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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安徽或可成为转折点

问题重重并被上交所点名 金种子酒夹缝中求生
本报记者 周子荑

（以下简称“
金种子酒”）不仅面临着

订报告，承认其业绩连续五年下滑

内忧外患情况，还被上交所点名问

是因为公司主流产品已与市场脱

日前，安徽白酒上市公司之一

询。 4 月 17 日，金种子酒发布了针

节。作为消费升级的
“弃儿”，金种子

的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交所问询的 2017 年度业绩修

酒未来该何去何从呢？

＞＞＞

业绩连年下滑 进退维艰
目前安徽市场进入红海阶段，金种子酒想要从别的酒企手中抢夺市场难度非常大。
据金种子酒日前发布的 2017

几个酒企之间，很难突破上量。

方国企控股，在企业运营和市场营

年修正报告显示， 金种子酒 2017

确实，据财报显示，金种子酒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2.9 亿元，同比

2017 年重构了中高档产品体系，形

销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体制制约。
虽然效果不明显， 金种子酒

下降 10.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成了以六年金种子、 八年金种子、

2017 年确实一直在进行尝试推广

的净利润为 819 万元 ， 同比下降

十年金种子为主体的金种子年份

金种子年份系列酒、金种子中国力

目前安徽白酒
市场竞争已处于红

51.8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酒系列， 参与安徽省内 100 元至

量和健康白酒和泰苦荞酒，然而也

海阶段，而全国白酒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0.32

300 元价位段的市场竞争; 还推出

未见成效。

市场竞争仍为蓝海，

万元，同比下降 148.54%，出现了

了金种子中国力量，抢占安徽省内

而企业现金流的恶化对其连

金种子酒或许应该

近 10 年来的首次亏损。 实际上，金

300 元以上价位次高端市场。 而安

年下滑的业绩更是雪上加霜。 数据

想办法走出安徽求

种子酒的业绩已经连续下滑五年。

徽省内比如口子窖已经占领了 138

显示， 金种子酒 2017 年经营活动

发展。

对此，金种子酒承认，近几年来随

元-158 元价格段，迎驾贡酒占领了

产生的现金流为-2.48 亿元， 现金

着消费的持续升级，市场主流价位

88 元-118 元价格带， 金种子高端

流为负且比去年同期的-1.82 亿元

上移，公司销售结构中占比较高的

酒定位很不精准。

有所扩大。

CNSPHOTO 提供

＞＞＞

柔和种子酒、祥和种子酒等产品已

白酒营销专家罗英藤对中国

而具体在促销费用方面，财报

逐渐脱离市场主流价位，导致产品

商报记者坦言，做高端酒需要品牌

显示， 金种子酒 2017 年促销费用

夹缝中求生

销售出现逐年萎缩；而公司当前市

的基因，金种子酒没有太多的文化

中户外广告和宣传费用明显增加，

全国白酒市场竞争仍为蓝海，金种子酒应该想办法走出安徽。

场主推产品金种子系列年份酒正

积淀， 此前的成功主要靠营销，在

冠名、报纸、网络媒体投入减少，而

处于产品培育期，仍未完全突破上

目前白酒挤压式竞争的大背景下

占比最大的“生动化”的门头广告

可见， 金种子酒在厮杀激烈的

量。 以上双重因素的叠加导致公司

想要在高端市场上抢夺一杯羹不

也减少了 33.28%。 苏元辉坦言，金

安徽市场内忧外患重重， 低档酒逐

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利润下降。

容乐观。

种子酒此前一直靠渠道促销取胜，

渐被市场所“抛弃”，又很难赶上消
费升级的列车，只好夹缝中求存。

本身品牌积淀不够， 总体体量刚上

增长 1.05%。 作为金种子酒主阵地，

10 亿元，做定制酒很难有突破。

收入占比 83.16%的安徽省内市场

不过， 金种子酒未来可以尝试

已经无法控制下滑的 颓 势 。 苏 元

逐渐走出安徽省内市场。 正如一位

辉 表 示 ， 目 前 安 徽 白酒市场竞争
已处于红海阶段， 而全国白酒市场

确实，消费升级的趋势已经席

而所谓“东不入皖”的安徽白

“生动化” 的门头广告作为接地气

卷整个安徽市场，一位金种子酒安

酒市场的竞争激烈更增加了金种

的促销方式与其比较匹配，但是金

日前，金种子酒推出了 2018 年

江苏地区的白酒经销商对中国商报

徽某县级的经销商对中国商报记

子推高端酒的难度。 苏元辉坦言，

种子酒目前忽视了渠道促销，把更

的经营策略， 包括加大新媒体渠道

