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著作权登记公告（2021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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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01040 2021/11/16 《北京冬奥会会歌（参选作品）》 音乐 魏光灿 2021/11/11

豫作登字-2021-B-00001041 2021/11/16 《美丽的临江镇》 音乐 魏光灿 2021/11/11

豫作登字-2021-F-00001042 2021/11/18 河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吉祥物 美术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08/28 2021/09/22

豫作登字-2021-F-00001043 2021/11/18 河南省职业技能大赛标识 美术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08/23 2021/09/22

豫作登字-2021-F-00001044 2021/11/18 认养一棵树 美术 灵宝市塬上红农业专业合作社 2021/09/18

豫作登字-2021-F-00001045 2021/11/18 禽易奥标贴 美术 河南安信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0

豫作登字-2021-F-00001046 2021/11/18 鑫帮药业LOGO 美术 李计良 2016/06/01 2020/01/13

豫作登字-2021-A-00001047 2021/11/18 只想做个职业经理人 文字 王玺 2021/09/30 2021/10/01

豫作登字-2021-A-00001048 2021/11/18 纪念曹昭“柴窑正版文献”发表600多年 文字 张金彬 2021/11/09



豫作登字-2021-A-00001049 2021/11/18
《伊洛入淮》(“伊洛入淮”引水工程研究

报告)
文字 王智良 2021/02/16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0 2021/11/29
生态全息智慧养老——中国生态全息居家养

老健康工程管理系统
文字 陈宏一 2021/11/19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1 2021/11/29 陈小旺传奇 文字 王道奎 2021/11/15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2 2021/11/29 诚信 文字 孙丽萍 2021/10/26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3 2021/11/29 电影剧本《艾米丽的生活》 文字 郑会军 2021/11/06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4 2021/11/29
系列史诗超级网剧《逐鹿》第一季《黄巾大

起义》23集分集剧本
文字 刘宏伟，刘宏辉 2017/02/01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5 2021/11/29 《卧底先生2021》 文字 蔡威 2021/09/16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6 2021/11/29 《风花雪月海》 文字 冯雨 2021/08/08 2021/08/08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7 2021/11/29 一出神剧之一《法海畅想曲》 文字 河南钧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2021/10/17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8 2021/11/29 朝霞原创文章——《校园的早晨》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20 2021/02/20

豫作登字-2021-A-00001059 2021/11/29 朝霞原创文章——《聪明的优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20 2021/02/20



豫作登字-2021-A-00001060 2021/11/29 朝霞原创文章——《影子》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2/20 2021/02/20

豫作登字-2021-A-00001061 2021/11/29 朝霞原创文章——《一碗苹果汤》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3/18 2021/03/18

豫作登字-2021-A-00001062 2021/11/29 朝霞原创文章——《水乡童谣》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3/18 2021/03/18

豫作登字-2021-F-00001063 2021/11/29 朝霞原创单色生活百科插图系列00003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6/22 2021/06/22

豫作登字-2021-F-00001064 2021/11/29 朝霞原创单色场景插图系列00011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6/22 2021/06/22

豫作登字-2021-F-00001065 2021/11/29 朝霞原创单色场景插图系列00012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6/22 2021/06/22

豫作登字-2021-F-00001066 2021/11/29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12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6/22 2021/06/22

豫作登字-2021-F-00001067 2021/11/29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13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6/22 2021/06/22

豫作登字-2021-F-00001068 2021/11/29 湾区标准 美术 郑州飞鱼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2021/09/1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69 2021/11/29 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 美术 郑州飞鱼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2021/09/1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0 2021/11/29 霉可净 美术 河南沃之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03/06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1 2021/11/29 肥益生 美术 河南沃之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03/06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2 2021/11/29 吉祥物“旅友友”形象设计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3 2021/11/29 吉祥物“红均均”形象设计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4 2021/11/29 朋克熊·动物萌萌哒 美术 郑州壹卡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2021/07/10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5 2021/11/29 朋克熊·甜品萌萌哒 美术 郑州壹卡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2021/07/14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6 2021/11/29 朋克熊·大海萌萌哒 美术 郑州壹卡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2021/07/18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7 2021/11/29 朋克熊·水果萌萌哒 美术 郑州壹卡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8 2021/11/29 朋克熊·恐龙萌萌哒 美术 郑州壹卡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2021/07/26

豫作登字-2021-F-00001079 2021/11/29 戏萌萌·甜品萌萌哒 美术 郑州壹卡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0 2021/11/29 戏萌萌·大海萌萌哒 美术 郑州壹卡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2021/07/28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1 2021/11/29 夕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2 2021/11/29 春神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3 2021/11/29 嫘祖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4 2021/11/29 青耕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5 2021/11/29 箴鱼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6 2021/11/29 财神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7 2021/11/29 瑞虎兽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8 2021/11/29 鸮小酷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89 2021/11/29 共生花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0 2021/11/29 造小鹰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1 2021/11/29 吉祥虎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2 2021/11/29 小年神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3 2021/11/29 年神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4 2021/11/29 葛天氏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5 2021/11/29 开心将军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6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尹月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7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尹晟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8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金儿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099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阿达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0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张老三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1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乾广振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2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佣兵队长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3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佣兵队员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4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乾武（巽狼）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5 2021/11/29 《孤雄》角色设计：张老三女伴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6 2021/11/29 孤雄LOGO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21/11/01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7 2021/11/29 艾思动漫LOGO 美术 河南艾思动漫有限公司 2017/11/29 2017/11/29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8 2021/11/29 《我是发明家》第二季之小小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09 2021/11/29 《我是发明家》第二季之火箭兔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10 2021/11/29 《我是发明家》第二季之瞌睡兔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11 2021/11/29 《我是发明家》第二季之兔博士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12 2021/11/29 《我是发明家》第二季之谢尔顿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13 2021/11/29 《我是发明家》第二季之烟斗爷爷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14 2021/11/29 《我是发明家》第二季之达达镇长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5



