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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 + 服务创新

广交会客商与成交额再现双增长
近日，记者从 122 届广交会闭
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上届广交

铁路货运或将再掌物流运输大舵

会实现到会客商人数与出口成交
额“双增长”的基础上，本届出口成
交增幅进一步扩大。 出口成交达
1986.52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

本报记者 蒋永霞

在人们的视线中， 除了这次环保

8.2%。

部的建议外，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

在今年最新公布的世界零售

近日，中国商报记者获悉，为

发布的关于物流降本增效的意见

商 250 强企业中有 104 家到会。 排

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质

中也一再强调要发挥铁路货运的

名前 10 位的有 8 家， 分别为沃尔

量，环保部建议将 5%公路货运量

优势。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近期

玛、克罗格、沃尔格林、家得宝、家

转由铁路运输。 为了实现这一计

我国最大的民营物流企业顺丰参

乐福、阿尔迪、特易购、亚马逊。 广

划， 环保部还建议出台铁路货运

与到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混改中。

交会新闻发言人、中国对外贸易中

规划，降低铁路货运价格。 近期，

政府出台的建议与政策或许

近一年来，国

心副主任徐兵表示，这表明我国外

环保部还通过加强对高排放柴油

更多考虑的是社会意义， 而企业

家相关部门不断加

贸回稳向好势头在巩固，增长质量

货车的监管处罚倒逼运输结构调

的行为更多代表着行业的发展方

整。

向与趋势。 铁路货运或将再次成
连日来， 铁路货运不断出现

大对公路货运车辆
违规超载的检查与
处罚力度， 公路货

为主流运输方式。

运的成本越来越

＞＞＞

高， 环保部门不断

优势明显
位和作用，无形中把铁路的能力进

己独特的优势。 第一，铁路运输方式

行了提升。 ”王先庆认为，由于政府

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小，下雨下雪几

的参与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铁路

乎不影响运输；第二，铁路承运量

会可以看出，广大企业从供给侧发
力，在研发、设计、商业模式等方面
持续创新，自主品牌、智能制造、绿

向铁路运输。

色低碳、个性定制产品成为了新的
发展潮流。 占展位总数 20%的品牌
展区成交达 1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
众所周知，铁路货运拥有着自

加快。 值得一提的是，从本届广交

推动着公路运输转

CNSPHOTO 提供

近几年来，在改善环境的大背景下，铁路货运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效益在提升，调结构转动力步伐在

了 13.6%，高于 8.2%的整体增长水

创新提速

平，占总成交额的 35.8%。
（李和英 本报记者 何志明）

铁路货运正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以市场化手段来提升效益。

的作用在无形中得到了提升。

黄山入选国家国土资源科普基地

较大， 相比公路运输与航空运输，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仅仅有政策的推动与自身的

一是改变过去的“铁老大身

价格相对低廉，是比较经济的一种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

优势并不能使铁路货运重拾当初

份”，提供“门到门”“户到户”的全

9 月 21 日， 沈阳发往南昌的

日前，国土资源科普基地工作

运输方式；第三个优势也是最为关

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

的辉煌，单靠降价也不能获得市场

程物流服务，各环节收费改为“一

全路首列投放车身广告的货车正

研讨会在合肥举行。 黄山世界地质

键的优势，就是它相对更为环保。

(征求意见稿)。 未来将在五大方面

的认可，改善服务才是最重要的。 事

口价”制度，组织运输方式进行“实

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我国首个铁

公园等全国 32 个国土资源科普基

推进物流成本降低，其中就提到了

实上， 中国铁路总公司也认识到了

货制”改革等，从方便受理、优质服

路货车车身广告正式诞生。 据悉，

地被评估为“优秀”等级，同时也被

将大力提升铁路物流服务水平。

这个问题，铁路货运正在不断谋变。

务、合理收费 上 都 大 大 提 高 了 货

今年 3 月，中铁特货运输有限责任

国土资源部、科技部联合授予“国
家国土资源科普基地”称号。

鉴于以上优势，过去几年一直
在走下坡路的铁路货运仍然被寄

式开展了广告业务。

予了厚望。 最为关键的是，近几年

意见稿提出，着力推进铁路货

早在 2013 年 6 月， 中铁总便

主对铁路货运的认可度。 二是

公司向中国铁路总公司申请开展

来，在改善环境的大背景下，铁路

运市场化改革，发挥铁路长距离干

开展了铁路货运组织改革， 提出

利 用 互 联 网 ， 推 出 了 95306 网

货车车身广告业务，得到了总公司

安徽黄山具有花岗岩地貌、第

线运输优势，进一步提高铁路货运

“加快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变”

