技有限公司 

邱道寿、赵贵林、张达、沈甲诚、

黎广雄、谢博帆、余湖森 
霍铁 1 号 石斛属   

14 20220736 2022.07.03 

艾绿工程建设（上海）有限公

司、浙江省园林植物与花卉研

究所 

陆苗、李卉、史小华、刘晓庆、成

新亚、陈金健、詹鹤、方盛 
艾绿雪 铁筷子属   

15 20220737 2022.07.03 

艾绿工程建设（上海）有限公

司、浙江省园林植物与花卉研

究所 

陆苗、史小华、李卉、刘晓庆、成

新亚、陈金健、詹鹤、方盛 
奇迹粉 铁筷子属   

16 20220760 2022.07.05 黑龙江伊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邢振楠、王丹丽、刘艳杰、史福忠、

安晓莉 
伊斯梅尔 忍冬属   

17 20220764 2022.07.05 黑龙江伊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邢振楠、王丹丽、刘艳杰、史福忠、

安晓莉 
圣安娜 忍冬属   

18 20220777 2022.07.0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

业研究所 
刘军、韩小娇、李彦杰、范艳如、

姜景民 
寿椿红 香椿属   

19 20220778 2022.07.07 

白河县春蕾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

热带林业研究所 

刘军、雷豪、姜景民、雷德根、李

彦杰、范艳如 
汉椿红 香椿属   

20 20220787 2022.07.08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广州市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 

袁美华、黄琦、邓建忠、方永红、

雷杰、梁湖清、邵泉、陈琼 
碧玉年华 野牡丹属   

21 20220793 2022.07.11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中山大

学 
黎宝宁、周仁超、金海湘、刘莹、

陈惠玲、何林洪、邢业苗、贾益兴 
锦瑟年华 野牡丹属   

22 20220807 2022.07.1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

究所 

岳华峰、郑智龙、王玉忠、赵广杰、

班龙海、杨超伟、赵阳、张艺凡、

孔新旗、王润军、刘万海、袁玮、

高秀云、陈传帅、寿园园、宋丽娟、

潘煜凤 

国粹栾 栾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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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220813 2022.07.1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

究所 

岳华峰、王玉忠、杨超伟、班龙海、

郑智龙、高秀云、李春方、刘冰、

陈尚凤、张艺凡、刘万海、杨海青、

赵道云、王英英、王敬占、刘兰芝、

吴创业 

国运栾 栾树属   

24 20220822 2022.07.21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李玲 

天狼

TLR10003 
蔷薇属   

25 20220823 2022.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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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02 
蔷薇属   

26 20220824 2022.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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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04 
蔷薇属   

27 20220825 2022.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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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05 
蔷薇属   

28 20220832 2022.07.2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

所 

潘登浪、曾宪海、曹建华、林位夫、

曾精、李炜芳、邹积鑫、谢贵水、

李哲、李卫忠 
热油 40 号 油棕   

29 20220833 2022.07.22 
豫兰（河南）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 
刘青发、冯胜利、乔转运、牛力文、

王亚玲 
鸿运春晖 木兰属   

30 20220834 2022.07.22 
豫兰（河南）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 
刘青发、冯胜利、乔转运、冯瑞生、

牛力文、王亚玲 
鸿运春红 木兰属   

31 20220835 2022.07.22 
豫兰（河南）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  
刘青发、冯胜利、王亚玲、乔转运、

牛力文、赵新利 
鸿运飞燕 木兰属   

32 20220837 2022.07.22 
豫兰（河南） 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刘青发、冯胜利、牛力文、乔转运、

王亚玲、冯瑞生 
鸿运娇嫣 木兰属   

33 20220843 2022.07.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武佳佳、金赟 

天狼

TLR10006 
蔷薇属   

34 20220844 2022.07.2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李玲 

天狼

TLR10001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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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220845 2022.07.25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

所 

邹积鑫、李炜芳、曾宪海、林位夫、

谢贵水、蒋菊生、曹建华、潘登浪、

陈俊明、安锋、王军、周立军、曾

精、李哲、李卫忠 

热油 5 号 油棕   

36 20220846 2022.07.25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

所 

李哲、曾宪海、潘登浪、李炜芳、

邹积鑫、曾精、林位夫、谢贵水、

曹建华、李卫忠 

热油 227
号 

油棕   

37 20220847 2022.07.25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王亚玲、冯胜利、冯瑞生、樊璐、

叶卫、李仁娜、闫慧玲 
绿香 木兰属   

38 20220852 2022.07.2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

所、丰宁国有林场管理处邓栅

子林场、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

学研究院 

李斌、崔宏新、武立东、王玉忠、

杨会敏、杜文龙、王久满、张雷、

宋海波、钱向明 

邓栅子 1
号 

榆属   

39 20220859 2022.07.27 江苏裕华杜鹃种植有限公司 
周金良、周嵩、谈卉、孙静、徐智

峰 
裕骄阳 杜鹃花属   

40 20220860 2022.07.27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 
张建英、张莹莹、陈先林、王萍、

刘和顺、毛向红、徐平 
燕香 核桃属   

41 20220861 2022.07.27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 
张建英、张莹莹、王萍、陈先林、

刘和顺、毛向红、徐平 
硕香 核桃属   

42 20220863 2022.07.28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 陈芬、马丽、刘博、任静 复古珊瑚 萱草属   

43 20220864 2022.07.29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悠暖花开园

艺场 
鲁冯国、戚幼囡、陆云峰、王豪、

王建军、沈波 
赤彤艳阳 鸢尾属   

44 20220865 2022.07.29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悠暖花开园

艺场 
鲁冯国、戚幼囡、陆云峰、王豪、

沈波、王建军 
赤彤微笑 鸢尾属   

45 20220866 2022.07.30 山东农业大学 
杨克强、房鸿成、王耀锋、梁强、

孙立民、董玉惠、王长喜、刘建宁 
亭泉 侧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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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220867 202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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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莱特（Gary Wright）、P. 林仑

（Paul Lyrene） 
思 12122 
(C12122)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47 20220868 202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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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林仑

（Paul Lyrene） 
思 13051 
(C13051) 

越桔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48 20220869 2022.08.01 江苏裕华杜鹃种植有限公司 
周金良、周嵩、孙静、谈卉、徐智

