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著作权登记公告（2021年9月）

登记号 登记日期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著作权人姓名/名称 创作完成日期 首次发表日期

豫作登字-2021-A-00000848 2021/09/08 杂技剧本《我家住在黄河边》 文字 河南省杂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1/08/21

豫作登字-2021-A-00000849 2021/09/10 《猎人笔记：正午》 文字 孙浩玮 2021/04/30 2021/05/03

豫作登字-2021-C-00000850 2021/09/10 动漫人偶童话剧《了不起的小老虎》 戏剧 刘小红、陈高峰 2021/06/30

豫作登字-2021-A-00000851 2021/09/10 《一双旧军鞋》 文字 李莹 2019/11/20 2020/09/26

豫作登字-2021-F-00000852 2021/09/10 真神气元气炸串LOGO 美术 洛阳真神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1/03/22 2021/03/25

豫作登字-2021-G-00000853 2021/09/10 《光芒》 摄影 赵淑娟 2021/08/26 2021/08/26

豫作登字-2021-G-00000854 2021/09/10 《逆光》 摄影 赵淑娟 2021/08/27 2021/08/27

豫作登字-2021-F-00000855 2021/09/10 山鬼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4/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56 2021/09/10 白衣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4/1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57 2021/09/10 神意伏羲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4/1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58 2021/09/10 殷元帅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4/12

豫作登字-2021-F-00000859 2021/09/10 初见之美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4/12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0 2021/09/10 碧霞元君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4/12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1 2021/09/10 虎震八方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8/1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2 2021/09/10 初见之初见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5/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3 2021/09/10 初见之勇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5/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4 2021/09/10 嗔武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5/1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5 2021/09/10 武财神赵公明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5/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6 2021/09/10 初见之善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5/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7 2021/09/10 飞天熊猫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7/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8 2021/09/10 吉祥止止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9/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69 2021/09/10 玉兔送福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9/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0 2021/09/10 金兔纳财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9/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1 2021/09/10 真武大帝 美术 河南绘山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09/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2 2021/09/10 中华源黄河魂之炎黄二帝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3 2021/09/30 万岁登封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4 2021/09/30 鲧禹治水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5 2021/09/30 黄河之魂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6 2021/09/30 楚汉争霸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7 2021/09/30 黄河岸边三千年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8 2021/09/30 造物者小娲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9/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79 2021/09/30 造物者小龙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9/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0 2021/09/30 造物者小灵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9/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1 2021/09/30 造物者小古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9/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2 2021/09/30 飞车嘉年华之小美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3 2021/09/30 飞车嘉年华之轩轩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4 2021/09/30 探险小分队之阿勇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1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5 2021/09/30 探险小分队之靓靓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1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6 2021/09/30 笑笑历险记之笑笑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7 2021/09/30 小蝙蝠历险记之雷欧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02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8 2021/09/30 小蝙蝠历险记之马丁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02

豫作登字-2021-F-00000889 2021/09/30 小蝙蝠历险记之帕特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02



豫作登字-2021-F-00000890 2021/09/30 小蝙蝠历险记之小小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1/01/02

豫作登字-2021-F-00000891 2021/09/30 朝霞文化青檬宝宝形象表情包系列作品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01 2021/02/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92 2021/09/30
朝霞原创单色生物插图系列00012（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93 2021/09/30
朝霞原创单色生物插图系列00013（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94 2021/09/30
朝霞原创单色场景插图系列00013（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95 2021/09/30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14（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96 2021/09/30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15（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97 2021/09/30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16（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A-00000898 2021/09/30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06（共

611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A-00000899 2021/09/30
朝霞文化命制试卷合集00005（共2868