站， 提供铁路货运电子 商 务、大

的批准。 中铁特货公司目前已实现

四纪冰川遗迹、水文地质遗 迹 等 地

据了解，近一年来，国家相关

量占全国货运总量的比 重 。 探 索

的目标。 四年来，中铁总致力于改

宗物资交易服务，以及小商品交易

首单 35 万元的广告收入。

质遗迹和地质景观 资 源 ，2004 年

部门不断加大对公路货运车辆违

发展高铁快运物流，支持高铁、

进货运服务、优化货运结构的努力

服务。 同时， 打造微信平台、APP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铁路货运

获批加入到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规超载的检查与处罚力度，公路货

快递联动发展。 支持铁路运输

正在产生积极效果。 2016 年 8 月

等。 三是与其他公司联手发展。 铁

的发展也成为以公路运输为主的

成为一座集山 、 水 、 人 文 、 动 植 物

运的成本越来越高，环保部门不断

企业与港口、园区、大型制造企

铁路货运量开始实现正增长。

路与顺丰、 京东等快递公司联手，

传统物流公司谋变的契机。 众所周

于一体的大型花岗岩区天然博
物 馆 。 据 悉 ， 在 此之前，国土资源

货运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推动着公路运输转向铁路运输。 今

业等开展合资合作，按需开行货物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布的数

共同打造快递物流通道。 中国铁路

知，近几年来公路运输的成本越来

年 9 月底前，天津港已不再接收公

列车。 加快一级和二级铁路物流基

据，今年前 8 个月，国家铁路货物发送

总公司的混改也为铁路带来了发

越高， 随着铁路货运服务的提升，

部分三批共命名了 138 家国土资

路运输煤炭， 全部转为了铁路运

地建设，重点加强进厂、进园、进港

量为19.36亿吨，同比增长了14.6%，其

展机遇，与一汽、顺丰等企业强强

以公路运输为主的物流企业完全

源科普基地，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

输。 有分析认为，随着公路治超和

铁路专用线建设，推动解决铁路运

中 8 月完成 2.5 亿吨，同比增长了

联手，实现互利共赢。 四是强化联

可以与铁路合作，干线通过铁路运

安徽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安徽黄

强力治霾新政的大力推进，公路煤

输
“最后一公里”问题。 鼓励企业自

11.5%。按照计划，中铁总今年将完

运方式。 海铁联运、公铁联运等多

输，降低成本，上门收货以及落地

山世界地质公园先后入选。 此次研

炭运输价格有所提升，公路煤炭货

备载运工具的共管共用，提高企业

成 27.5 亿吨的货物发送量。

种运输方式联运，方兴未艾，为铁

配依然可以自己做，发挥出各自的

讨会为第四批 38 家国土资源科普

源开始回归铁路。 另外，“一带一

自备载运工具的运用效率。 大力推

铁路货运的这个成绩得益于

路货运上量奠定基础。

特长。 目前，已经有一些物流企业

基地授牌，其中安徽池州九华山国

路”的建设规划也将铁路的作用上

进物联网、 无线射频识别（RFID）

这几年的改革与转变。 过去几年

不仅如此，铁路货运还不断进

与铁路进行合作，比如顺丰、圆通

家地质公园、安徽丫山国家地质公

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我国非常明

等信息技术在铁路物流服务中的

来， 铁路货运强化供给侧改革，进

行业务创新，以市场化手段来提升

等快递企业，其都已经开通了自己

园、 安徽省勘查技术院 3 家单位榜

确铁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

应用。

行了一系列转变。

效益。 记者注意到，铁路货运已正

的高铁班列。

上有名。

新注册商标统一公示
（北京艾培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提供商标代理、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注册号：21118899
注册号：21248454
注册号：21248533
商标名称： 迈肯车盟
商标名称： 蒸汽猫
商 标 名 称 ： 蒸 汽 猫
MAIKENCHEMENG
STEAMCAT
类别：9
STEAMCAT
类别：18
类别：36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1202 号 申请人：广州市魔卡骑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高杰
S 栋 13 商铺（部位：105） 联系人：钟婉文 联系人：钟婉文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珠江村涌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1202 号
区东方世纪中心 1502 室
边街 1 号之三（桥头边）
S 栋 13 商铺（部位：105）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 使用商品：便携式计算机专用包,智能手机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珠江村涌
振宁路 616 号
用套,个人用防事故装置,防事故、防辐射、 边街 1 号之三（桥头边）
使用商品：保险经纪,保险咨询,陆地车辆赊 防火用服装,防事故用手套,救生器械和设 使用商品：半加工或未加工皮革,钱包(钱
售(融资租赁),金融咨询,担保,经纪,汽车融 备,防护面罩,防事故、防辐射、防火用鞋,护 夹),手提包,旅行包,包,皮制家具罩,皮制系
资租赁,为出租和租赁提供资金
目镜,反光安全背心
带,伞,动物项圈,手杖
注册号：20606202
注册号：20427948
注册号：20705028
商标名称： 海盟 HYMO商标名称：觅尚英煌
商标名称：秋语书院
PRIVATECUSTOMEDU类别：37
类别：41
类别：41
CATION
申请人：江苏英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人：厦门艺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申请人：四川童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邵峰
