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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老龄化加速

社区商业如何跟上市场新变化
梁 娟

P07

重塑经济新格局
新零售助推数字经济
本报记者 贺 阳

消费购物方式的变革，构建零售业
的全渠道生态格局，这将成为传统

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及消费，包

近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

括“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

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联合主办的

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

以“新金融 新零售 新生态”为主

在专家看来，新零售引领了流

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

社区商业有别于

题的 2017 中国新零售产业创新研

通革命， 触发了全产业链的变革，

成新动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

城市中心型商业的时

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围绕新零

促进了消费转型升级。而随着电商

企业实现自我创新发展的又一次
有益尝试。

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尚化、 穿透力和综合

售发展的现状和挑战、实体经济与

增速逐渐放缓，新零售将作为新力

性作用”“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

化， 也不同于区域级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深度融合等热

量真正引领消费者的新需求。

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反对

商业的大体量、 一站

点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等。 五年

式， 它的本质属性是

“按照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

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稳

本地化生活服务，核

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新的供需时代

步提升， 充分发挥了“稳定器”和

心聚焦社区部分客群

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成为我

逐渐形成。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巨

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

大变化， 新消费的特征是客户化、

的部分需求。

“压舱石”的作用，已连续三年成为

CNSPHOTO 提供

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市、餐饮店，骑车 15 分钟可到的购

社区商业方兴未艾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副院长刘大成认为，随着经济向高

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

即时化、便利化以及客户的主动参

等一篮子配套生活服务。 随着我国

国，年可支配收入在 2.4 万—4.6 万

控、确定发展举措和模式的一个根

与。 新零售并未改变零售业的本

物中心， 均可归为社区商业的范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的加

元之间及超过 4.6 万美元的两类高

本要求。”经济参考报社副总编辑、

质，即精准地理解并满足客户的需

畴，可见，社区商业的核心就是便

速， 社区消费将越来越为居民接

收入家庭， 其数量到 2020 年将共

中国财富网总裁韩煦东在代表主

求。 谁能够迎合消费市场，谁就能

在消费稳步增长的同时，消费

民。 有研究表明，在欧美国家，社区

受、追捧，并成为主流，对生活服务

计超过 1 亿，将占全国城市消费总

办方致辞时表示，新零售是对经济

获得未来的竞争优势。 在此过程

结构升级明显，新兴热点不断释放

商业占据社会商业总支出的 60%-

将有更高密度的需求。 足不出户即

额的55%；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境内

起基础作用的消费领域的一个重

中，数据的作用日益凸显，数据作

消费潜力。 与过去消费结构相比，

70%， 而目前中国整体水平还不足

可解决日常消费问题，是决定生活

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

要的新探索， 无论是生产环节、消

为资产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变现。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

30%。 这也是社区商业发展的潜力

品质和营造人气的重要方面。 社区

升级，以健康、休闲等为主的体验

费环节还是流通环节都必须按照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副总

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

所在。

商业解决了社区居民“一公里生活

式购物越来越受欢迎。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进行探讨

裁朱国辉指出，早期大数据交易主

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
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并且这一

圈”的消费问题，商家与顾客拥有

自 2016 年以来，以阿里、京东

和实践， 从而使消费的体验更优、

要关注单纯的数据交易，现在则囊

无缝对接的近距离优势，使社区商

为代表的电商巨头， 频频发力线

效率更高，个性化需求满足的匹配

括了数据融合、数据增值服务等在

业更易衍生出符合主流趋向的一

下，试图借助实体店来突破电商发

度更好。

内的综合服务，通过提供数据方面

随着购物中心黄金十年的过

站式消费模式。 从消费方式来看，

展的瓶颈。 社区商业在创新之路上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第一次

的创新服务， 不断助推新金融、新

去， 城市中心型商业趋向饱和，区

消费者更加倾向于便捷、高效消费

不断探索，其在建筑层面可制定标

发布了关于新零售的指导意

零售等新业态的发展。“不过，大数

专注周边居民需求

升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速度越来
越快。 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蕴含
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新时期的消费发展，更加重视

