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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边老洋房 弄堂口小酒馆 街对角旗袍店

背街小巷“小而美” 彰显“上海购物”新情怀
海韵味”，一些人还会流连于城市中

本报记者 张仲超

式，有效延长了人们的驻留时间。

的背街小巷，探寻洋房背后、弄堂深

到 2020 年，上海将打造 2 条世

如今的上海，既有高端品牌汇

处的海派风情。 这些以繁华的主要

界级商街、10 个国内一流商圈、20

聚的南京路、淮海路，也有人气兴旺

商街为主轴， 在周围发展各有特色

个特色商业街区。 这意味着“要购

的第一八佰伴、K11，但在繁华热闹

的商业，形成鱼骨状的商业街区，让

物，到上海”，不仅需要世界级的商

的商业大街背后，还有一条条小马

追求个性化的消费者获得深度体

街、商圈和购物中心，也需要小而美

路和小街坊，依然流淌着浓浓的“上

验。 这种主街和背街互补发展的模

彰显海派特色的背街小巷。

＞＞＞

老洋房

新时尚

对于时尚潮人和部分游客来说，于静谧中引领潮流消费的建国西路、武康路上，能找到上海的个性。

＞＞＞

本土风

异乡情

相比大商场里的标准化服务，小而美的背街小巷还有更多人际交往，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温情和
眷恋。
在巴黎、伦敦、东京这样的全球

牌，这既绕不开世界级的商街，也不

这里起家。 如今的吴江路“休闲、时

闻名的消费城市， 主要商圈周边都

能没有分散在其背后的背街小巷。

尚、风情”，是上海目前仅有的两条

有闻名遐迩的后街。 对当地消费者

日前，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静安区

“
中国特色商业街”中的一条。 吴江

来说，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牛津街或

调研打响“上海购物”品牌时表示，

路全长不过 300 米， 沿途却有一百

者银座， 也许是为了购买奢侈品旗

背街小巷改造提升潜力巨大， 要聚

来户商家， 其中 75%是餐饮品牌，

舰店里的新品， 也许会转个弯进支

焦特色、 做精做优， 注重专业化发

日均客流量在 10 万到 18 万人次之

马路上的咖啡馆、精品店，坐一坐、

展，加强精细化管理，营造更加优质

间，高峰时可达到 25 万人次，日均
销售额超过 400 万元。

斑驳的老洋房能让人看到历史

路开始“飘红”，成为上海人“荡马

客 喜 欢在这里做西服，大多是当日

看一看。 围绕着大牌云集的主要商

舒适的购物环境， 更好地体现街区

的影子， 但当游客推门而入后还会

路”的新地标。 如今，每走几十米就

定做、隔日试样，离沪前取货，衣着

街， 阡陌交错的背街小巷无疑给这

底蕴和独特气质。

座城市提供了更多的韵味。

美国披萨、 日本咖啡、 韩国烤

发现时尚潮流才是这里的主色调。 对

能邂逅一家有趣的店：独立书店、设

一新踏上归途。 不少年轻人也爱来

于时尚潮人和部分游客来说， 于静谧

计师家居、香水调制实验室、玻璃制

这里做旗袍，好在派对上亮相。

中引领潮流消费的建国西路、 武康

作体验馆、花艺教室、分子料理冰淇

味，也许就是吸引人的海派风情。上

路、安福路能找到上海的个性。

上海正在打造“上海购物”品

2008 年以前的吴江路是一条

肉、 港式甜品， 还有老上海的红宝

小吃街，小杨生煎、西北郎烧烤等在

石、 王家沙， 世界美食加上上海风

淋店……上海故事也没有被忘记，

海吴江路休闲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建国西路被称为“
隐藏在闹市

复古电话挂在改造后的“名人墙”