记者所言，江苏白酒市场有洋河、今

竞争仍为蓝海， 金种子酒应该想办

世缘等，排斥外地酒，但在盐城、徐

法走出安徽求发展。

者坦言，目前金种子普通白酒销售

做高端酒需要匹配相应的经销商，

多精力放在品牌背书上，广告宣传

宣传力度、 开展金种子年份酒消费

大不如从前，销量相对较好的是金

而金种子酒目前的经销商队伍主

也出现偏差，很难击中消费者并产

者定制工作、拓展封坛私藏业务等。

州等地区还是有一定金种子酒销

“除此之外，金种子酒还有另外

生销售拉力。

实际上， 金种子酒此前多次提到发

售， 实际上金种子酒可以加大在全

两条出路。 一是找一个立体市场根
据地培养高端酒的模式， 再把培养

种子六年和金种子十五年两个酒种。

要是针对中低端白酒产品的。 目前

低档酒逐渐不被认可，高档酒

安徽市场厮杀非常激烈，进入了红

又没突破，金种子酒处境尴尬。 曲
成管理咨询创始人苏元辉对中国
商报记者介绍说，金种子酒的中高

海阶段，金种子酒想要在别的酒企
手中抢夺市场难度非常大。
此外，金种子酒业绩下滑背后

一位白酒经销商也对中国商

展定制酒。对此，上述白酒经销商坦

国一些开放地区的县乡镇市场的切

报记者强调，徽酒不像川酒等有较

言，定制酒确实是个大方向，很多企

入， 毕竟与当地酒相比还是有一定

好的模式在全省推广。 二是在不稀

强的历史底蕴和品牌积淀，徽酒的

业现在不会轻易接受高溢价酒，而

的知名度。

释金种子酒品牌的前提下， 招区域

成功主要靠渠道促销，失去了渠道

是自行选择酒体和瓶子做接待酒。

而目前， 数据显示， 金种子酒

性或全国性的开发商或运营商对金

2017 年在安徽省内市场收入同比

种子酒产品买断品牌， 给其足够的

下滑 16.68%，省外市场收入却同比

空间。 ”苏元辉如是说。

档酒一直没有突破是因为其品牌

还有体制的制约。 融泽咨询刘晓威

促销盲目打品牌只会一味投入却

但定制酒靠的是口碑， 前期需要长

定位不清晰，价格也介于安徽其它

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金种子由地

难见成果。

时间培育，很难短期上量。金种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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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76405
注册号：23123220
商 标 名 称 ： 龍 泉 嘴
商标名称：鑫悦廷 XINYUETING
LONGQUANZUI
类别：31
类别：31
申请人：重庆悦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人：苏州市龙泉嘴果园
联系人：杨文武
联系人：杨国荣 纽金坤
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南麻太 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跳石镇圣灯山村 2 组
19 号
平路 98 号
使用商品：新鲜水果，新鲜桃，新鲜梨，新鲜 使用商品：新鲜水果，新鲜梨，新鲜甜瓜，新
樱桃，新鲜葡萄，新鲜柑橘，新鲜浆果，新鲜 鲜西瓜，新鲜水果制果篮，植物，新鲜杏，新
蔬菜，活动物，鲜食用菌
鲜柑橘，树木，新鲜桃
注册号：23168350A
注册号：23450639
商标名称：快美人
商标名称：雷记合
类别：11
类别：43
申请人：北京羽亮手工制香研究工作室
申请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古城面庄
联系人：时雅莉
联系人：雷小建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 25 号院 3 号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
楼 1 门 501 室
使用商品：冷藏室，发光二极管（LED）照明 西路天健时尚空间名苑 1242
器具，冷冻设备和机器，制冰机和设备，消 使用商品：养老院，饭店，餐厅，动物寄养，
毒设备，烹调用装置和设备，运载工具用空 酒吧服务，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
调器，恒温阀（加热装置部件），冷藏集装 提供野营场地设施，日间托儿所（看孩子），
自助餐馆，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皿
箱，浴室装置
注册号：23925032
注册号：24265497
商标名称：图形
商标名称： 明知誉
类别：1
MINGZHIYU
申请人：江苏嘉瑞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1
联系人：季坤福 吴建民
申请人：广州市明知誉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经济开发区梅