套）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10/20 2019/10/20

豫作登字-2021-A-00000900 2021/09/30
朝霞文化命制试卷合集00003（含答

案）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20 2020/03/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01 2021/09/30 莲花手抓包糖系列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1 2020/10/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02 2021/09/30 莲花盒装红糖系列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1 2020/10/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03 2021/09/30 莲花内装小袋红糖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1 2020/10/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04 2021/09/30 莲花袋装红糖系列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1 2020/10/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05 2021/09/30 莲花有机内装小袋红糖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1 2020/10/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06 2021/09/30 莲花白糖/冰糖系列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0/21 2020/10/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07 2021/09/30 莲花粮食酿造味素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01 2021/07/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08 2021/09/30 百万麒麟游戏 小麒麟 美术 郑州百万麒麟科技有限公司 2021/05/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09 2021/09/30 百万麒麟游戏 初级背景 美术 郑州百万麒麟科技有限公司 2021/05/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10 2021/09/30 百万麒麟游戏 中麒麟 美术 郑州百万麒麟科技有限公司 2021/06/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911 2021/09/30 百万麒麟游戏 五行背景 美术 郑州百万麒麟科技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912 2021/09/30 百万麒麟游戏 大麒麟 美术 郑州百万麒麟科技有限公司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13 2021/09/30 麻辣江湖系列包装设计 美术 孟州市掌柜食品有限公司 2013/01/05 2013/01/1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14 2021/09/30 YES!宽粉系列包装设计 美术 孟州市掌柜食品有限公司 2014/12/15 2014/12/28

豫作登字-2021-F-00000915 2021/09/30 高人拉面系列包装设计 美术 孟州市掌柜食品有限公司 2017/08/09 2017/08/14

豫作登字-2021-F-00000916 2021/09/30 《大象队长话安全》H5·APP·书籍 美术 郑州心睿广告发展有限公司 2019/11/14

豫作登字-2021-A-00000917 2021/09/30 动画片《大象队长》集名故事梗概 文字 郑州心睿广告发展有限公司 2019/11/14

豫作登字-2021-F-00000918 2021/09/30 《99分新女性》 美术
麻雀网络科技（河南）股份有限

公司
2020/08/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919 2021/09/30 《唐风宋韵》 美术 河南麻雀民宿管理有限公司 2020/11/1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0 2021/09/30 嘉佳美logo 美术 安阳嘉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20/05/28 2020/06/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1 2021/09/30 丰味叉骨品牌图案-GBX 美术 郑州鼎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05/08 2021/05/08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2 2021/09/30 轩辕小将系列动作 美术 郑州树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1/09/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3 2021/09/30 惠中原 美术 禹州市惠中原医药有限公司 2021/02/05 2021/02/11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4 2021/09/30 善水之家 美术 河南御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1/03/13 2021/03/23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5 2021/09/30 LOOP标识 美术 焦作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 2021/07/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6 2021/09/30 威一威 美术 郑州威一威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2021/06/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7 2021/09/30 沐晓苑 美术
信阳沐晓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2021/06/1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8 2021/09/30 金豆子笨豆芽 美术 金豆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1/06/08

豫作登字-2021-F-00000929 2021/09/30 HP500产品图片 美术 洛阳大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08/15 2016/11/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930 2021/09/30 诺清膳 美术
河南诺清膳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019/09/09

豫作登字-2021-F-00000931 2021/09/30 不臭仙螺蛳粉 美术 贺俊 2021/03/20 2021/03/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32 2021/09/30 太平纹样 美术 苏超 2017/11/16 2017/12/18

豫作登字-2021-F-00000933 2021/09/30 洁舒客三字变形图标 美术 李培基 2020/07/08 2020/08/1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34 2021/09/30 粉小满和屋小满 美术 李培基 2021/05/18 2021/06/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35 2021/09/30 《文字设计-珺》 美术 王金强 2017/01/1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36 2021/09/30 《图文设计-太湖》 美术 王金强 2014/04/08