理陆宏说，随着西侧的丰盛里、东侧

里的一片净土”， 荣毅仁的旧居、船

上， 拿起听筒便可以听到老上海的

的兴业太古汇开业， 连接两头的吴

王董浩云的旧居都在此地。 走出历

卖报声、合唱声、电车铃声。“我们

江路已成为整个梅泰恒背后的休闲

史故事的建国西路， 如今已成为新

坐在咖啡馆里看风景，别人也当我

街区，承接着周边白领、地铁客流、

晋的网红街， 这里有网红始祖柴田

们是一道风景。 ”带着刚从国外回

中外游客的消费需求。

西点、带有市井余味的嘉善老市、美

来的老同学，家住附近的钱女士已

“大商街、大商场虽然面积大，

少女主题的甜品店 Soft Rose 等等

经把愚园路当做招待亲友的“会客

但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都趋于同质

时尚新潮的商铺，短短 2000 多米的

厅”了。

化，无法满足追求个性化、差异化的

路上潮店云集， 法式风情的老建筑
也因此重拾活力。
从徐汇区往静安区步行， 乌鲁

而在淮海路的背后，则有南昌
日前， 上海市

背街小巷的特色小店， 却能够满足

南昌路上的潮流小店走的是“小众

委书记李强在静安

深度体验、个性消费的需求。 ”业内

木齐中路则是网红食品店的集中

化”路线，弄堂深处的店家做的是

地，既市井又洋气，是拥趸们给予的

“
小生意”。 私人定制的服装、珠宝，

评价。 看似破旧的小杂货店卖的全

个人工作室的香道、茶道，电子蒸汽

是进口食材，到处可见英文的介绍。

烟俱乐部和中式家具混搭，“小众

这里每家店都 不 大 ，20 平 方 米 左

化”
“
小生意”带来“小确幸”。

右，但经营的项目五花八门，各有特
色。

消费需求。 而那些被大商圈‘逼’到

路、茂名南路、思南路等特色小街。

区调研关于打响
“上海购物”品牌时
表示， 背街小巷改
造提升潜力巨大，
要聚焦特色、 做精

专家认为， 相比大商场里的标准化
服务， 小而美的背街小巷还有更多
的人际交往， 店家和消费者因为相
同的品味和爱好而聚集在一起，更

做优， 注重专业化

能增加黏性和情感， 成为城市生活

茂名南路则是服装定制一条

发展， 加强精细化

中的温情和眷恋。“对于本地人来

街， 传统刺绣旗袍、 改 良 中 式 时

管理， 营造更加优

说，背街小巷是静谧的休闲空间，是

连接静安寺和中山公园两大商

装、高档男士西服，在橱窗里亮

质舒适的购物环

从小逛到大的日常生活， 而对于外

圈的愚园路， 聚集着曾经的沪西高

相的既是精美服饰，也是传承多

境， 更好体现街区

地人、外国人来说，则是他们领略海

级住宅，也见证过“72 家房客”的市

年的手艺和上海的工匠精神。 住

底蕴和独特气质。

派文化的窗口， 是加深对城市理解

井生活。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愚园

在锦江饭店、花园饭店的外国顾

CNSPHOTO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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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7438
注册号：19474634
商标名称：鑫欣旺
商标名称：WINCON
类别：29
类别：7
申请人：河南省黄泛区鑫欣牧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宁波云控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河南省黄泛区鑫欣牧业股份有
联系人：朱旌铭
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墙头镇下塔村
联系人：刘金章 张新宇
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泛区中心东路 使用商品：纺织工业用机器，编织机，电动
制饮料机，酿造机器，制革机，缝纫机，纺织
266 号
使用商品：肉，猪肉食品，猪肉，家禽（非 品用便携式旋转蒸汽熨压机， 自行车组装
活），腌制肉，肉片，熏肉，肉罐头
机械，电子工业设备
注册号：24030087
注册号：24269122
商标名称： 大洼村
商标名称： 华盛瑞达
DAWACUN
类别：29
类别：30
申请人： 阳泉市老槐树 申请人：临朐华盛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傅佩俊 傅金涛
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晓娅 张计平
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冶源镇付家李
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西南舁乡大洼村 召村北
村委会
使用商品：面粉，人食用的去壳谷物，酱油， 使用商品：混合水果干，去壳熟鸡蛋，天然
芥末粉，玉米面，食用淀粉，土豆粉，粉丝 或人造的香肠肠衣，肉，家禽(非活)，熟肉
（条），醋，姜（调味品）
制品，腌制水果，鸡蛋，蛋，果冻
注册号：25016349
注册号：25010128
商标名称：ZFL
商标名称：ZFL
类别：7
类别：7
申请人：杭州振赋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人：杭州振赋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锡明
联系人：林锡明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山河村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山河村
使用商品：车床,金属加工用磨床,机床,机 使用商品：金属加工用磨床,工具磨床,车床,
器人（机械）,机器轴承座,机器导轨,刀座 机床用夹持装置,机器人（机械）,机器轴承
（机器部件）,机器用轴承衬套,机器轴承托 座, 机器、 引擎或马达用机械控制装置,机
架,工具磨床,机床用夹持装置,机器联动装 床,刀座（机器部件）,机器用轴承衬套,机器
联动装置,机器轴承托架,机器导轨
置,机器、引擎或马达用机械控制装置