联系人：罗秋妹
联系人：邹银 李晓佳
联系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凤凰书城
联系地址：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 2 联系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凤林路颐 1808 室
海蒙园
3
号
号福华大厦 15 楼 2 号
使用商品： 建筑,建筑施工监督,建筑信息,
使用商品：教育,培训,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教育,教育考核,职业 建筑咨询,拆除建筑物,仓库建筑和修理,建
(非下载),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娱乐服务, 再培训,辅导(培训),学校教育服务,组织文 筑物防水,商业摊位及商店的建筑,室内装
安排和组织培训班, 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 化或教育展览,书籍出版,安排和组织培训 潢修理,室内装潢,室内外油漆,涂清漆服务,
书籍出版,摄影,为艺术家提供模特服务
安装门窗
班,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非下载)
注册号：20836970
注册号：21243137
注册号：21228364
商标名称：聚宝名斋
商标名称：筑博翰宇
商标名称：滢雅
类别：14：
类别：37：
类别：16
申请人：深圳市聚宝名斋珠宝投资有限公司
申请人： 云南云鹰消防设施维护管理有限
申请人：漳州富荣日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靖 黄燕如
公司
联系人：李才有
联系人：王智勇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和成国际研发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滨河
大道北深业泰然大厦 4B03
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台商投资区角美镇东 中心 B 幢 3 层 308、309 号
使用商品：火警器的安装与修理,防盗报警 使用商品：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未加
美村顶社
使用商品：纸，复印纸，卫生纸，纸手帕，纸 系统的安装与修理,气筒或泵的修理,电梯 工的金或金箔,钯,铂(金属),贵重金属合金,
安装和修理,电话安装和修理,排水泵出租, 未加工、未打造的银,金刚石,象牙(首饰),珠
桌布，纸餐巾，纸巾，纸制抹布，写字纸，包 维修电力线路,计算机硬件安装、维护和修 宝首饰,奖章,宝石,贵重金属艺术品,贵重金
装纸
属徽章,翡翠,银制工艺品
理,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建筑设备出租
注册号：21399696
注册号：21550064
注册号：21393311
商标名称：葆莱仕油墨
商标名称：图形
商标名称：HTINGHTG
BAOLAISHI
类别：17
类别：2
申请人：江苏华一土工材料有限公司
类别：1
申请人：义乌市蓝图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冈西镇中小企
申请人：博山恒泰化工厂
联系人：赵佩丽
业园顾顶村五组
联系人：顾海宏
联系地址： 浙江省金华义乌市稠城街道词 联系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经济开发 联系人：赵江 孙海峰
林社区宗泽路 136 号
区物流大道 839 号
使用商品：染色剂,食用色素,计算机、打印 使用商品：管道垫圈,管道接头胶带,管道用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五岭路 48 号
机、文字处理机墨盒,颜料,复印机用墨(调 非金属加固材料, 生产加工用自粘塑料片, 使用商品：醋酸酐,酐,苯基酸,苯酸,苯醋酸,
色剂),皮肤绘画用墨,油漆,防锈油,天然树 塑料板,非包装用塑料膜,管道用非金属接
脂(原料),涂料(油漆)
头,农业用塑料膜,塑料管,橡胶或塑料填料 甲酸,苯衍生物,甲基苯,苯二甲酸酐,二甲酸酐
注册号：21275106
注册号：21275105
注册号：21508499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 标 名 称 ：ZYMLAND
类别：9
类别：39
类别：16
申请人：上海知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上海知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无锡青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长逸路 188 号 186 室 联系人：余敏伟
联系人：邱利
李凌
联系地址： 上海市长宁 区 安 顺 路 77 号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长逸路 188 号 186 室 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新街街道兴业
7#1202
联系人：余敏伟
联系地址： 上海 市 长 宁 区 安 顺 路 77 号 路 298 号
使用商品：已录制的计算机程序(程序),电 7#1202
联系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环科园龙
子出版物(可下载),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 使用商品：观光旅游运输服务,商品包装,船 池路 301 号 3 号楼 3 楼
件),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电子公告牌, 只出租,汽车运输,汽车出租,贮藏信息,快递 使用商品：包装袋用纸,名片,证书,笔记本,
智能手机,电子图书阅读器,幻灯片放映设 服务(信件或商品),安排游览,提供旅行信 蓝 图 , 说 明 书 , 海 报 , 文 件 夹（文 具）, 印 章
备,眼镜,视听教学仪器
息,旅行预订
（印）,模型用聚合物制黏土
注册号：21558609
商标名称：磊旋
类别：1
申请人：营口磊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余孝