域型商业格局已基本确定，社区商

方式，注重消费体验之余，实体商

准化产品线，但在定位及主题层面

见——
—《关于推动零售实体创新转

据在流通过程中，也仍然面临诸如

消费品质，发展中高端消费，发展

业开始成为商业未来发展的重要

业开始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多层

又是非标准化产品，每个社区商业

型的意见》， 一年来各行各业特别

数据标准、法规、制度上的一些瓶

新型消费业态。 最早发端于美国的

方向。 实体商业本身就具有天然的

次的消费趋势。

都应有其独特的个性。 好的社区商

是消费领域关于新零售的探索和

颈。 为此，我们正在与国家层面相

社区商业（The business communi－

社交属性，居民区更是社交的重要

以中国社区商业发展的先行

业是社区的有机组成，是居民消费

实践如火如荼，一些现象级的新零

关机构沟通和合作，不断完善相关

ty） 是一种以社区范围内的居民为

载体，而且小区邻里之间也有社交

者上海为例，上海社区商业历经 20

和社交的平台，能让人产生社区荣

售模式不断涌现。

规则，推进相关标准的统一。”朱国

服务对象，以便民、利民，满足和促

的愿望， 社区消费越来越普遍，更

多年的大力发展，建筑形态从住宅

誉感。 社区商业以品牌消费、信息

国家民委原常务副主任、民政

进居民综合消费为目标的属地型

多居民热衷于这种便捷、 高效、放

底商及街铺，逐步演变为集中式购

消费、服务消费等新兴消费为突破

部副部长陈虹在研讨会上指出，近

商业。

辉说。
事实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包

心、健康的消费模式。 社区商业有

物环境；业态更为复合化；购物环

口顺应居民的消费升级。 政府也将

几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对应

括新零售在内的新经济的代表。在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特

别于城市中心型商业的时尚化、穿

境也更舒适，更具体验感，社区商

着力从四个方面继续促进消费的

我国消费结构进入了快速升级阶

天贵和（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别是商业房地产的逐渐成熟，社区

透力和综合化，也不同于区域级商

业已从对居民物质需求的满足，发

转型升级：一是加大优质商品的供

段。新零售实现了交易活动中的商

长郝莹看来，随着互联网、物联网

商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国内出现

业的大体量、一站式，它的本质属

展到对精神层面的满足。

给，拓展品质商品的销售渠道,二是

业关系、利益关系、组织方式、经营

把数据资源融入传统产业创新和

了一大批“购物中心”“生活广场”

性是本地化生活服务，核心聚焦社

提升生活服务的水平，推动互联网

形态、零售产出以及经营理念等多

升级的各个环节，我国的经济结构

与服务业的融合, 三是增强消费信

方面的变革，必将对居民的消费行

和发展将随之迎来巨变，新产业和

息的服务,四是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为产生深远影响。

新业态有望不断涌现，从而为经济

“娱乐休闲一条街” 等众多社区商
业项目。 有业内专家将社区商业总

体制创新促进消费升级

区部分客群的部分需求。
聚焦社区居民消费需求，社区

结为“
51015”，即凡是步行 5 分钟

消费的业务范围也从单一变得丰

波士顿咨询公司和阿里研究

可到的便利店，10 分钟可到的超

富，衍生出更多的商机：餐饮、零售

院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在中

加快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和联合奖
惩机制的建设。

如何积极探索运用“新零售”