注册号：20517304
商 标 名 称 ： 凤 创 谷
PHOENIXCREATIVITYVALLEY
类别：36
申请人：上海凤巢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庆峰 张爱萍
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 1588 号 1
幢 -001 室
使用商品：资本投资，金融评估(保险、银
行、不动产)，金融服务，通过网站提供金融
信息，基金投资，不动产出租，不动产代理，
不动产管理，办公室(不动产)出租，经纪
注册号：24360226
商标名 称 ： 大 将 作
DAJIANGZUO
类别：7
申请人：宁波将军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丁财 冯玉山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仓区钱塘江路 36 号
使用商品：筑路机，挖掘机（机器），动力锤，
打桩机，石材切割机，锤（机器部件），气锤，
采掘机，地质勘探、采矿选矿用机器设备，
夯锤（机器）
注册号：24723838
商标名称：坤顺 KUNSHUN
类别：1
申请人：佛山市坤顺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万军
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嘉和南
路 2 号之三厂房
使用商品：建筑工业用粘合料,铺砌用粘合
剂,铺设瓷砖用粘合剂,陶瓷涂层用粘合剂,
砖瓦粘合料,氧化铁,瓷砖用粘合剂,制墙面
材料用粘合剂,建筑业用粘合剂
注册号：24047833
商标名称：豫西顺鑫
类别：6
申请人：三门峡市顺鑫管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敬涛
联系地址：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
湖滨工业园区
使用商品：中央供暖装置用金属管道,金属
压力水管,金属排水管,钢管,金属电线杆,可
移动金属建筑物,金属预制房（成套组件）,
金属脚手架,金属栏杆,金属旗杆
注册号： 24888046
商标名称： 蜀吻装潢
类别：37
申请人： 上海蜀吻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超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 2689 号
使用商品：建筑施工监督,建筑咨询,室内装
潢,电器的安装和修理,照明设备的安装和
修理,管道铺设和维护,防锈,室内装潢修理,
消毒,家具保养