联系人：段喜明
花大道 37-2 号
使用商品：聚氨酯,聚氯乙烯树脂,聚丙烯,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花蕾路 28 号第
未加工环氧树脂,模塑料,未加工塑料,增塑 三层 320 室
剂,未加工合成树脂,过滤材料（未加工塑 使用商品：甲酸,二氯化锡,酯,增塑剂,硫化
料）,有机硅树脂
剂,甲基丙烯酸,抗氧剂,氯乙醇,油酸,辛醇
注册号：24368402
注册号：24412992
商标名称：诺迪克
类别：7
商标名称：诺笛克
类别：11
申请人：汉格斯特滤清系统(昆山)有限公司 申请人：汉格斯特滤清系统(昆山)有限公司
联系人：JENS ROETTGERING
联系人：JENS ROETTGERING
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金沙江北路 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金沙江北路
1858 号
1858 号
使用商品：空气滤清器（引擎部件）,过滤器 使用商品：气体净化装置,空调用过滤器,通
（机器或引擎部件）, 柴油滤清器 （引擎部 风设备和装置（空气调节）,空气或水处理
件）,运载工具引擎用燃油滤清器,净化冷却 用电离设备,空气净化装置和机器,空气消
空气用过滤器（引擎用）,燃料滤清器（引擎 毒器,运载工具用空调器,空气过滤设备,空
部件）,机油滤清器（引擎部件）,过滤机,过 气除臭装置,空气调节设备,风扇（空气调
滤机滤筒,马达和引擎机油滤清器
节）,运载工具用通风装置（空气调节）
注册号：23476118
注册号：23787524
商标名称： 杰丹教育 JIEDAN
商标名称：欧美欧
EDUCATION
类别：41
类别：14
申请人：洛阳市洛龙区杰丹教育培训中心
申请人：杭州迪凡钟表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少辉
马斌
联系人： 虞伟琴
联系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长兴街紫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红石中央大厦 金风景线 8 号楼 1、2、3 商铺
607 室
使用商品：教育,教育考核,幼儿园,实际培
使用商品：首饰盒,银制工艺品,珠宝首饰, 训（示范）,就业指导（教育或培训顾问）,家
钥匙圈 （带小饰物或短链饰物的扣环）,项 教服务,学校（教育）,教学,职业再培训,体育
链（首饰）,玉雕首饰,手镯（首饰）,耳环,首饰 教育,培训,教育信息,宗教教育,学校教育服
务,函授课程,寄宿学校教育服务,辅导（培训）
用小饰物,手表
注册号：23894216
注册号：24018198
商标名称：德悦义信行
商标名称： 正硕
类别：37
类别：41
申请人：秦皇岛市海港区华沃英语教育学校 申请人：苏州车之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又俊
联系人：黄荣华 郑广军
联系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丹
联系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迎宾路 枫路 333 号
1 号新华书店四楼瑞思
使用商品：轮胎翻新,商业摊位及商店的建
使用商品：实际培训（示范）,就业指导（教 筑,喷涂服务,运载工具保养服务,运载工具
育或培训顾问）,函授课程,家教服务,翻译, 清洗服务,运载工具故障修理服务,修复磨
学校（教育）,安排和组织培训班,书籍出版, 损或部分损坏的发动机, 汽车保养和修理,
室内装潢修理,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
演出,安排和组织现场教育论坛
注册号：24907606
注册号：24107629
商标名称：麻雀车夫
商标名称： 秦尉神 QIN类别：37
WEISHEN
类别：6
申请人：庆阳车立方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申请人：泉州市秦尉神铜门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亚鹏 夏葆民
联系人：刘训乐
联系地址：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庆化大道
联系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西园镇霞浯社区
南段车立方公司
使用商品：轮胎硫化处理（修理）,车辆服务 257 号
站（加油和保养）,电器的安装和修理,运载 使用商品：金属折门,金属水管,小五金器
工具保养服务, 运载工具故障修理服务,运 具,保险箱（金属或非金属）,金属包装容器,
载工具修理服务,汽车保养和修理,运载工具 普通金属艺术品,金属门,挂锁,金属标示牌,
加润滑油服务,运载工具清洁服务,轮胎翻新 钢板