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来启动消费购物体验的升级，推进

加速优化发展方式重塑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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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14532
商标名称：VPJIESI
类别：9
申请人：东莞市诚意通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绍龙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涌口村盈翠豪
园 7 座 605
使用商品：智能手表（数据处理）,USB 闪存
盘,计步器,手机屏幕专用保护膜,智能手机
用套、壳,耳机,自拍杆（手持单脚架）,电线,
智能手机,插头、插座和其他接触器（电连
接）,电池充电器,移动电源（可充电电池）
注册号：22165422
商标名称：PINB
类别：9
申请人：乐清市品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亦林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柳南村
使用商品：计算机,复印机,闪光信号灯,手
机,摄像机,报警器,电池,灭火设备,个人用
防事故装置,眼镜
注册号：20939816
商标名称：水磨香
类别：29
申请人：乌鲁木齐梦之缘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永刚 朱京涛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
沟区水磨沟乡榆树沟队 32 号
使用商品：豆腐制品，蔓越莓果酱(蜜饯)，
豆腐，烹饪用蛋白，盐腌鱼，食用棕榈果仁
油，豆奶粉，家禽(非活)，腌制水果，食用油脂
注册号：20846654
商 标 名 称 ：SLUMBERZONE
类别：20
申请人：嘉善乐瓦家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KALATZIS PETER CHRISTOPHER
Summer
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魏塘街道伍子
塘路 3 号
使用商品：婴儿床，家具，头靠(家具)，床
垫，床，沙发，床架，茶几，软垫，床用非金属
附件
注册号：20879791
商标名称：小泥人
类别：21
申请人：建水县成林紫陶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成林 李芸
地址：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
县临安镇碗窑村 25 号
使用商品：仿陶器，细颈坛，家庭用陶瓷制
品，锡釉陶器，陶器，日用陶器（包括盆、碗、
盘、缸、坛、罐、砂锅、壶、炻器餐具），日用瓷
器（包括盆、碗、盘、壶、餐具、缸、坛、罐），瓷
器，瓦器，化妆用具
注册号：22201811
商标名称：线形
类别：14
申请人：杭州一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腾婕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
210 号 7149 室
使用商品：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贵重
金属合金,首饰用礼品盒,首饰配件
注册号：21198323
商标名称：金明伟
类别：9
申请人：深圳市金明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矿伟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李
松蓢社区第一工业区炮台路 48 号创新云
谷厂房 H 栋 11 楼 B 面
使用商品：光学玻璃,荧光屏,视频显示屏,
光导纤维(光学纤维),矫正透镜(光学),幻灯
片放映设备

注册号：22822400
商标名称：尚雅悦知
类别：9
申请人：广东智文科教图书有限公司
联系人：诸华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 85、87
号 301 房自编 304B
使用商品：电子出版物（可下载）,计算机程
序（可下载软件）,可下载的音乐文件,可下
载的影像文件,录音载体,录像带,CD 盘（音
像）,电子图书阅读器,学习机,幻灯片放映
设备
注册号：19663467
商标名称：莲花仙
类别：30
申请人：山阳县金桥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红飞 何工
地址：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城关镇北大街
中段文化馆门面房
联系地址：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南新街长
莲花茶厂”
安银行对面“
使用商品：冰茶，茶饮料，用作茶叶代用品
的花或叶，茶，挂面，豆粉，米，谷粉，甜食
注册号：20885831
商标名称：栀语
类别：30
申请人：福建恒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珠莲 吴伟民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贯岭镇工业园
区一期 B-6
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鼎市贯岭工业项目区
中兴路 11 号
使用商品：茶，绿茶，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
或叶，茶饮料，咖啡，糖，蜂蜜，糕点，谷类制
品，调味品
注册号：21055135
商标名称：劳多士,LAODUOS
类别：19
申请人：广州市皖宜建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三和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和龙四社奶牛
场路 3 号厂房
使用商品： 制砖用黏合料， 修路用粘合材
料，制煤砖用黏合料，涂层(建筑材料)，建
筑灰浆，砂浆，含钙泥灰土，水泥，石膏，树
脂复合板
注册号：22118507
商标名称： 新秀英美食街
FOODCOURTNEWXI类别：36
UYING
申请人：海口海纳百城美食街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起照
联系地址： 海口市秀英区老向路东南亚风
情美食街
使用商品：不动产出租，不动产管理，公寓
出租，商品房销售，不动产经纪，住所代理
(公寓)，办公室(不动产)出租，经纪，代管产
业，受托管理
注册号：21818855
商标名称：机大师
类别：37
申请人：深圳欧迪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丽娟 杜薇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南路南华村
南华市场二楼通天地配件城 1318
使用商品：维修信息,商业摊位及商店的建
筑,室内装潢修理,电器的安装和修理,汽车
保养和修理,飞机保养与修理,照相器材修
理,钟表修理,家具修复,电话安装和修理,电
梯安装和修理
注册号：21198771
商标名称：JMW
类别：9
申请人：深圳市金明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矿伟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李
松蓢社区第一工业区炮台路 48 号创新云
谷厂房 H 栋 11 楼 B
使用商品：发光标志,发光或机械信号板,荧
光屏,视频显示屏,光导纤维(光学纤维),幻
灯片放映设备