峰 
裕飞燕 杜鹃花属   

49 20220870 2022.08.01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石

家庄市神州花卉研究所有限公

司 

白霄霞、蒋淑磊、李志斌、李萍、

张骁骁、郭永召、张丽玲、刘雅、

郑书海、周广英、刘娜 
梦幻 杜鹃花属   

50 20220871 2022.08.01 
石家庄市神州花卉研究所有限

公司 
李志斌、白霄霞、蒋淑磊、李萍、

李坤、李昕、张骁骁、白晓 
韶华 杜鹃花属   

51 20220872 2022.08.01 
潍坊职业学院 、潍坊市农业科

学院 

孙曰波、赵从凯、杨志莹、吴祥春、

张海良、杨兴芳、赵庆柱、李寿冰、

陈大雷 
紫霞 2 号 丁香属 

北京申呈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2 20220873 2022.08.01 
潍坊职业学院、潍坊市农业科

学院 

赵从凯、丁世民、杨志莹、吴祥春、

张海良、杨兴芳、赵庆柱、李寿冰、

陈大雷 
紫霞 1 号 丁香属 

北京申呈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3 20220874 2022.08.01 
潍坊职业学院、潍坊市农业科

学院 

杨兴芳、丁世民、杨志莹、吴祥春、

张海良、赵从凯、赵庆柱、李寿冰、

陈大雷 
紫霞 3 号 丁香属 

北京申呈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4 20220878 2022.08.0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

所、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云南春禾园林科技有

限公司 

宋杰、李伟、许凤、王继华、李世

峰、陈伟、彭绿春、解玮佳、张露、

李慧敏 
金粉丽人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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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220879 2022.08.0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

所、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宋杰、张颢、李伟、李世峰、彭绿

春、解玮佳、陈伟、张露、许凤、

张丽 
红袖添香 蔷薇属   

56 20220880 2022.08.01 

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李伟、宋杰、李慧敏、张颢、解玮

佳、陈伟、李世峰、张露、彭绿春、

段仕学 
金色梦幻 蔷薇属   

57 20220881 2022.08.0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

所、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云南春禾园林科技有

限公司 

宋杰、李伟、王继华、李慧敏、彭

绿春、李世峰、陈伟、李云伟、解

玮佳、张露 
玲珑仙子 蔷薇属   

58 20220882 2022.08.01 

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 

李伟、王继华、宋杰、陈伟、张露、

彭绿春、李世峰、解玮佳、段仕学、

许凤 
红粉啼妆 蔷薇属   

59 20220883 2022.08.0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

所、云南春禾园林科技有限公

司、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李世峰、宋杰、李伟、张颢、许凤、

张露、彭绿春、解玮佳、陈伟、张

丽 
梦幻流光 蔷薇属   

60 20220884 2022.08.01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方苏杭、张敬丽 奥维特 101 杜鹃花属   

61 20220885 2022.08.02 

石家庄市神州花卉研究所有限

公司、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

院 

白霄霞、李志斌、蒋淑磊、李萍、

化金津 
曙光 杜鹃花属   

62 20220886 2022.08.02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李玲 

天狼

TLR10009 
蔷薇属   

63 20220887 2022.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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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18 
蔷薇属   

64 20220888 2022.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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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14 
蔷薇属   

65 20220889 2022.08.02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李玲 

天狼

TLR10021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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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220890 2022.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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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20 
蔷薇属   

67 20220891 2022.08.0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李玲 

天狼

TLR10027 
蔷薇属   

68 20220892 2022.08.03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李玲 

天狼

TLR10025 
蔷薇属   

69 20220893 202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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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10 
蔷薇属   

70 20220894 202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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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23 
蔷薇属   

71 20220895 202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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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24 
蔷薇属   

72 20220896 202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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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26 
蔷薇属   

73 20220899 2022.08.04 洛阳农林科学院 

王二强、王晓晖、卢林、冀含乐、

梁长安、韩鲲、庞静静、郭亚珍、

刘红凡、王茜赟、樊治国、张琳、

潘永 

晖映九州 牡丹   

74 20220900 2022.08.04 洛阳农林科学院 
王二强、刘红凡、王晓晖、郭亚珍、

卢林、韩鲲、王艳丽、庞静静、冀

含乐、梁长安、范崇霞 
玉蝶群舞 芍药属   

75 20220901 2022.08.04 洛阳农林科学院 
王二强、庞静静、郭亚珍、刘红凡、

卢林、王晓晖、梁长安、韩鲲、冀

含乐、樊治国、闫进晓、潘永 
静若繁花 芍药属   

76 20220902 2022.08.04 洛阳农林科学院 
王二强、冀含乐、刘红凡、韩鲲、

郭亚珍、王晓晖、卢林、庞静静、

梁长安、王茜赟、王艳丽、邵安领 
含乐 芍药属   

77 20220903 2022.08.04 洛阳农林科学院 
王占营、梁长安、韩鲲、庞静静、

冀含乐、刘红凡、卢林、郭亚珍、

王晓晖、闫进晓、范崇霞 
烟云紫 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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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20220904 2022.08.04 洛阳农林科学院 
王二强、韩鲲、冀含乐、王晓晖、

梁长安、郭亚珍、庞静静、刘红凡、

王茜赟、张琳、樊治国 
鲲鹏展翅 芍药属   

79 20220905 2022.08.04 
溆浦县峰源农林开发有限公

司、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贺友德、陈永忠、王瑞、

张震、何之龙、刘圣瑜、戴泽、乔

建兵 
南湘妍 山茶属   

80 20220906 2022.08.04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悠暖花开园

艺场 
鲁冯国、戚幼囡、王建军、陆云峰、

王豪、沈波 
赤彤韶华 鸢尾属   

81 20220907 2022.08.04 宁波优沃花卉有限公司 
王豪、鲁冯国、戚幼囡、陆云峰、

沈波、王建军 
赤彤酒窝 鸢尾属   

82 20220908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雪山之光 杜鹃花属   

83 20220909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革命旗 杜鹃花属   

84 20220910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应泓海、应永生 红盖头 杜鹃花属   

85 20220911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应泓海、应永生 红星 杜鹃花属   

86 20220912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应泓海、应永生 红歌 杜鹃花属   

87 20220913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圭峰 1 号 杜鹃花属   

88 20220914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圭峰 2 号 杜鹃花属   

89 20220915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圭峰 3 号 杜鹃花属   

90 20220916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景岗红 杜鹃花属   

91 20220917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圭峰 4 号 杜鹃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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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0220918 2022.08.04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圭峰 5 号 杜鹃花属   