注册号：23012163
注册号：20153095
商标名称：JRT
商标名称：名雄惠
类别：7
类别：35
申请人：浙江省磐安县瑞腾缝配厂
申请人：广州中态名雄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兰珍
联系人：田明华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新城区中小企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机场西
业孵化园 B01 号
路上胜东街自编 1 号 606 房
使用商品：纸质纱管（纺织机配件），绕线轴
使用商品：户外广告，广告，公共关系，替他 （机器部件），刺绣机，纺织机，织布机传动
人推销，人员招收，商业企业迁移，打字，会 齿轮，缝纫机，包缝机，纺织工业用机器，下
计，寻找赞助，销售展示架出租
料机（缝纫机械），缝纫机踏板传动装置
注册号：23584509
注册号：22242032
商标名称：图形
商标名称：XH
类别：30
类别：7
申请人：开化县开化气糕产业发展办公室 申请人：安徽省星河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柴相明 陈贤敏
联系人：邵国宏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解放街 66 号
联系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芹阳办事 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平桥
工业开发区
处中山路 24 号商务粮食局美食办收
使用商品：茶，蜂蜜，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 使用商品：车刀，机床用夹持装置，过热机，
吃，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粽子，盒饭，谷类 机床，刀（机器部件），水压机，车床，电动
制品，面条，方便粉丝，米果
刀，金属加工机械，搅动机
注册号：23988375
注册号：23988363
商标名称：梵森杰化
商标名称：梵森杰化
类别：42
类别：35
申请人：深圳市梵森商贸有限公司
申请人：深圳市梵森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龙贵
联系人：黄龙贵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雅园 道雅园路坂田创意产业园第 Y1 栋贰层 13 号
路坂田创意产业园第 Y1 栋贰层 13 号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龙尾路祥
使用商品：进出口代理,广告代理,计算机文 云阁 406
档管理,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 使用商品：生物学研究,化学研究,计算机系
或服务）,市场营销,寻找赞助,替他人推销, 统分析,环境保护领域的研究,技术研究,材
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提供在线市场, 料测试,化学分析,化学服务,化妆品研究,质
通过网站提供商业信息,会计
量控制
注册号：24965043
注册号：24843106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1
商标名称：亿众
申请人： 东莞市奥策硅氟材料
类别：7
有限公司
申请人：天津亿众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雷勇