注册号：25468062
注册号：25505621
商标名称：星云 XINGYUN
商标名称：SHUNZHAO ATD
类别：1
类别：17
申请人： 常州市星云润滑 申请人：东莞市顺兆电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黎兰亭
联系人：王新明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半仙山第三工
业区 D6 栋 3 楼 A 区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社渚镇工业集中区
使用商品：未加工合成树脂,硅塑料,未加工 使用商品：橡胶或塑料填料,封拉线（卷烟）,
塑料,未加工的环氧树脂,塑料分散剂,聚丙 保护机器部件用橡胶套,合成橡胶,非包装
烯,聚氯乙烯树脂,有机硅树脂,增塑剂,未加 用塑料膜,非金属软管,电绝缘材料,绝缘、
工人造树脂
隔热、隔音用物体,绝缘、隔热、隔音用材料
注册号：25123097
注册号： 25751232
商 标 名 称 ： 巨 晟
商标名称：九易庄宸
JUSHENG
类别：37
类别：6
申请人：四川九易庄宸建筑装
申请人：沧州渤海新区诚
饰工程有限公司
信五金机电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则森
联系人：孙海燕 蔡卫东
联系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渤海新区海逸庄 联系地址：湖南省邵东县邦盛凤凰城
使用商品：建筑施工监督,建筑,电梯安装和
园 2 号楼 05 座
使用商品：金属丝网,钢箍,装卸用金属吊 修理,轮胎翻新,室内装潢,砖石建筑,加热设
索,金属绳,钢丝,铝丝,装卸用金属吊带,普 备安装和修理,汽车保养和修理,家具保养,
维修电力线路
通金属线,铁丝,钢带
注册号： 25377819
注册号： 25395193
注册号：25377843
商标名称：XR
类别：35
商标名称：图形
商标名称：XR
申请人：福建信任杰吊装工程有
类别：39
类别：37
限公司
联系人：任小强 胡竞天
申请人：福建信任杰吊装工
申请人：福建信任杰吊装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招贤路盛 联系人：任小强 胡竞天
程有限公司
天现代城 6#102
联系人：任小强 胡竞天
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招贤路盛
使用商品：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替其
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招贤路盛
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为商品和服务的 天现代城 6#102
天现代城 6#102
买卖双方提供在线市场, 通过互联网提供 使用商品：建筑信息,建筑设备出租,建筑,工 使用商品：拖运,运载工具（车辆）出租,安排
商业信息服务,饭店商业管理,提供商业和 厂建造,砖石建筑,建筑用起重机出租,清洁 游览,搬运,货物贮存,灌装服务,快递服务
商务联系信息,广告,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 建筑物(外表面),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运（信件或商品）, 运载工具故障牵引服务,能
广告,在计算机数据库中更新和维护数据 载工具故障修理服务,喷涂服务
源分配,司机服务
注册号： 25644704
注册号： 25856163
注册号：25644703
商标名称：惠控 类别：9 11 37
商标名称：金勘
商标名称：JL
申请人：深圳惠控工程技术有限
类别：37
类别：37
公司
申请人： 山东金勘岩
申请人：山东金勘岩土工
联系人：马蔚旭 王惠欣
土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创业
程有限公司
路观海台 C1-1501
联系人：辛新 张媛媛
联系人：辛新 张媛媛
使用商品：气体检测仪,避雷装置,测量仪 联系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涵源大街 联系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涵源大街
器,成套电气校验装置,能源管理用电气控
3 号院内西侧办公楼三层
制设备,测量器械和仪器,电站自动化装置 3 号院内西侧办公楼三层
发光二极管（LED）照明器具 测量设备和 使用商品：建筑,建 筑 物 防 水 , 管 道铺设和 使用商品：建筑物防 水 , 管 道 铺 设和维护,
仪器的修理或维护,电器的安装和修理
建筑
维护