93 20220919 2022.08.04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 大圆宝 冬青属   

94 20220921 2022.08.05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明镜 杜鹃花属   

95 20220922 2022.08.0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李玲 

天狼

TLR10015 
蔷薇属   

96 20220923 2022.08.0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李玲 

天狼

TLR10033 
蔷薇属   

97 20220924 202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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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35 
蔷薇属   

98 20220925 202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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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36 
蔷薇属   

99 20220926 2022.08.05 
苏州市华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

公司 
姜正之、杨绍宗、屈佳翼、李玲 

天狼

TLR10037 
蔷薇属   

100 20220927 202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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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29 
蔷薇属   

101 20220928 202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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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32 
蔷薇属   

102 20220929 2022.08.06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汪成忠、顾国海、李寿田、尹原森 星硕 百子莲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03 20220930 2022.08.06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汪成忠、李庆魁、朱玮、李成慧 星星之火 百子莲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04 20220931 2022.08.06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汪成忠、耿晓东、李成慧、尹原森 晴雯 百子莲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05 20220932 2022.08.06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汪成忠、陈军、曹春燕、梁琪 紫娟 百子莲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106 20220933 2022.08.08 宁波优沃花卉有限公司 
鲁冯国、戚幼囡、王豪、陆云峰、

吴降星、王建军、沈波 
赤彤之手 鸢尾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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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0220934 2022.08.08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薛秋华、林毅雁、王琳、

于可丰、魏一 
国济春红 李属   

108 20220935 2022.08.08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于可丰、薛秋华、王琳、

林毅雁、魏一 
国济春秀 李属   

109 20220936 2022.08.08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王琳、于可丰、薛秋华、

林毅雁、魏一 
国济春阳 李属   

110 20220937 2022.08.08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王琳、薛秋华、于可丰、

林毅雁、魏一 
国济粉韵 李属   

111 20220938 2022.08.08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红色光环 杜鹃花属   

112 20220939 2022.08.08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小心愿 杜鹃花属   

113 20220940 2022.08.08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暗恋 杜鹃花属   

114 20220941 2022.08.08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春之声 杜鹃花属   

115 20220942 2022.08.08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王瑞、陈隆升、

张震、许彦明、何之龙、唐炜 
湘玫 2 山茶属   

116 20220943 2022.08.08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红波 杜鹃花属   

117 20220944 2022.08.08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应泓海、应永生 红土地 杜鹃花属   

118 20220945 2022.08.08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圭峰 8 号 杜鹃花属   

119 20220946 2022.08.08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王瑞、陈隆升、

张震、许彦明、唐炜 
湘玫 1 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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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20220947 2022.08.08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盛华 6 号 杜鹃花属   

121 20220948 2022.08.08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盛华 7 号 杜鹃花属   

122 20220949 2022.08.08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方永根、贾宁、孙兴华、赵宝梅、

方苏杭 
珍宝 杜鹃花属   

123 20220950 2022.08.08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陈隆升、王瑞、

张震、许彦明 
湘姿 山茶属   

124 20220960 2022.08.09 北京市植物园管理处 邓莲、朱莹、宋华、安晖、西景营 春日暖阳 蔷薇属   

125 20220964 2022.08.09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薛秋华、王琳、魏一、于

可丰、林毅雁 
国济千黛 李属   

126 20220965 2022.08.09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于可丰、王琳、薛秋华、

魏一、林毅雁 
国济浅韵 李属   

127 20220968 2022.08.09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薛秋华、王琳、于可丰、

魏一、林毅雁 
国济娓韵 李属   

128 20220975 202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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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柽 2 号 柽柳属   

129 20220978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弋阳分公司 
方永根 兴高采烈 杜鹃花属   

130 20220979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富强 杜鹃花属   

131 20220980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余建功、沈剑、汪献青 富丽 杜鹃花属   

132 20220981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沈剑、余建功、汪献青 富美 杜鹃花属   

133 20220982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方建设、朱光夏、汪献青 盛春 10 号 杜鹃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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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20220983 2022.08.10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王琳、魏一、薛秋华、林

毅雁、于可丰 
国济粉黛 李属   

135 20220984 2022.08.10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于可丰、王琳、薛秋华、

林毅雁、魏一 
金玉满堂 李属   

136 20220985 2022.08.10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于可丰、薛秋华、林毅雁、

王琳、魏一 
国济绯韵 李属   

137 20220986 2022.08.10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于可丰、于孙济 丰彩 李属   

138 20220987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沈剑、余建功、汪献青 富天 杜鹃花属   

139 20220988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小宝 杜鹃花属   

140 20220989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香瑞 杜鹃花属   

141 20220990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红顶 杜鹃花属   

142 20220991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有限公司 方永根 粉黛 杜鹃花属   

143 20220992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红道 杜鹃花属   

144 20220993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红福 杜鹃花属   

145 20220994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香雾 杜鹃花属   

146 20220995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艳双 杜鹃花属   

147 20220996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魏文涛、朱光夏、方苏杭 福宁 杜鹃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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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20220997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锦绣 杜鹃花属   

149 20220998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霓虹灯 杜鹃花属   

150 20220999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暮春 杜鹃花属   

151 20221000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仲夏 杜鹃花属   

152 20221001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无尽 杜鹃花属   

153 20221002 2022.08.10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无常 杜鹃花属   

154 20221003 2022.08.11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朱光夏、魏文涛、方苏杭 福贵 杜鹃花属   

155 20221004 2022.08.11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魏文涛、朱光夏、方苏杭 福乐 杜鹃花属   

156 20221005 2022.08.11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朱光夏、魏文涛、方苏杭 绿英 杜鹃花属   

157 20221006 2022.08.11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有限公司 方永根 红羽 杜鹃花属   

158 20221007 2022.08.11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 岭上红 杜鹃花属   