联系人：赵先理 赵菊艳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角社区振兴
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科技园区景 路 8 号三楼 301
使用商品：工业用乳胶胶水,有机硅树脂,工
顺路 12 号
业用化学品,肥料,硅塑料,工业用粘合剂,非
使用商品：3D 打印机,雕刻机,电脑割字机, 医用、非兽医用化学试剂,硅胶,硅烷,除杀
工业打标机,电脑刻字机,木材加工机,
真菌剂、除草剂、杀虫剂、杀寄生虫剂外的
园艺化学品
电脑刻绘机
注册号：23476117
注册号：23636030
商标名称：杰丹 JIEDAN
商标名称：维德凯斯
类别：41
类别：41
申请人：洛阳市洛龙区杰丹教育培训中心 申请人：无锡维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少辉 马斌
联系人：杨辛鸣 张闲
联系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长兴街紫 联系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保利广场
金风景线 8 号楼 1、2、3 商铺
8 号金陵饭店 28 楼
使用商品：函授课程,体育教育,教育信息, 使用商品：寄宿学校教育服务,安排和组织
寄宿学校教育服务,学校（教育）,教育,培训, 现场教育论坛,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录像
职业再培训,幼儿园,实际培训（示范）,学校 带发行,幼儿园,学校（教育）,培训,俱乐部服
教育服务,家教服务,就业指导（教育或培训 务（娱乐或教育）,书籍出版,电子书籍和杂
顾问）,辅导（培训）,宗教教育,教学,教育考核 志的在线出版
注册号：24110282
注册号： 23924297
商标名称：鑫善源
商标名称：绿华安信
类别：37
类别：6
申请人：嘉峪关鑫善源劳务服务
申请人：浙江绿华安信新能源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戚忠刚
联系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丽园北路 755 号 联系人：叶良平 徐萍萍
联系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玉泉南路
9楼
使用商品：金属储藏盒,液态燃料用金属容 498B- 明江集团
器,容器用金属盖,压缩气体钢瓶和液压气 使用商品：加热设备安装和修理,采石服务,
减压阀,金属桶,金属密封盖,金属瓶盖,金属 建筑施工监督,室内装潢,建筑物维护和修
箱,压缩气体或液态空气瓶（金属容器）,金 理,采矿,电器的安装和修理,钻井,汽车保养
和修理,运载工具修理服务
属工具盒（空）
注册号：24209418
注册号：24838867
商标名称：GXHAIYU
商标名称：稻我家
类别：37
类别：37
申请人： 桂林海宇装饰工程有 申请人：广州艺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限公司
联系人：许宝有
联系人：莫海钦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西路
联系地址：广西省桂林市秀峰区 68 号青禾
222 号欧亚达家居三楼 A17-A18
美邦 G1 栋 403 室
使用商品：木工服务,建筑施工监督,锅炉清 使用商品：电器的安装和修理,贴墙纸,室内
洁和修理, 防盗报警系统的安装与修理,建 装潢修理,汽车保养和修理,电梯安装和修
筑,室内装潢修理,室内外油漆,招牌的油漆 理,清洁建筑物（外表面）,清洁窗户,建筑信
或修理,建筑物防水,电梯安装和修理
息,维修电力线路,涂清漆服务