注册号：22822365
注册号：22822307
商标名称：尚雅悦知
商标名称：尚雅悦知
类别：35
类别：16
申请人：广东智文科教图书有限公司
申请人：广东智文科教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 85、87
联系人：诸华
号 301 房自编 304B
联系人：诸华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 85、 使用商品：广告,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 特许
87 号 301 房自编 304B
经营的商业管理, 通过网站提供商业信息,
使用商品：纸或纸板制广告牌,卡纸板,笔记 进出口代理,替他人订阅报纸,在计算机数
本,贺卡,书籍,印刷出版物,图画,书籍装订 据库中更新和维护数据, 为商品和服务的
买卖双方提供在线市场
材料,文具,教学材料（仪器除外）
注册号：19497806
注册号：20593056
商标名称：翔龙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6
类别：7
申请人：张家港市通达电梯装璜有限公司 申请人：无锡翔龙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建新 陈耀
联系人：徐根元 戴锦石
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华士镇曙新路
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凤凰港口新 5 号
桥村
使用商品：管道用金属弯头，金属管道，管
使用商品：电梯(升降机),升降设备,升降装 道用金属接头， 压缩气体或液态空气用金
置,电梯操作装置,机器导轨,机器联动装置, 属容器， 存储和运输用金属容器， 金属螺
丝，金属托盘
机器拉带
注册号：21696096
注册号：21095456
商标名称：任逍遥
商标名称：秀江
类别：11
类别：11
申请人：江西昌浩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江西昌浩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兰天
联系人：兰天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春经济开发区 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春经济开发区
联系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宜寺 联系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规划
二路
路8号
使用商品：淋浴隔间，蒸气浴装置，桑拿浴 使用商品：淋浴隔间，蒸气浴装置，桑拿浴
设备，淋浴器，水按摩洗浴设备，沐浴用设 设备，淋浴器，水按摩洗浴设备，沐浴用设
备，可移动盥洗室，蒸脸器具(蒸汽浴)，浴 备，可移动盥洗室，蒸脸器具(蒸汽浴)，浴
室用管子装置
室用管子装置
注册号：18193835
注册号：21292085
商标名称： 风暴赛道,
商标名称： 老龟益,LAOGURUSHINGSTORM
IYI
类别：31
类别：36
申请人： 云浮市云安区完璧
申请人： 上海风暴赛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金钱龟养殖有限公司
公司
联系人：赵泽锋 陈莲英
联系人：步勇捷 周栋
地址：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镇安镇南安村
地 址 ：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西 康 路 1255 号 委南边村
103-21 室
联系地址：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锦绣路 29 号
使用商品：保险咨询，共有基金，金融管理， 使用商品：活动物，活家禽，饲料，新鲜水
基金投资，银行，证券交易行情，资本投资， 果，新鲜蔬菜，动物栖息用干草，未加工树
不动产管理，经纪，代管产业
皮，谷(谷类)，植物，植物种子
注册号：21204296
注册号：22206627
商标名称：石湾丰收
商标名称：PRA
类别：31
类别：20
申请人：合浦众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佩武 黄胡云
申请人：上海羿方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廉州 联系人：任小红 陈澄
镇廉州大道 128 号 1 幢 1 单元 2 号商铺二楼
联系地址：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廉阳 联系地址： 上海市普驼区真南路 150 号
大道健生华城 8-9 号
C301
使用商品：新鲜黄瓜，新鲜蔬菜，新鲜南瓜，
鲜豆，新鲜扁豆，新鲜洋葱，新鲜韭葱，新鲜 使用商品：办公家具,家具,桌子,床,屏风(家
具),沙发,长靠椅,梳妆台,茶几,垫枕
豌豆，新鲜土豆，新鲜菠菜
注册号：21897323
注册号：21195187
商标名称：R
类别：19
商 标 名 称 ： 美 猎 网
申请人： 广东锐强数字化建
WWWMEILIEWANGCOM
类别：35
筑塑料模板有限公司
申请人：上海美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麦谦逊
联系人：王宁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 昌 达 路 27 号 4 幢 地址：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道办事
处额坑村泰洋湖工业区 1 区北侧 02 号
D503、D505 室
使用商品： 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提供 使用商品：建筑用非金属制墙包层,建筑用
在线市场,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广告宣传, 非金属盖板,建筑用非金属包层,建筑用非
替他人推销,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 金属衬板,非金属护壁板,建筑用非金属加
示商品、出租广告时间,商业中介服务,计算 固材料,非金属建筑材料,建筑用非金属平
板,建筑用非金属托架,建筑用塑料板
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点击付费广告
注册号：22168485
注册号：21198565
商标名称：迪徽 DALVE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7
类别：9
申请人：安徽兰迪节能玻璃有
申请人：深圳市金明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联系人：潘矿伟
联系人：王永光 程竹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李 地址： 合肥市南一环周谷堆恒兴广场 A 座
松蓢社区第一工业区炮台路 48 号创新云 901 室
谷厂房 H 栋 11 楼 B 面
使用商品：玻璃加工机,玻璃工业用机器设
使用商品：光学玻璃,光导纤维(光学纤维), 备(包括日用玻璃机械),电子工业设备,引擎
锅炉用设备,蒸汽机锅炉
矫正透镜(光学),幻灯片放映设备