159 20221008 2022.08.11 
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

司 
方永根、方建设、朱光夏、汪献青 缤纷 杜鹃花属   

160 20221009 2022.08.11 

福建芝樱公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于孙济、王琳、魏一、林毅雁、薛

秋华、于可丰 
国济飞霞 李属   

161 20221010 202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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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R10034 
蔷薇属   

162 20221011 2022.08.12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爱丽 8 号 杜鹃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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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20221012 2022.08.12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爱丽 9 号 杜鹃花属   

164 20221013 2022.08.12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爱丽 7 号 杜鹃花属   

165 20221014 2022.08.12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爱丽 6 号 杜鹃花属   

166 20221015 2022.08.12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爱丽 5 号 杜鹃花属   

167 20221016 2022.08.12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爱丽 4 号 杜鹃花属   

168 20221017 2022.08.12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火炬 杜鹃花属   

169 20221018 2022.08.12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姜燕妮、孟钰、孙杰、方

苏杭 
欢雀 杜鹃花属   

170 20221019 2022.08.12 北京林业大学 
郑唐春、张启翔、王佳、程堂仁、

王振友 
三轮微粉 梅   

171 20221020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奶油蛋糕 蔷薇属   

172 20221021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古典乐章 蔷薇属   

173 20221022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甜蜜的微

笑 
蔷薇属   

174 20221023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女神 蔷薇属   

175 20221024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奶油绿洲 蔷薇属   

176 20221025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胭脂公主 蔷薇属  
2022.05.06 云南

省昆明市斗南 

177 20221026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朱颜 蔷薇属  
2022.05.10 云南

省昆明市斗南 
178 20221027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刘天平、卢燕 黄玉美人 蔷薇属   

179 20221028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国色 蔷薇属  
2022.05.10 云南

省昆明市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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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20221029 2022.08.13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卢燕、刘天平 时光 蔷薇属   

181 20221030 202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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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初妆 蔷薇属   

182 20221031 2022.08.14 安徽紫约种业有限公司 李亚东、蒋洪洲、朱明亮 紫约 3 号 越桔属   

183 20221032 2022.08.14 安徽紫约种业有限公司 李亚东、蒋洪洲、朱明亮 紫约 1 号 越桔属   

184 20221033 2022.08.14 安徽紫约种业有限公司 李亚东、蒋洪洲、朱明亮 紫约 2 号 越桔属   

185 20221034 2022.08.15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孙杰、姜燕妮、孟钰、方

苏杭 
雪静 杜鹃花属   

186 20221035 2022.08.15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山里红 1
号 

杜鹃花属   

187 20221036 2022.08.15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山里红 2
号 

杜鹃花属   

188 20221037 2022.08.15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山里红 3
号 

杜鹃花属   

189 20221038 2022.08.15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山里红 4
号 

杜鹃花属   

190 20221039 2022.08.15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贾宁、孙兴华、赵宝梅、

方苏杭 
山里红 5

号 
杜鹃花属   

191 20221040 2022.08.15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爱丽 10 号 杜鹃花属   

192 20221041 2022.08.15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期望 杜鹃花属   

193 20221042 2022.08.16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方苏杭 香妃 杜鹃花属   

194 20221043 2022.08.16 

浙江钱塘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杭州富阳万山红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 

方建平、李纪元、房巍慧、张根朗、

陆监、范正琪、葛万川、刘伟鑫、

范林洁 
慈桕紫尊 乌桕属   

195 20221044 2022.08.16 

浙江钱塘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杭州富阳万山红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 

李纪元、方建平、葛万川、张根朗、

房巍慧、范正琪、陆监、刘伟鑫、

范林洁 
慈桕彩虹 乌桕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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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20221045 2022.08.16 

浙江钱塘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杭州富阳万山红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 

李纪元、方建平、葛万川、张根朗、

房巍慧、刘伟鑫、陆监、范正琪、

范林洁 
慈桕秋潮 乌桕属   

197 20221046 2022.08.16 

浙江钱塘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杭州富阳万山红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 

张根朗、李纪元、范林洁、房巍慧、

方建平、陆监、范正琪、葛万川、

刘伟鑫 
慈桕火炬 乌桕属   

198 20221047 2022.08.16 宁波优沃花卉有限公司 
鲁冯国、戚幼囡、沈波、王豪、陆

云峰、王建军 
赤彤之眼 鸢尾属   

199 20221048 2022.08.17 北京林业大学 
安新民、郭斌、陈仲、马佳琳、郑

智礼、李善文、高凯、薛胤轩、鲁

海琳、郭新香 
京林 1 号 杨属   

200 20221049 2022.08.17 北京林业大学 
安新民、郭斌、郑智礼、马佳琳、

姚建忠、陈仲、高凯、杨晓宇、杨

雄、郭新香 

晋窄冠 1
号 

杨属   

201 20221050 2022.08.17 北京林业大学 
安新民、郭斌、马佳琳、郑智礼、

李善文、陈仲、高凯、李娟、薛胤

轩、陈婷婷、郭新香 
京白 1 号 杨属   

202 20221051 2022.08.17 宁波优沃花卉有限公司 
鲁冯国、戚幼囡、沈波、王豪、王

建军、陆云峰 
赤彤之心 鸢尾属   

203 20221052 2022.08.17 北京林业大学  
安新民、郭斌、陈仲、李善文、马

佳琳、姚建忠、苗得雨、吴茹茜、

陈婷婷、郭新香 
京林 2 号 杨属   

204 20221053 2022.08.17 北京林业大学 
安新民、郭斌、马佳琳、李善文、

李影、郭婷、赵田芸、齐婉芯、高

凯、郭新香 
毛银 1 号 杨属   

205 20221054 2022.08.17 北京林业大学     
安新民、郭斌、李善文、马佳琳、

郑智礼、陈仲、叶梅霞、黄赛、吴

茹茜、郭新香 
京白 2 号 杨属   

206 20221055 2022.08.18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赵宝梅、贾宁、孙兴华、

方苏杭 
桑巴舞 杜鹃花属   



17 
 

207 20221056 2022.08.18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农学院 李伟、杨晓红 初夏精灵 胡枝子属   

208 20221057 2022.08.18 
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 、金华