豫作登字-2021-F-00000937 2021/09/30 《动漫人物形象》 美术 王金强 2017/10/12

豫作登字-2021-F-00000938 2021/09/30 《植物生理电子检测系统标志》 美术 王金强 2015/08/05

豫作登字-2021-A-00000939 2021/09/30 电影剧本《揭秘》 文字 王静 2008/08/20 2009/01/01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0 2021/09/30 微电影剧本《初生的朝阳》 文字 王静 2017/09/29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1 2021/09/30 《使命》 文字 王静 2021/05/01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2 2021/09/30 《红色印记》 文字 王静 2021/05/01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3 2021/09/30 《风雨百年》 文字 王静 2021/05/01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4 2021/09/30 《雨后彩虹》 文字 王静 2021/05/01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5 2021/09/30 《没有你的日子，我可怎么活》歌词 文字 孙朝晖 2021/09/05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6 2021/09/30 《加油！中国力量》 文字 孙朝晖 2021/09/05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7 2021/09/30 “发明+”和“发明加” 文字 杨京广 2021/03/31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8 2021/09/30
关于中国科技创新事业迅速发展起来的

二十条建议
文字 杨京广 2021/05/01

豫作登字-2021-A-00000949 2021/09/30 电影《断崖之下》剧本 文字 付丙涛 2021/09/02

豫作登字-2021-A-00000950 2021/09/30 电影《穿越台风眼》剧本 文字 付丙涛 2021/08/02

豫作登字-2021-A-00000951 2021/09/30 电影文学剧本《汴梁新义侠》 文字 张文艺 2021/08/10

豫作登字-2021-A-00000952 2021/09/30 草根球星成长记 文字 王海鹏 2020/05/09

豫作登字-2021-A-00000953 2021/09/30 7.20 回家 文字 余青洋 2021/09/05

豫作登字-2021-A-00000954 2021/09/30 《假如明天和意外同时来临》梗概 文字 杨岩 2021/05/16

豫作登字-2021-B-00000955 2021/09/30 电影《蔡文姬》歌曲系列 音乐 高占全 2021/06/01



豫作登字-2021-C-00000956 2021/09/30 大型史诗少儿舞台剧《崛起》 戏剧 王富超 2021/07/22

豫作登字-2021-I-00000957 2021/09/30 孕妇瑜伽孕早中晚期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L-00000958 2021/09/30 “品乐家”特许经营手册 其他作品 郑州笨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1/04/02

豫作登字-2021-L-00000959 2021/09/30
龙承颐脉外敷调理技术规范之“气血调

理”
其他作品 李税 2021/01/13

豫作登字-2021-L-00000960 2021/09/30
《绘本故事：我是一匹马，我想对你说

》
其他作品 李浩然 2013/12/25 2013/12/25

豫作登字-2021-L-00000961 2021/09/30 《绘本故事：三角形的“烦恼”》 其他作品 李浩然 2015/01/22 2015/01/22

豫作登字-2021-L-00000962 2021/09/30 《绘本故事：小星星交朋友》 其他作品 李浩然 2015/01/25 2015/01/26

豫作登字-2021-L-00000963 2021/09/30 《绘本故事：你一定不知道》 其他作品 李浩然 2015/06/08 2015/06/15

豫作登字-2021-L-00000964 2021/09/30 《病毒科普绘本：我是病毒》 其他作品 李浩然 2020/04/01 2020/04/01

豫作登字-2021-L-00000965 2021/09/30 《万圣节绘本故事：千万不要吓人》 其他作品 李浩然 2020/10/18 2020/10/18

豫作登字-2021-L-00000966 2021/09/30 《绘本故事：感恩节的感恩课》 其他作品 李浩然 2020/11/09 2020/11/09



豫作登字-2021-L-00000967 2021/09/30 《绘本故事：原来“冬至”是这样的》 其他作品 李浩然 2020/12/01 2021/02/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968 2021/09/30 “邮小宝”卡通形象系列一 美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
2020/10/30 2020/10/30

豫作登字-2021-F-00000969 2021/09/30 “邮小宝”卡通形象系列二 美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
2020/10/30 2020/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