刊登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注册号：22786106
注册号：22786148
商 标 名 称 ： 阿 谱 龙 AP商标名称：APPOLONS
类别：9
类别：9
POLONS
申请人：广州阿谱龙电器有限公司
申请人：广州阿谱龙电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仕景
联系人：陈仕景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东华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东华村
村东华工业区东兴路 13 号 2 楼
东华工业区东兴路 13 号 2 楼
使用商品：电源材料（电线、电缆）,光学器 使用商品：电测量仪器,光学器械和仪器,电
械和仪器,变压器（电）,配电箱（电）,配电控 源材料（电线、电缆）,变压器（电）,配电箱
制台（电）,电涌保护器,电源插头转换器,计（电）,配电控制台（电）,电涌保护器,电源插
算机硬件,内部通讯装置,电测量仪器
头转换器,计算机硬件,内部通讯装置
注册号：20265487
注册号：20034140
商标名称：图形
商标名称：椰故事
类别：6
类别：30
申请人： 永平县建达鑫鑫合
申请人：文昌椰之韵实业有限公司
金铸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学怀 俞此满
联系人：杨建忠 王彭华
地址：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清澜渔港路 地址：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苏屯
190 号 107 单元
村三官殿
联系地址：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 联系地址：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
电厂小区 101 室（人民检察院斜对面）
博南镇工业园苏屯片区
使用商品：咖啡，茶，糖果，果冻(糖果)，薄 使用商品：金属带式铰链，机器传动带用金
属加固材料，普通金属塑像，普通金属艺术品
烤饼，谷类制品，调味料，糕点，调味酱
注册号：21095356
注册号：21095195
商标名称：秀江
商标名称：飞剑潭
类别：19
类别：19
申请人：江西昌浩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江西昌浩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兰天
联系人：兰天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春经济开发区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春经济开发区
联系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规划 联系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规划
二路
二路
使用商品：磨砂玻璃，建筑玻璃，路标用玻 使用商品：磨砂玻璃，建筑玻璃，路标用玻
璃颗粒，建筑用隔热玻璃，窗玻璃(运载工 璃颗粒，建筑用隔热玻璃，建筑用窗玻璃，
具窗玻璃除外)，建筑用窗玻璃，安全玻璃， 安全玻璃，建筑用彩饰玻璃，镀膜玻璃，窗
玻璃(运载工具窗玻璃除外)
建筑用彩饰玻璃，镀膜玻璃
注册号：21147638
注册号：21471385
商标名称： 佳丰天瑞,
JIAFENGTIANRUI
类别：19
申请人：新乡市丰收水泥厂
联系人：贾丰收 房银河
地址：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西井峪
使用商品：水泥，高炉用水泥，熔炉用水泥，
石棉水泥，镁氧水泥，建筑用石粉
注册号：22206528
商标名称：PRA
类别：37
申请人：上海羿方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小红 陈澄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驼区真南路 150 号C301
使用商品：建筑施工监督,建筑咨询,建筑,
工厂建造,商业摊位及商店的建筑,室内装
潢修理,室内装潢,家具保养,家具修复,艺术
品修复
注册号：21897226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35
申请人：广东锐强数字化建
筑塑料模板有限公司
联系人：麦谦逊
地址：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道办事
处额坑村泰洋湖工业区 1 区北侧 02 号
使用商品：广告,户外广告,广告宣传,电视
广告,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货物展出,
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 为建筑项目进行商
业项目管理服务,进出口代理,市场营销
注册号：22168715
商标名称：迪徽 DALVE
类别：19
申请人：安徽兰迪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永光 程竹
地址： 合肥市南一环周谷堆恒兴广场 A 座
901 室
使用商品：非金属耐火建筑材料,非金属窗,
非金属门,非金属天花板,非金属建筑材料,
磨砂玻璃,建筑玻璃,建筑用隔热玻璃,窗玻
璃(运载工具窗玻璃除外),安全玻璃,镀膜玻
璃,建筑用彩饰玻璃