注册号：21989731
注册号：21988426
商 标 名 称 ： 彭 城 食 府
商标名称：宏升
PENGCHENGSHIFU
类别：21
类别：43
申请人：咸丰县宏升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
申请人：深圳彭城食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兵 吴晋秋
联系人：薛成岭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 地址：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
县忠堡工业园
社区龙翔大道 4072 号
使用商品：餐馆，临时住宿处出租，饭店，茶 使用商品：纸盘，家用纸托盘，纸或塑料杯，
馆，咖啡馆，自助餐厅，酒吧服务，汽车旅 一次性盘子，玻璃球瓶（容器），瓦器，啤酒
杯，纸巾盒，牙刷盒，牙签盒
馆，快餐馆，日间托儿所（看孩子）
注册号：25199075
注册号：25372236
商标名称：EGB
商标名称：消得快
类别：17
类别：29
申请人：宁波博格曼密封件有限公司
申请人：浙江渭开饮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朝一
联系人：周和平 陈江南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百花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陈山西路
118 号 1 幢 1 号一层 A 区
山工业区荷花路 23 号
使用商品：鱼（非活），水果罐头，加工过的 使用商品：密封物,封泥,防水包装物,电绝缘
坚果，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腌制蔬菜， 材料,隔音材料,非金属软管,密封环,接头用
密封物,再生橡胶,垫片（密封垫）
牛奶，食用果冻，山楂片，猪肉食品，蛋
注册号：25658820
注册号：25654929
商标名称：BYRNETOOLS
商标名称：BYRNE
类别：8
类别：7
申请人：拜恩(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拜恩(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陶国林
联系人：陶国林
联系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延安路新南马路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万卉路南段西
侧华亭丽园二区 5-1-1901
五金城三区 32 栋 510 号
使用商品：切割机,气锤,电动扳手,抛光机 使用商品：手工操作的手工具,扳手（手工
器和设备（电动的）,真空吸尘器,非手动的 具）,凿（手工具）,锤（手工具）,钳,砂轮（手工
手持工具,油漆喷枪,角向磨光机,风动手工 具）,切割工具（手工具）,棘轮（手工具）,锉
刀,（携带工具用）工具带
具,手电钻（不包括电煤钻）
注册号：24467250
注册号：24467250
商 标 名 称 ： 丽 车 邦
商 标 名 称 ： 丽 车 邦
LICHEBANG
类别：37
LICHEBANG
类别：35
申请人：宜章县丽车邦汽车服务会所
申请人：宜章县丽车邦汽车服务会所
联系地址： 湖南省宜章县玉溪镇文明南路
联系人：李述彪
联系人：李述彪
联系地址： 湖南省宜章县玉溪镇文明南路 82-12 号
使用商品：运载工具（车辆）故障救援修理
82-12 号
使用商品：广告,人事管理咨询,广告宣传, 服务,运载工具（车辆）清洁服务,运载工具
替他人推销,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 （车辆）防锈处理服务,运载工具（车辆）上
示商品,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特许经营的 光服务,喷涂服务,皮革保养、清洗和修补,
商业管理,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购买商 汽车清洗,运载工具（车辆）加润滑油服务,
汽车保养和修理,橡胶轮胎修补
品或服务）
注册号： 25555982
注册号： 25552440
商标名称：贝滋氧
商标名称：贝滋氧
类别：44
类别：37
申请人： 珠海金贝尔生物科技有
申请人：珠海金贝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联系人：许辉 李欣
联系人：许辉 李欣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
熙园 192 号贝滋氧（珠海）健康管理中心 熙园 192 号贝滋氧（珠海）健康管理中心
使用商品：外科设备消毒,医疗器械的杀菌, 使用商品：康复中心,医疗器械出租,替代疗
卫生设备的安装和修理, 修理医疗器械,美 法,医疗按摩,美容院服务,运动医学服务,皮
容院用机器和设备的修理或维护, 消毒,医 肤科服务,医疗诊所服务,塑身理疗,身体美
容护理服务
疗器械的安装和修理
注册号： 24934668
注册号：25085362
商标名称：中经科智能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42
类别：37
申请人：深圳市中经科智 申请人：徐州尚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晴
联系人：彭赛凤
李媛
联系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公园大地龙翔大 联系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百易家家
居广场 3 号门
道 6003 号（中经科智慧家庭体验馆）
使用商品：建筑学咨询,娱乐场所建筑规划 使用商品：室内装潢修理,木工服务,清洁建
设计,替他人创建和维护网站,室内设计,建 筑物（内部）,清洁窗户,室内外油漆,家具保
筑木材质量评估,网站设计咨询,工程绘图, 养,贴墙纸,招牌的油漆或修理,室内装潢,家
建筑学服务,建筑制图,室内装饰设计
具修复
注册号：26185012
注册号： 25532468
商标名称：图形
类别：37
商标名称： 鸿亿
申请人：莆田市三鑫铭亿装饰
类别：37
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人：广东鸿億智能
联系人：吴铭飞
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篁
山村前埔 16 号
联系人：张定基
联系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霖 使用商品：商品房建造,室内装潢修理,建筑
施工监督,建筑物防水,建筑咨询,安装门窗,
都大道 84 号之六
建筑,室内装潢,清洁建筑物（内部）,室内外
使用商品：防盗报警系统的安装与修理
油漆

和眷恋的所在。 ”