李哲

地址：辽宁省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圣水村
使用商品：菱镁矿,硫酸,农业用肥
注册号：21110056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类别：7
申请人： 台州市农乐塑
胶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仁春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马庄
村 27 号
使用商品：农业机械,植物茎、柄、叶分离器
(机器),耙土机,喷雾器(机器),喷雾机(机器),
播种机(机器),非手动的农业器具,机动中
耕机,播秧机,割草机

注册号：21114035
商标名称：垦拖
类别：7
申请人： 黑龙江省建三江
农垦兴禾农业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人：夏洪梅
地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建三江前
进农场七区一委二十三栋二至三层十二号
(阳光综合楼)
使用商品：农业机械,插秧机,播种机(机器),
喷雾机,收割机,犁,捆干草机,混凝土搅拌机
(机器),装载机,摊晒机
注册号：21570054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1
申请人：荆门金贤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联系人：邱利 李凌
地址：荆门市掇刀区白庙路 17 号 3楼办公室
联系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化工循环
园荆和大道 18 号 （荆和大道与阳光三路
交汇处）
使用商品：除杀真菌剂、除草剂、杀虫剂、杀
寄生虫剂外的农业化学品, 花用保鲜剂,脱
叶剂,植物用微量元素制剂,杀虫剂用化学
添加剂,杀真菌剂用化学添加剂