刊登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注册号：22671735
注册号：23334843
注册号：23740785
类别：44
商标名称： 东阳市横店人家
商 标 名 称 ：LE WINDOW
商标名称：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
民宿协会
CUSTOM MADE
类别：6
中心卫生院
类别：43
申请人：乐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SICHUANSUININGCHUANSHAN申请人：东阳市横店人家民宿协会
联系人：雷进堂
LONGFENGHEALTHGENTER
联系人：张银龙
申请人：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中心卫生院 联系地址： 上海浦东成山路 800 号 A 座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金马村 46 幢 1 号
1501 室云顶国际大厦
联系人：唐清泉
使用商品：假日野营住宿服务，汽车旅馆，
联系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兴文路 40 号 使用商品：金属门，金属固定百叶窗，金属 预订临时住所，旅游房屋出租，活动房屋
使用商品：医疗诊所服务，医院，理疗，医疗 窗框，金属窗，金属百叶窗，金属屋顶，金属 出租，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旅馆
辅助，医疗保健，卫生设备出租，治疗服务， 竖铰链窗，室外金属百叶窗，金属门框，金 预订，寄宿处预订，临时住宿的接待服务
医药咨询，医疗护理，健康咨询
（抵达及离开的管理），临时住宿处出租
属制防昆虫纱窗
注册号：23904587
注册号：24123898
注册号：23904775
商标名称：图形
商标名称：金都成
商标名称：扩天 KUOTIAN
类别：17
类别：17
类别：17
申请人：福建金都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人：福建金都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人：北京扩天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嘉琪 陈俊男
联系人：陈嘉琪 陈俊男
联系人：刘劲松
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绥安工业开发 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绥安工业开发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顺畅大道 14
区大南坂工业园
区大南坂工业园
使用商品：非包装用塑料膜,橡胶或塑料制 使用商品：绝缘、隔热、隔音用织物,农用地 号院 1 号楼 9 层 1 单元 929
填充材料,非金属软管,农用地膜,绝缘、隔 膜,非金属软管,农业用塑料膜,橡胶或塑料 使用商品：填缝材料,建筑防潮材料,封泥,接
热、隔音用织物,非纺织用塑料纤维,防水包 制填充材料,防水包装物,合成橡胶,非文 头用密封物,膨胀接合填料,补漏用化学合
装物,农业用塑料膜,合成橡胶,非文具、非医 具、非医用、非家用自粘胶带,非包装用塑 成物,防水隔热粉,防水圈,防水包装物,保温
用、非家用自粘胶带
料膜,非纺织用塑料纤维
用非导热材料
注册号：24602912
注册号：24042417
注册号：24135125
商标名称：禾洋 HEYANG
商标名称： 喜盈田 XIY商标名称：明田 MINGTIAN
类别：7
类别：7
INGTIAN
类别：7
申请人：浙江禾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浙江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浙江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开正 王青波
联系人：叶开正 王青波
联系人：叶开正 王青波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黄琅分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黄琅分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黄琅分
水盐场
水盐场
使用商品：农业机械,插秧机,收割脱粒机, 水盐场
收割机械,收割机,谷物脱壳机,播种机（机 使用商品：收割机械,谷物脱壳机,收割脱粒 使用商品：播种机（机器）,捆干草装置,非手
器）,非手动的农业器具,捆干草装置,收割 机,农业机械,插秧机,收割捆扎机,捆干草装 动的农业器具,谷物脱壳机,收割脱粒机,插
捆扎机
置,播种机(机器),非手动的农业器具,收割机
秧机,农业机械,收割机械,收割捆扎机,收割机
注册号：24834374
注册号：24810290
注册号：24820489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35
商标名称：博海星河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17
类别：7
申请人： 东莞市奥策硅氟材料
申请人： 东莞市奥策硅氟材料
申请人：上海博海锻压机床厂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邵国宏
联系人： 雷勇