刊登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注册号：24233562
注册号：24368894
商标名称：俏之穗
商标名称：千寻口口密
类别：29
类别：31
申请人：杭州百穗食品有限公司
申请人：烟台千寻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江达 郑晓敏
联系人：钟安杰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芙蓉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上夼西路 57-5
号
路5号
使用商品：猪肉食品，香肠，加工过的蛋，韩 使用商品：新鲜甜瓜，新鲜樱桃，新鲜蔬
式烤肉，食用面筋，火腿，加工过的肉，盐腌 菜，新鲜柑橘，新鲜草莓，新鲜水果，新鲜
葡萄，鲜枣，新鲜苹果，新鲜梨
肉，日式烤鸡肉串，豆腐制品
注册号：25241313
注册号：24574086
商标名称：泰美翔
商标名称：创美品
类别：17
类别：9
申请人：北京盘古信恒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昆山泰美翔胶粘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鹏飞
联系人：周少霞
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张浦镇亲和路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99 号 3 层 780 号 6 号房
3A01
使用商品：半加工塑料物质,非纺织用塑料
使用商品：可充电电池,无线充电器,电池充 纤维,非包装用粘胶纤维纸,非包装用塑料
电器,锂离子电池,移动电话电池,电池充电 膜,绝缘、隔热、隔音用材料,绝缘、隔热、隔
装置,USB 充电器,电池,电子香烟用电池,移 音用矿棉,橡胶或塑料制填充材料,人造树
脂（半成品）,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
动电源（可充电电池）
注册号：25330024
注册号：25766493
商标名称：新伟 XW
商标名称： 天成亿嘉达
类别：7
TIANCHENGYJD TECH
申请人：江苏新伟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1
联系人：周伟
申请人：天津天成亿嘉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大成 联系人：吕闯
工业园翔安路 6 号
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华天
使用商品：自行车工业用机器设备,自行车 道 3 号综合楼 A 区 516 单元
用发电机,非陆地车辆用传动马达,机器、马 使用商品：除油漆外的水泥防水化学品,除
达和引擎用连杆,压力调节器（机器部件）, 油漆外的砖石建筑防潮化学品, 罩面漆和
发电机传动带,炭刷（电）,交流发电机,发电 底漆上浆料, 砖建筑用除油漆和油外的保
机,马达和引擎启动器
护剂,水泥用除油漆和油外的保护剂
注册号：24960427
注册号：24965774
商标名称： 乐启装 饰 LEQI
商标名称：XINTIANLIN
DECORATE
类别：37
类别：37
申请人： 惠州市乐启装饰工
申请人：深圳市欣天麟装饰设计
程有限公司
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黎彩妃
联系人：黄莺 张春印
联系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惠新中街 联系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悦兴路
70 号 201
冼屋大楼 B 栋 605
使用商品：清洁建筑物（内部）,室内外油漆, 使用商品：仓库建筑和修理,安装门窗,电缆
建筑施工监督,室内装潢修理,招牌的油漆 铺设,管道铺设和维护,砌砖,装饰性的室内
或修理,清洁窗户,贴墙纸,室内装潢,涂清漆 粉刷服务,安装维修水管,铺路,工厂建造,砖
服务,清洁建筑物（外表面）
石建筑
注册号：25097499
注册号：25424422
商标名称：G
类别：37
商标名称：银久装
申请人： 成都华桂防水保温工
类别：37
程有限公司
申请人：马鞍山久装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旁佑华 赵林
联系人：潘朝凯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新怡路 26
联系地址： 马鞍山市花山区慈湖乡同意村 号 7 楼
103 号
使用商品：建筑物维护和修理,机械安装、
使用商品：建筑施工监督,建筑设备出租,工 保养和修理,气筒或泵的修理,建筑物防水,
厂建造,建筑信息,仓库建筑和修理,维修信 建筑施工监督,室内装潢修理,加热设备安
息,建筑咨询,拆除建筑物,建筑物防水,砖石 装和修理,燃气热水器的修理或维护,建筑,
空调设备的安装和修理
建筑
注册号：25609324
注册号：25616655
商标名称：友盛装饰 YOSUN
商标名称：友盛装饰 YOSUN
DECOR
类别：37
DECOR
类别：42
申请人：杭州友盛装饰科技有
申请人：杭州友盛装饰科技有
限公司
限公司
联系人：耿学喜
联系人：耿学喜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
时代大道 4887 号
时代大道 4887 号
使用商品：建筑施工监督,建筑物隔热隔音, 使用商品：节能领域的咨询,计算机编程,计
安装维修水管,室内装潢,室内外油漆,照明 算机软件咨询,建筑制图,建设项目的开发,
设备的安装和修理,木工服务,防锈,安装门 替他人创建和维护网站,艺术品鉴定,工业
窗,清洁建筑物（内部）
品外观设计,包装设计,室内装饰设计
注册号：26145631
注册号：26131952
商标名称：金安丰
商 标 名 称 ： 金 仕 盛 建 材 JIN类别：37
SHISHENGBUILDING
申请人：合肥安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类别：37
联系人：王昌华 洪艳
申请人：长沙金仕盛建材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鸿沟钢构
联系人：范文桥 刘艳玲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县安沙镇五龙山村 北城明珠 11 栋 24 楼
使用商品：建筑信息,建筑,室内装潢修理,
长山里组
使用商品：建筑物隔热隔音,商品房建造,工 加热设备安装和修理, 电器的安装和修理,
厂建造,仓库建筑和维修,盖房顶,商业摊位 汽车保养和修理,轮胎翻新,家具保养,电梯
安装和修理,防盗报警系统的安装与修理
及商店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