注册号：21248616
注册号：21259306
商标名称：WIDVR
商 标 名 称 ： 蒸 汽 猫
类别：9
STEAMCAT
类别：25
申请人：深圳市摩仕奇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广州市魔卡骑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汉
联系人：钟婉文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1202 号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
坳背路恒利工业大厦 3 栋 3001
S 栋 13 商铺（部位：105）
使用商品：导航仪器,运载工具用导航仪器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珠江村涌 (随载计算机),全球定位系统(GPS)设备,便携
边街 1 号之三（桥头边）
式收录机,电子监控装置,摄像机,照相机(摄
使用商品：服装,裤子,上衣,婴儿全套衣,游 影),胶卷卷轴(照相),远距离点火用电子点
泳衣,鞋,帽子,袜,手套(服装),围巾
火装置,便携式遥控阻车器
注册号：19919920
注册号：20209748
商 标 名 称 ： 烨 语
商 标 名 称 ：CARYESLIVELY
CARHOME
类别：11
类别：12
申请人：杭州五星洁具有限公司
申请人：深圳雨乐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谷风
联系人：钟淑波 洪伟东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三联东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荷
路振业峦山谷 8 栋 27B
路 81 号
使用商品：水加热器，电加热装置，卫生设 使用商品：汽车两侧脚踏板，汽车，汽车保
备用水管，龙头，地漏，沐浴用设备，清洁室 险杠，汽车用烟灰缸，汽车车轮毂，车辆防
(卫生装置)，浴室装置，卫生器械和设备， 盗设备，运载工具座椅头靠，运载工具用行
李架，运载工具座椅套，运载工具内装饰品
污水净化设备
注册号：21243136
注册号：21402602
商标名称：聚宝名斋
商标名称：海共配
类别：35
类别：39
申请人：深圳市聚宝名斋珠宝投资有限公司 申请人：海南速必达同城配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靖 黄燕如
联系人：姚远 周茹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滨河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 38 号
大道北深业泰然大厦 4B03
使用商品：户外广告,广告宣传,电视广告, 华银大厦第捌层
商业橱窗布置, 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 使用商品：货物递送,运输,运输信息,运输预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 广告 订,商品打包,卸货,汽车运输,安排游览,贮
片制作,广告策划,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
藏,包裹投递
注册号：21595144
注册号：21585436
商标名称：鲍佳
商标名称：宝钻 BZ
类别：17
申请人：南通浙如建材有限公司
类别：1
联系人：鲍冬玲
申请人：临沭县金山碳化硅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余荡村
3 组 22 号
联系人：卢钦山 卢钦月
使用商品：塑料管,浇水软管,非金属软管,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驻地
纺织材料制软管, 运载工具散热器用连接
软管
使用商品：碳化硅（原材料）
注册号：21508130
注册号：21508476
商标名称：ZYMLAND
商标名称：ZYMLAND
类别：1
类别：5
申请人：无锡青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无锡青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利 李凌
联系人：邱利 李凌
联系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环科园龙 联系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环科园龙
池路 301 号 3 号楼 3 楼
池路 301 号 3 号楼 3 楼
使用商品：工业淀粉酶,化学用酵素,工业用 使用商品：药用胃蛋白酶,医用淀粉酶,医用
酶制剂,生物化学催化剂,烘焙食品工业用 酶制剂,医用酶,营养补充剂,酶膳食补充剂,
酶,酿造工业用酶,酒精工业用酶制剂,表面 空气净化制剂,动物用蛋白质补充剂,兽医
活性剂,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用酶制剂,兽医用酶

刊登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注册号：20585879
商标名称： 铭飞教育
MINGFEIJIAOYU
类别：41
申请人：湖南铭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宗民 陈非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
二段 308 号华盛世纪新城 11 栋 1604 房
使用商品：学校(教育),培训,教学,安排和组
织大会,组织表演(演出),书籍出版,演出,健
身指导课程,动物训练,为艺术家提供模特
服务
注册号：20811988
注册号：19581233
商标名称：奥斯丹
商标名称：瑞瓷
类别：4
类别：10
申请人：浙江实美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重庆晶美义齿制作有限公司
联系人：郦金中 姚永柱
联系人：季平 马超逸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7 号
联系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7 号重 工业区仁和路 16 号
使用商品：润滑油,工业用油,工业用油脂,
庆口腔医院十楼
使用商品：医用针,口罩,假肢,矫形用物品, 润滑脂,润滑剂,传动带用润滑油,汽车燃料,
缝合材料
汽油,燃料,工业用蜡
注册号：21414047
注册号：21488538
商标名称：电鲁班
类别：37
商标名称：晋本
申请人：珠海云电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7
联系人：武修英
付敏
申请人：浙江中博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 4 号中侨兴商 联系人：陶忠 李建凤
业大厦 1-502
使用商品：浴室设备的安装和修理,照明设 联系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新碧街道
备的安装和修理, 娱乐体育设备的安装和 马渡村 325
修理,维修电力线路,电缆铺设,仓库建筑和 使用商品：非陆地车辆用齿轮传动装置,机
修理,电器的安装和修理,机械安装、保养和 器联动装置,非手动的农业器具,机器用齿
修理,办公机器和设备的安装、保养和修理, 轮装置,机器飞轮,洗碗机,泵(机器),滑轮,发
维修信息
电机,搅拌机
注册号：21592781
注册号：21481402
商标名称：图形商标
商标名称：JT
类别：6
申请人：浙江金塔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类别：12
申请人：天津市赛拓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正国 蒋淑芳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农发区）白沙
联系人：张晓虹 张克迪
地址：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大吴路 6 号 路 16 号
联系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
22 室
联系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第二大 （农发区）白沙路 16 号
使用商品：电线金属杆,金属电线杆,电线
街 MSD-G1-9C 层
使用商品：跑车,小汽车,汽车,房车,汽车车 用金属杆,电缆桥架,镀锌铁塔,金属天线塔,
身,汽车减震器,汽车车轮,汽车车轮毂,汽车 电力金具,非电气缆绳用金属接头,电线电
缆架空输电线路用附件,铁接板
刹车片,汽车保险杠