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 
方永根 粉贝 杜鹃花属   

209 20221058 2022.08.19 北京农学院 杨晓红 俏丽 胡枝子属   

210 20221059 2022.08.19 西南科技大学、国际竹藤中心 
胡尚连、高健、罗学刚、龙治坚、

曹颖、卢学琴、李尚孟 
西科浆优 1

号 
牡竹属   

211 20221060 2022.08.19 西南科技大学、国际竹藤中心 
龙治坚、胡尚连、郝苏威、罗学刚、

曹颖、高健、陈珂 
西科浆优 2

号 
牡竹属   

212 20221061 2022.08.19 西南科技大学 
胡尚连、罗学刚、曹颖、龙治坚、

李尚孟、陈红春、黄艳 
西科浆优 3

号 
牡竹属   

213 20221062 2022.08.19 
西南科技大学、日照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 
曹颖、胡尚连、孙霞、罗学刚、龙

治坚、徐刚、郝苏威 
西科浆优 4

号 
牡竹属   

214 20221063 2022.08.19 西南科技大学 
胡尚连、龙治坚、张宇、曹颖、赵

博、陈珂、杨凡钦 
西科浆优 5

号 
牡竹属   

215 20221064 2022.08.19 
西南科技大学、日照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 
胡尚连、罗学刚、龙治坚、曹颖、

孙霞、郝苏威、陈红春 
西科浆优 6

号 
牡竹属   

216 20221065 2022.08.19 西南科技大学 
胡尚连、曹颖、罗学刚、龙治坚、

卢学琴、陈红春、杨凡钦 
西科浆优 7

号 
牡竹属   

217 20221066 2022.08.19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陈隆升、许彦明、

王瑞、张震 
粉悦潇湘 山茶属   

218 20221068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高塔 绣球属   

219 20221069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红宝石敦

塔 
绣球属   

220 20221070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银塔 绣球属   

221 20221071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彩石塔 绣球属   

222 20221072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彩虹敦塔 绣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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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20221073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仕女塔 绣球属   

224 20221074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瞭望塔 绣球属   

225 20221075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佛塔 绣球属   

226 20221076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玲珑彩塔 绣球属   

227 20221077 2022.08.20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宝光塔 绣球属   

228 20221078 2022.08.21 
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高龙肖、崔炫洁、黄孝志、岳宗瑞、

崔伟京、岳彩伟 
炫杨 2 号 杨属   

229 20221079 2022.08.22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嘉善联合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何丽斯、沈勇、刘晓青、李畅、苏

家乐、周惠民、孙晓波、郭臻昊 
蝶中蝶 7 杜鹃花属   

230 20221080 2022.08.22 成都市绿沃农业有限公司 朱本胜 悦淇公主 蔷薇属   

231 20221082 2022.08.22 湖北天爱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何庆梦、韩晓红、尹金、万炜、余

细俊、许磊 
绿煤 106 芦竹属   

232 20221083 2022.08.22 江苏林创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杨佳余、吴明娇、张泽屾、张新亚、

董筱昀、黄利斌 
归朴 2 号 朴属   

233 20221084 2022.08.22 
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高龙肖、岳彩伟、崔炫洁、黄孝志、

岳宗瑞、崔伟京 
筑榆 1 号 榆属   

234 20221085 2022.08.22 安徽紫约种业有限公司 李亚东、蒋洪洲、朱明亮、闫黎明 紫约 6 号 越桔属   

235 20221086 2022.08.23 
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高龙肖、岳宗瑞、岳彩伟、崔伟京、

崔炫洁、黄孝志 
炫杨 3 号 杨属   

236 20221087 2022.08.23 牛三义 牛三义、李莹、王鑫、董谦 参天槐 槐属   

237 20221088 2022.08.23 
丹姿格“丹”花卉农场（Danziger 
"Dan" Flower Farm） 

加利尔·丹姿格（Gabriel Danziger） 

丹萨丽德

克特

(DSALDRKM
TR) 

鼠尾草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10.1 厦门； 
2021.01.24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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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20221089 2022.08.23 
丹姿格“丹”花卉农场（Danziger 
"Dan" Flower Farm） 

加利尔·丹姿格（Gabriel Danziger） 

丹萨丽夫

普特

(DSALFPWT
) 

鼠尾草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09.1 昆明； 
2021.01.24 南非 

239 20221090 2022.08.23 
丹姿格“丹”花卉农场（Danziger 
"Dan" Flower Farm） 

加利尔·丹姿格（Gabriel Danziger）  
丹萨丽克

尔布

(DSALYXLB) 
鼠尾草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2.04.0 北京； 
2020.04.12 荷兰 

240 20221091 2022.08.23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方旭初、方卓尔、林玉、龚仲幸、

陈溪、杜习武 
烟绯 杜鹃花属   

241 20221092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江胜德、龚仲幸、陈溪、杜习武、

张鑫、杨怡钰 
可莉 杜鹃花属   

242 20221093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龚仲幸、陈溪、杜习武、张鑫、杨

怡钰、方旭初 
可晴 杜鹃花属   

243 20221094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陈溪、杜习武、张鑫、杨怡钰、方

旭初、方卓尔 
宵宫 杜鹃花属   

244 20221095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张鑫、杨怡钰、方旭初、方卓尔、

江胜德、龚仲幸 
凝光 杜鹃花属   

245 20221096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杜习武、张鑫、杨怡钰、方旭初、

方卓尔、江胜德 
莫娜 杜鹃花属   

246 20221097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龚仲幸、陈溪、方旭初、张鑫、林

玉、方卓尔 
辛焱 杜鹃花属   

247 20221098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方卓尔、江胜德、林玉、陈溪、杜

习武、张鑫 
云堇 杜鹃花属   

248 20221099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杜习武、张鑫、江胜德、林玉、杨

怡钰、方旭初 
丽莎 杜鹃花属   

249 20221100 2022.08.24 江苏林创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泽屾、杨佳余、吴明娇、张新亚、

董筱昀、黄利斌 
守朴 1 号 朴属   

250 20221101 2022.08.24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董筱昀、吕运舟、孙海楠、黄利斌 抱扑 2 号 朴属   

251 20221102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林玉、杨怡钰、陈溪、方旭初、方

卓尔、江胜德 
粉嘟嘟 杜鹃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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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20221105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方卓尔、龚仲幸、方旭初、陈溪、