豫作登字-2021-A-00001115 2021/11/29 《我是发明家》第二季系列剧本 文字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5

豫作登字-2021-A-00001116 2021/11/29 《发明家创想乐园奇遇记》系列剧本 文字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1

豫作登字-2021-F-00001117 2021/11/29 新版蓝莲花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10/16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1-F-00001118 2021/11/29 新版绿莲花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10/16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1-F-00001119 2021/11/29 新版红莲花 美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10/16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0 2021/11/29 《创思万象》 美术
河南创思万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2021/07/30 2021/07/30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1 2021/11/29 云朵系列logo设计图 美术 郑州云朵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2021/10/22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2 2021/11/29 盛达动保 美术 河南牧之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05/1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3 2021/11/29 哈喽鸭 美术 河南哈喽鸭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21/05/20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4 2021/11/29 Enying 美术 濮阳市恩赢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2021/03/30 2021/04/0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5 2021/11/29 洛阳大华重工产品图片 美术 洛阳大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08/01 2016/11/10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6 2021/11/29 翰森 Hisun logo 设计稿 美术 河南翰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5/03/30 2015/03/30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7 2021/11/29 粉面菜蛋系列包装设计 美术 孟州市掌柜食品有限公司 2016/02/26 2016/03/01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8 2021/11/29 柳州螺蛳粉包装设计 美术 焦作巧佰味食品有限公司 2021/07/05 2021/07/06

豫作登字-2021-F-00001129 2021/11/29 冲刺100分语文、数学、英语 美术 河南荣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9/08/15 2019/08/1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30 2021/11/29
口算题卡、竖式口算题卡、应用题 一至六

年级
美术 河南荣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9/10/05 2019/10/20

豫作登字-2021-F-00001131 2021/11/29 九州盘古女娲（书法) 美术 郭志涛 2008/06/19 2008/07/10

豫作登字-2021-F-00001132 2021/11/29 九州盘古女娲 LOGO 美术 郭志涛 2013/12/19 2013/12/26

豫作登字-2021-F-00001133 2021/11/29 混沌盘古女娲 LOGO 美术 郭志涛 2008/09/16 2008/10/03

豫作登字-2021-F-00001134 2021/11/29 娲 LOGO 美术 郭志涛 2018/07/06 2018/07/11

豫作登字-2021-F-00001135 2021/11/29 《永鹤堂》 美术 李海锋 2021/06/10

豫作登字-2021-F-00001136 2021/11/29 《耕读世家》 美术 杨洋 2018/12/29



豫作登字-2021-I-00001137 2021/11/29 触觉按摩教程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17/04/28 2017/05/08

豫作登字-2021-I-00001138 2021/11/29 语言训练和口腔训练教程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17/04/28 2017/05/12

豫作登字-2021-I-00001139 2021/11/29 内腔能量训练教程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17/04/28 2017/05/12

豫作登字-2021-I-00001140 2021/11/29 养育孩子需要关注的14个感觉统合成长点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18/03/02 2018/03/05

豫作登字-2021-I-00001141 2021/11/29 影响大脑发育的两种营养是什么？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18/03/05 2018/03/08

豫作登字-2021-I-00001142 2021/11/29 家长必须关注的5项视知觉功能的训练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18/03/08 2018/04/25

豫作登字-2021-I-00001143 2021/11/29 孩子有以下这15种行为表现，家长要注意了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18/03/06 2018/04/25

豫作登字-2021-I-00001144 2021/11/29
提升孩子感觉统合能力，家长必做的6项工

作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18/03/06 2018/04/25

豫作登字-2021-I-00001145 2021/11/29 深入解析感觉统合理论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20/02/25 2020/02/28

豫作登字-2021-I-00001146 2021/11/29 感觉统合失调的原因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河南老岳讲感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2020/02/25 2020/02/28

豫作登字-2021-I-00001147 2021/11/29 瑜伽轮主课题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11/18



豫作登字-2021-I-00001148 2021/11/29
瘦身燃脂维密塑形瑜伽教练培训视频教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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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0

豫作登字-2021-L-00001149 2021/11/29 瘦身燃脂维密塑形瑜伽教练培训教材 其他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11/20

豫作登字-2021-A-00001150 2021/11/29 《锄奸》故事大纲 文字 王宜威 2021/10/04

豫作登字-2021-A-00001151 2021/11/29 《午夜迷离》故事大纲 文字 王宜威 2021/10/31

豫作登字-2021-A-00001152 2021/11/29 《花轿抬门前》歌词 文字 孙朝晖 2021/11/12

豫作登字-2021-A-00001153 2021/11/29 《男人要坚强》歌词 文字 孙朝晖 2021/11/12

豫作登字-2021-A-00001154 2021/11/29 “爸比妈咪的童年”系列儿童绘本策划案 文字 李浩然 2021/09/07

豫作登字-2021-A-00001155 2021/11/29 《秋天绘本故事：秋天的翅膀》 文字 李浩然 2015/10/11 2015/10/23

豫作登字-2021-F-00001156 2021/11/29 《中国春节过年传统老习俗组图》 美术 李浩然 2021/02/24 2021/02/25

豫作登字-2021-F-00001157 2021/11/29 盘古灸道标识图案 美术 陈宏一 2014/02/04

豫作登字-2021-F-00001158 2021/11/29 小学生作文大百科 美术 河南荣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0/05 2021/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