注册号：20091631
商标名称：双头鸟
类别：20
申请人：大连金大木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璐璐
联系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丕葵路 31
号科技创新大厦 709 室
使用商品：家养宠物窝,家养宠物栖息箱,家
养宠物用床

注册号：21508217
商标名称：ZYMLAND
类别：35
申请人：无锡青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利 李凌
联系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环科园龙
池路 301 号 3 号楼 3 楼
使用商品： 通过电子手段展示商品和服务
以便于电视购物和居家购物, 计算机网络
上的在线广告,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组织
商业或广告展览,市场营销,药用、兽医用、
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零售或批发服务

注册号：21798310

注册号：21624117

注册号：21616461

商标名称：佰泽

商标名称：兴睿丰

商 标 名 称 ： 丹 恒 聚 氨 脂 DAN-

商标名称：阔

类别：36

类别：37

类别：36

申请人：阜阳市佰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21806962

申请人：沈阳阔达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涛

联系人：韩玉龙
联系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北街 联系地址：安徽省阜阳市汽车南站新天地
3号1门
小区北门路东
使用商品： 不动产出租,不动产代理,不动
使用商品： 保险承保,信用社,银行,金融服
产经纪,不动产估价,不动产管理,公寓管理,
务,通过网站提供金融信息,不动产代理,担
公寓出租,住所代理(公寓),办公室(不动产)
保,募集慈善基金,受托管理,典当
出租,商品房销售

申请人：遂宁市睿丰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国
联系地址：西藏林芝加丁噶路
使用商品： 建筑施工监督, 管道铺设和维

（本报记者 刘群）

注册号：21508194
商标名称：ZYMLAND
类别：42
申请人：无锡青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利 李凌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新街街道兴业
路 298 号
使用商品：多媒体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主页
和网站设计, 通过网站提供计算机技术和
编程信息,外包商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细
菌学研究,技术研究,生物学研究,科学实验
室服务,临床试验,化学分析

注册号：21680324

HENGJUANZHI

商标名称：永利围

类别：1

类别：17

申请人：丹东恒信聚氨酯有限公司

申请人：沈阳市于洪区占永保温材料厂

联系人：王辉

联系人：王占永

联系地址：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同兴镇日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大兴乡大兴村

新村农商银行旁

护,电缆铺设,室内装潢,加热设备安装和修 使用商品：聚氨酯,纸浆,工业用胶,工业用 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张屯村
理,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汽车保养和修 粘合剂,未加工人造树脂,未加工合成树脂, 使用商品：合成橡胶,橡皮圈,硬橡胶,非金
理,防盗报警系统的安装与修理,电话安装 树木嫁接用胶粘剂,肥料,上浆剂,工业用化 属软管,石棉防火幕,保温用非导热材料,建
和修理,维修电力线路

学品

筑防潮材料,绝缘材料,绝缘漆,防水包装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