杜习武、张鑫 
芭芭拉 杜鹃花属   

253 20221110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江胜德、陈溪、方卓尔、龚仲幸、

林玉、杨怡钰 
芽衣 杜鹃花属   

254 20221111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龚仲幸、杜习武、江胜德、林玉、

杨怡钰、方旭初 
托马 杜鹃花属   

255 20221112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杜习武、江胜德、陈溪、龚仲幸、

方旭初、林玉 
迪奥娜 杜鹃花属   

256 20221113 2022.08.24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张鑫、龚仲幸、江胜德、陈溪、林

玉、杨怡钰 
幻境 杜鹃花属   

257 20221114 2022.08.24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王瑞、许彦明、

张震、陈隆升、唐炜、何之龙 
粉魅潇湘 山茶属   

258 20221115 2022.08.25 孙英时、袁蕾 孙英时、袁蕾 十年 蔷薇属   

259 20221116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陈红、周婷、王传永、种昕冉、李

云龙、蔡小龙 
紫魅 紫薇属   

260 20221117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周婷、陈红、周艳威、李乃伟、陆

小清、蔡小龙 
紫伊 紫薇属   

261 20221118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陈红、周婷、种昕冉、王传永、蔡

小龙、李乃伟 
粉娇 紫薇属   

262 20221119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陈红、周婷、周艳威、蔡小龙、李

云龙、陆小清 
紫辰 紫薇属   

263 20221120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陈红、周婷、周艳威、陆小清、王

传永、李云龙 
红裳 紫薇属   

264 20221121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周婷、陈红、种昕冉、李云龙、王

传永、陆小清 
粉韵 紫薇属   

265 20221122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陈红、周婷、周艳威、陆小清、蔡

小龙、王传永 
紫沁 紫薇属   

266 20221123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陈红、周婷、周艳威、蔡小龙、李

乃伟、陆小清 
幻紫 紫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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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20221124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周婷、陈红、种昕冉、李乃伟、陆

小清、王传永 
媚粉 紫薇属   

268 20221125 2022.08.25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陈红、周婷、种昕冉、李云龙、陆

小清、王传永 
渲紫 紫薇属   

269 20221126 2022.08.25 王新留 王新留 赤子之心 黄杨属   

270 20221127 2022.08.25 王新留 王新留 福临 连翘属   

271 20221128 2022.08.25 
中科西良功能农业研究有限公

司 
黄晓川、陈法贵 科红 1 号 红豆杉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72 20221132 2022.08.26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许昌

市林业和花木园艺发展中心 

沈植国、丁鑫、王安亭、李红伟、

程建明、沈希辉、岳长平、汪世忠、

李静 
紫光 紫薇属   

273 20221133 2022.08.26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沈植国、丁鑫、李红伟、李留振、

孙萌、汤正辉、武方方、岳长平、

李琳 
乔红 紫薇属   

274 20221134 2022.08.26 四川驯物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刘颜辉、贺垠雪、白霜 天紫霞 金合欢属   

275 20221135 2022.08.26 四川驯物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刘颜辉、贺垠雪、白霜 天彩羽衣 金合欢属   

276 20221136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柠翠敦塔 绣球属   

277 20221137 2022.08.26 王新留 王新留 金钻 樟属   

278 20221138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青石敦塔 绣球属   

279 20221139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绯红敦塔 绣球属   

280 20221140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胭脂塔 绣球属   

281 20221141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细瓦红敦

塔 
绣球属   

282 20221142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翡翠塔 绣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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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20221143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梵净塔 绣球属   

284 20221144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冰塔 绣球属   

285 20221145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粉黛塔 绣球属   

286 20221146 2022.08.26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玉塔 绣球属   

287 20221148 2022.08.26 
包头市林木种苗站、北京林业

大学、包头市园林科技研究所 

康春凤、张平冬、张文英、杨文静、

杜娟、辛淑清、李娟娟、王文唐、

张利枝 
鹿林 1 号 杨属   

288 20221149 2022.08.26 王新留 王新留 金裳国色 石榴属   

289 20221150 2022.08.26 王新留 王新留 多情 石榴属   

290 20221152 2022.08.27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陈溪、张鑫、龚仲幸、江胜德、林

玉、方卓尔 
裟罗 杜鹃花属   

291 20221155 2022.08.27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方旭初、江胜德、杨怡钰、龚仲幸、

陈溪、杜习武 
班尼特 杜鹃花属   

292 20221156 2022.08.27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江胜德、龚仲幸、杨怡钰、杜习武、

张鑫、林玉 
莫利亚 杜鹃花属   

293 20221157 2022.08.27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张鑫、林玉、龚仲幸、杨怡钰、方

旭初、方卓尔 
香菱 杜鹃花属   

294 20221159 2022.08.29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嘉善联合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畅、沈勇、刘晓青、周惠民、孙

晓波、郭臻昊 
蝶中蝶 6 杜鹃花属   

295 20221160 2022.08.29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董筱昀、孙海楠、吕运舟、刘必扬、

王东成、黄利斌 
归朴 1 号 朴属   

296 20221161 2022.08.29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嘉善联合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晓青、沈勇、李畅、苏家乐、何

丽斯、周惠民、孙晓波、郭臻昊 
晓山青 杜鹃花属   

297 20221162 2022.08.29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李留振、沈植国、王安亭、李静、

程建明、韩健、沈希辉、武方方、

李琳 
香绯 紫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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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20221163 2022.08.29 王新留 王新留 皇袍 女贞属   

299 20221164 2022.08.29 王新留 王新留 阜菊 菊属   

300 20221165 2022.08.29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 
蔡卫佳、王昊、刘威、罗桂杰、刘

旭、吴斯 
紫梦 木槿属   

301 20221166 2022.08.29 

北京林业大学、鄢陵县林海绿

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鄢陵县

冬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李庆卫、罗春燕、李高峰、张纪堂、

韩镇山、牛会歌、胡传伟、郭林繁、

李子航、王秀军 
舞袖 腊梅   

302 20221167 2022.08.29 
北京林业大学、鄢陵县林海绿

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庆卫、李子航、张纪堂、郑红建、

王秀军、罗春燕、曹应伟、张春萍、

郭林繁 
金焰 腊梅   

303 20221168 2022.08.29 
北京林业大学、鄢陵县林海绿

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庆卫、王秀军、张纪堂、曹应伟、

郭林繁、张春萍、李子航、郑红建、

罗春燕 
鄢红 腊梅   

304 20221169 2022.08.29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唐宇丹、李慧、李锐丽、邢全、姚