商标名称：申家墩孝
文化论坛
类别：43
申请人：东台市唐洋道山托老院
联系人：申道山
地址：江苏省东台市唐洋镇唐胜村一组
使用商品：养老院
注册号：22332602
商标名称：MOFRGO
类别：14
申请人：仙游县罗森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丛泳
联系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紫
泽社区盛北路 123 号
使用商品：珠宝首饰,首饰配件,人造珠宝,
装饰品(首饰),戒指(首饰),耳环,衬衫袖口链
扣,领带别针,钥匙圈(小饰物或短链饰物),
制首饰用珠子,手镯(首饰),小饰物(首饰),链
(首饰),项链(首饰)
注册号：21231942
商标名称：粤消 21231942
类别：19
申请人： 广东明鸿门窗有
限公司
联系人：余永会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大罗沙村创业
园四路十号
使用商品：非金属广告栏
注册号：22169279
商标名称：迪徽 DALVE
类别：21
申请人： 安徽兰迪节能玻璃
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永光 程竹
地址：玻璃板(原材料),未加工或半加工玻
璃(建筑玻璃除外),乳白玻璃,合成灵敏导电
玻璃,不碎玻璃,钢化玻璃,陶瓷或玻璃标志
牌,装饰用玻璃粉,运载工具用窗玻璃(半成
品),非建筑用彩饰玻璃

注册号：22235820
商标名称：星之缘
类别：1
申请人：上海星之缘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肖启星
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142 号 23 幢 5122-56 室
使用商品：生物碱,苯胺,工业用化学品,除
杀真菌剂、除草剂、杀虫剂、杀寄生虫剂外的
农业化学品,预防小麦枯萎病(黑穗病)的化
学制剂,植物保护用蒽油,植物用微量元素
制剂,防微生物剂,土壤调节制剂,混合肥料
注册号：21046108
商标名称：大姐老康乐
类别：30
申请人： 桂林全州县康乐
粉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陈龙姣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工业集中区
福坪园区
使用商品：面粉，西米，粗面粉，生糯粉，米
粉(粉状)，面条，烹饪用米浆，挂面，方便粉
丝，米粉
注册号：21058006
商标名称：坡月百么泉
类别：32
申请人：巴马月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大尚 黄仙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
治县甲篆乡坡月村部
使用商品：矿泉水(饮料)，无酒精果汁饮
料，等渗饮料，果汁冰水(饮料)，啤酒,蔬菜
汁 (饮料)， 大豆为主的饮料 (非牛奶替代
品)；茶味非酒精饮料，米制饮料，富含蛋白
质的运动饮料
注册号：21565315
商标名称：溢粟苑
类别：31
申请人：青岛双龙泉家庭农场
联系人：张志强 张玲玲
地址： 山东省青岛莱西市龙水街道办事处
小院村
使用商品：谷（谷类），未加工的谷物，植物，
籽苗，活动物，活家禽，新鲜水果，新鲜蔬
菜，植物种子，酿酒麦芽
注册号：22357197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37
申请人： 益阳市华溢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成建全 袁慧
联系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十洲路(赫山地税
局北侧)
使用商品：维修信息,修复磨损或部分损坏
的机器,汽车保养和修理,运载工具清洗服
务,车辆服务站(加油和保养),运载工具故障
修理服务,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修复磨损
或部分损坏的发动机,运载工具保养服务

注册号：21876399
商标名称：劭行 OFWELT
类别：9
申请人：劭行(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廷宇 刘婷
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 工 业 园 区 金 鸡湖大
道 99 号苏州纳米城中北区 23 幢综合楼
214 室
使用商品：电站自动化装置,传感器,商品电
子标签,测量器械和仪器,测力计,精密测量
仪器,工业遥控操作用电气设备,电子信号
发射器,报警器,运载工具轮胎低压自动指
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