联系人： 雷勇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角社区振兴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角社区振兴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钱桥经济园区 A－76 号
联系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
路 8 号三楼 301
路 8 号三楼 301
平桥开发区
使用商品：橡胶或塑料制（填充或衬垫用） 使用商品：替他人推销,广告,特许经营的商 使用商品：机床,粉碎机,金属加工用机床,
包装材料,橡皮圈,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非 业管理,进出口代理,人事管理咨询,为零售 冲洗机,铸模机,金属加工机械用刀头,机床
金属软管,合成橡胶,非包装用塑料膜,硅橡 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 通过网站提 防护板,机床用夹持装置,开槽机（机床）,农
供商业信息,市场营销,寻找赞助,会计
业机械
胶,合成树脂（半成品）,橡胶水,密封环
注册号：23915897
注册号：24027891
注册号：23931535
商标名称： 玺发生命力建筑装饰
商标名称：观典
商 标 名 称 ：METAL工程有限公司
类别：37
类别：37
PALO
类别：6
申请人： 珠海横琴新区玺发生命 申请人：安徽观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人：深圳市恺瑞德家居有限公司
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东明 余晓雅
联系人：王德云 王德文
联系人：周立军 陈妗娥
联系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绿地新都
联系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 555 号乐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区娄琴新区南心嘴 会 C#19 楼
使用商品：建筑,商品房建造,木工服务,维 安居三楼办公区 307 绿源公司
路 156 号银鑫花园
使用商品：室内装潢修理,招牌的油漆或修 修电力线路, 娱乐体育设备的安装和修理, 使用商品：普通金属艺术品,铁路金属材料,
理,卫生设备的安装和修理,浴室设备的安 室内装潢,火警器的安装与修理,机械安装、 普通金属扣（五金器具）,金属装甲门,钢丝,
装和修理,照明设备的安装和修理,清洁窗 保养和修理,加热设备安装和修理,建筑施 金属门把手,金属工具盒（空）,未锻造或半
户,贴墙纸,涂清漆服务,室内装潢,室内外油漆 工监督
锻造的钢,不发光金属门牌,五金器具
注册号：24110562
注册号：24071981
注册号：24110291
商标名称：鑫善源
商标名称： 锦绣启航 JINXI商标名称：鑫善源
类别：45
UQIHANG
类别：37
类别：44
申请人： 嘉峪关鑫善源劳务服
申请人：贵州锦绣启航装饰有
申请人：嘉峪关鑫善源劳务服务
务有限责任公司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叶良平 徐萍萍
联系人：张远航 龙丽
联系人：叶良平 徐萍萍
联 系 地 址 ： 甘 肃 省 嘉 峪 关 市 玉 泉 南 路 联系地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联 系 地 址 ： 甘 肃 省 嘉 峪 关 市 玉 泉 南 路 498B- 明江集团
凯里市清江苑龙井苑 C 区 2 号
498B- 明江集团
使用商品：社交陪伴,临时照看婴孩,临时看 使用商品：室内装潢,安装门窗,安装维修水
使用商品：园艺学,园艺,植物养护,园林景 管房子,晚礼服出租,服装出租,私人保镖,互 管服务,安装照明设备,室内装潢修理,喷涂
观设计,理疗,农场设备出租,庭院风景布置, 联网域名租赁,家务服务,法律研究,社交护 服务,贴墙纸,室内外油漆,电器的安装和修
送（陪伴）
理,砌砖
卫生设备出租,美容服务,动物养殖
注册号：24960427
注册号：24209461
注册号：25044143
商标名称 ： 乐 启 装 饰 LEQI
商标名称：稻我家
商标名称：积邦装饰
DECORATE
类别：37
类别：42
类别：37
申请人：惠州市乐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人：广州艺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人：沈阳柏高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联系人：黎彩妃
联系人：许宝有
联系人：朗洋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西路 联系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工街 3 联系地址： 惠州市惠城区惠新中街 70 号
201 室
222 号欧亚达家居三楼 A17-A18
号1门
使用商品：建筑学服务,室内设计,托管计算 使用商品：招牌的油漆或修理,清洁建筑物 使用商品：清洁建筑物（内部）,室内外油漆,
机站（网站）,技术研究,艺术品鉴定,服装设 （内部）,室内装潢,室内外油漆,涂清漆服务, 建筑施工监督,室内装潢修理,招牌的油漆
计,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室内装饰设计,无 家具修复,室内装潢修理,建筑物维护和修 或修理,清洁窗户,贴墙纸,室内装潢,涂清漆
服务,清洁建筑物（外表面）
形资产评估,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理,家具保养,贴墙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