涓、白红彤 
科园蓝翎 柏木属   

305 20221170 2022.08.3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杜文文、段青、贾文杰、马璐琳、

王祥宁、崔光芬、杨维 
圣诞礼物 秋海棠属   

306 20221171 2022.08.31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孙浩元、杨丽、张俊环、姜凤超、

张美玲、王玉柱 
京仁 6 号 杏   

307 20221172 2022.08.29 

北京林业大学、鄢陵县林海绿

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鄢陵县

冬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李庆卫、郭林繁、张纪堂、李高峰、

张沛、刘燕南、武艳芳、王秀军、

罗春燕、李子航 
鄢玉 腊梅   

308 20221173 2022.08.3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 陈芬、刘博、马丽、任静 好运来 萱草属   

309 20221174 2022.09.0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 陈芬、刘博、马丽、任静 霞光 萱草属   

310 20221176 2022.09.02 
宁波市鄞州邱隘柏盛家庭农

场、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陆云峰、王建军、王豪、贾明光、

吴降星、沈波、严春风、赵绮、袁

冬明、沙存龙 
白雀 栀子属   

311 20221178 2022.09.02 六安市郁花园园艺有限公司 方琴、郁书俊 皋城晴雪 杜鹃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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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20221179 2022.09.02 
中山市林婷生态科技农业园有

限公司 
陈加成 

林婷富贵

红 
叶子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13 20221180 2022.09.02 
中山市林婷生态科技农业园有

限公司 
陈加成 林婷大紫 叶子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14 20221182 2022.09.03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农科所 陈芬、马丽、刘博、任静 磨砂宝石 萱草属   

315 20221183 2022.09.04 王新留 王新留 金福泉 枣属   

316 20221188 2022.09.05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红石塔 绣球属   

317 20221189 2022.09.05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琉璃塔 绣球属   

318 20221190 2022.09.05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莹石塔 绣球属   

319 20221191 2022.09.05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水晶塔 绣球属   

320 20221197 2022.09.06 
钟祥森焱种植家庭农场、冯天

爽 
马万东、冯天爽、华艳红 郢红 卫矛属   

321 20221198 2022.09.07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

研究所 
武晓红、景晨娟、王端、陈雪峰、

刘志琨 
冀胭红 杏   

322 20221199 2022.09.07 北京林业大学 
于超、程璧瑄、周利君、罗乐、潘

会堂、张启翔 
烟雨 蔷薇属   

323 20221200 2022.09.07 北京林业大学 
于超、罗乐、周利君、程璧瑄、潘

会堂、张启翔 
大吉 蔷薇属   

324 20221201 2022.09.07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紫雾山 绣球属   

325 20221202 2022.09.07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碧山 绣球属   

326 20221203 2022.09.07 北京林业大学 
于超、周利君、程璧瑄、罗乐、潘

会堂、张启翔 
醉香 蔷薇属   

327 20221204 2022.09.07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银山 绣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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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20221205 2022.09.07 
昆明南国山花园艺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杨玉勇 禄山 绣球属   

329 20221212 2022.09.07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普福

尔森

(NIRPFOUR
SEN)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30 20221213 2022.09.07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普克

夫

(NIRPKEFU)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31 20221214 2022.09.07 
尼尔普国际有限公司 (NIRP 
INTERNATIONAL SA) 

亚历山德罗·吉奥恩（Alessandro 
Ghione） 

尼尔普文

(NIRPWINE)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32 20221215 2022.09.08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蔡艳飞、田敏、施自明、孙丹、赵

培飞 
豆蔻 蔷薇属   

333 20221216 2022.09.08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王继华、施自明、赵培飞、田敏、

孙丹、蔡艳飞 
曦月 蔷薇属   

334 20221217 2022.09.08 

高州市品然人家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肇庆棕榈谷花园有限公

司 

黄万坚、蒋祖文、钟乃盛、刘信凯、

黎艳玲、叶琦君、高继银 
朱雀鸣夏 山茶属   

335 20221218 2022.09.08 

高州市品然人家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肇庆棕榈谷花园有限公

司 

黄万坚、蒋祖文、钟乃盛、刘信凯、

叶琦君、黎艳玲、高继银 
后起之秀 山茶属   

336 20221219 2022.09.08 青岛沃林蓝莓果业有限公司 廖甜甜、高玉坤、高勇、胡博 沃蓝一号 越桔属   

337 20221220 2022.09.08 青岛沃林蓝莓果业有限公司 廖甜甜、高勇、胡博、高玉坤 沃蓝二号 越桔属   

338 20221221 2022.09.09 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赵辉、刘纪原、李珊珊、李晶炤、

李静、刘宝平、刘次次 
航草 B101 芦竹属   

339 20221222 2022.09.09 青岛沃林蓝莓果业有限公司 廖甜甜、高勇、高玉坤、胡博 沃蓝三号 越桔属   

340 20221223 2022.09.09 青岛沃林蓝莓果业有限公司   廖甜甜、高玉坤、胡博、高勇 沃蓝四号 越桔属   

341 20221224 2022.09.09 浙江农林大学 
刘志高、陶丽、陈彦帆、陈晓蕾、

申亚梅、季梦成 
雪丽 铁线莲属   

342 20221234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曾华、柯艳果 娇容三变 绣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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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20221235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曾华 碧空 绣球属   

344 20221236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柯艳果 雪花 绣球属   

345 20221237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振翼、杨曾华 清泉 绣球属   

346 20221238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振翼 蓝色天穹 绣球属   

347 20221239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振翼、杨曾华 琥珀 绣球属   

348 20221240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振翼 倩影 绣球属   

349 20221241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曾华、杨玉勇、杨振翼 星空 绣球属   

350 20221242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振翼、杨曾华 璞玉 绣球属   

351 20221243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振翼、杨玉勇、杨曾华 紫鹃 绣球属   

352 20221244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振翼、杨玉勇、杨曾华 蔚蓝天空 绣球属   

353 20221245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柯艳果、杨曾华 盛世之花 绣球属   

354 20221246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曾华、柯艳果 金色诗韵 绣球属   

355 20221247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曾华、杨玉勇、柯艳果 五彩缤纷 绣球属   

356 20221248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曾华、柯艳果 梦境 绣球属   

357 20221249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柯艳果、杨曾华 金匮 绣球属   

358 20221250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柯艳果、杨曾华 珠圆玉润 绣球属   

359 20221251 2022.09.11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勇、杨曾华、柯艳果 碧玉 绣球属   

360 20221257 2022.09.13 浙江萧建集团有限公司 
郭佳、邱春英、贾燕娇、周建菲、

席利锋、徐达、侯硕 
锦簇 南天竹属   

361 20221263 2022.09.13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伊春分院 
程向东、刘运伟、郭兴、张巍、李

相全 
蓝秋 越桔属   

362 20221266 2022.09.14 
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高龙肖、黄孝志、岳彩伟、岳宗瑞、

崔炫洁、崔伟京 
筑梓 2 号 梓树属   

363 20221267 2022.09.14 任川东、余江洪 任川东、余江洪、赵国兵 雅丰 花椒属   

364 20221268 2022.09.14 湖北天爱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席奔、李泊玉、刘福鹏、李永博、

申晓彤、文延丽 
翠绿 103 芦竹属   

365 20221269 2022.09.14 湖北天爱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韩晓红、何庆梦、尹金、万炜、余

细俊、许磊 
翠绿 104 芦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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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20221270 2022.09.15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伊春分院 
程向东、刘运伟、郭兴、张巍、李

巍巍 
蓝晶 越桔属   

367 20221271 2022.09.15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伊春分院 
程向东、刘运伟、郭兴、李相全、

李巍巍 
蓝紫 越桔属   

368 20221278 2022.09.16 昆明学院 柯艳果、杨玉勇、杨增华 蓝恩山 绣球属   

369 20221280 2022.09.16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王瑞、陈隆升、

许彦明、唐炜 
湘水情缘 山茶属   

370 20221281 2022.09.16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王瑞、陈隆升、

刘彩霞、张震、许彦明 
湘水人家 山茶属   

371 20221282 2022.09.18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许彦明、张震、

何之龙 
湘念 山茶属   

372 20221283 2022.09.18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张震、许彦明、

刘彩霞、唐炜 
湘遇 山茶属   

373 20221284 2022.09.18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何之龙、刘彩霞、

唐炜 
湘忆 山茶属   

374 20221285 2022.09.18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王湘南、陈永忠、陈隆升、王瑞、

何之龙、刘彩霞 
湘颜 山茶属   

375 20221290 2022.09.2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施自明、赵培飞、孙丹、田敏、蔡

艳飞 
雕石 蔷薇属   

376 20221292 2022.09.22 马荣申、杜宪臣 马荣申、杜宪臣 宏远 枣属   

377 20221293 2022.09.22 马荣申、杜宪臣 马荣申、杜宪臣 宏拓 枣属   

378 20221294 2022.09.22 马荣申、杜宪臣 马荣申、杜宪臣 宏生 枣属   

379 20221295 2022.09.22 杜宪臣 杜宪臣 宏南 枣属   

380 20221297 2022.09.22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吕运舟、董筱昀、杨勇、罗国庠、

蒋泽平 
苏榆 1 号 榆属   

381 20221298 2022.09.22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吕运舟、董筱昀、孙海楠、黄利斌、

蒋泽平 
苏榆 3 号 榆属   

382 20221299 2022.09.22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蒋泽平、孙海楠、杨建军、吕运舟、

黄利斌 
苏榆 2 号 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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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20221300 2022.09.22 杜宪臣、马荣申 杜宪臣、马荣申 宏儒 枣属   

384 20221301 2022.09.22 马荣申 马荣申 宏祥 枣属   

385 20221302 2022.09.22 马荣申 马荣申 宏硕 枣属   

386 20221303 2022.09.22 杜宪臣、马荣申 杜宪臣、马荣申 宏毅 枣属   

387 20221304 2022.09.22 马荣申、杜宪臣 马荣申、杜宪臣 宏成 枣属   

388 20221306 2022.09.23 杜宪臣 杜宪臣 宏雅 枣属   

389 20221310 2022.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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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斯

0489A(RUIP
S0489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90 20221311 2022.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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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斯

0489B(RUIP
S0489B)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91 20221317 202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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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然

0225A(RUIP
R0225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92 20221321 2022.09.26 

邯郸市七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新疆瑞绎昕生态园林技

术有限公司 
王建明、史丽婷 北国之春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93 20221322 2022.09.26 

法 国 玫 兰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斯蒂亚

姆

(Meistiljam)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10.0 昆明； 
2018.04.11 日本 

394 20221323 202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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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3A(RUIP
Q0133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95 20221324 202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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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斯

0397A(RUIP
S0397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96 20221325 2022.09.27 
玉溪市农业科学院、玉溪紫玉

花卉产业有限公司 

张军云、段家彬、钱遵姚、杨光炤、

王文智、张钟、张建康、刘庆荣、

杨世先、段梦涵 
启航 蔷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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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20221331 2022.09.28 
邯郸市七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王建明、史丽婷 七彩粉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98 20221332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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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斯

0999A(RUIP
S0999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99 20221333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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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斯

0126A(RUIP
S0126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00 20221334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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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慕普克

0021(RUIM
PQ0021)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01 20221335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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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斯

0402A(RUIP
S0402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02 20221336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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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斯

0017A(RUIP
S0017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03 20221337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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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慕普微

0001(RUIM
PW0001)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04 20221365 202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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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恩尼

999(RUICN
NY999)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05 20221366 202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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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恩慕克

15(RUICNM
CK15)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06 20221367 2022.10.09 
邯郸市七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王建明、史丽婷 七彩粉蝶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0 
 

407 20221368 2022.10.09 
邯郸市七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王建明、史丽婷 七彩飞舞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08 20221399 2022.10.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袁德义、肖诗鑫 德油 5 号 山茶属   

409 20221400 2022.10.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肖诗鑫、袁德义 德油 6 号 山茶属   

410 20221401 2022.10.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袁德义 德油 7 号 山茶属   

411 20221402 2022.10.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袁德义 德油 8 号 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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