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著作权登记公告（202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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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F-00000013 2022/02/22 《动漫角色-汤不圆》 美术 王金强 2022/02/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014 2022/02/24 《技术·货币和资本通论》 文字 张体华、毕美霞 2022/01/30

豫作登字-2022-F-00000015 2022/02/28 《王朝炸鸡》 美术 王帅 2021/08/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16 2022/02/28 肖鲜森 美术 貟肖辉 2021/04/19

豫作登字-2022-F-00000017 2022/02/28 肖鲜森2 美术 貟肖辉 2022/01/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018 2022/02/28 草莓裙服装设计图 美术 陈慈妙 2022/02/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019 2022/02/28 《仙紫初颜》 美术 王章印 2020/11/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20 2022/02/28 《艺倍效》 美术 周天祥 2021/09/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021 2022/02/28 《都旺建筑》 美术 杨志营 2021/09/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022 2022/02/28 众康尚品 美术 尚志华 2022/02/0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23 2022/02/28 髪染生 美术 尚志华 2021/12/26

豫作登字-2022-F-00000024 2022/02/28 圆形坐垫 美术 艾武威 2021/09/26 2021/10/07

豫作登字-2022-F-00000025 2022/02/28 趴趴狗坐垫 美术 艾武威 2021/09/23 2021/10/15

豫作登字-2022-G-00000026 2022/02/28 《渡》 摄影 范菲 2016/12/11 2016/12/23

豫作登字-2022-F-00000027 2022/02/28 《渡》 美术 范菲 2021/12/26 2021/12/26

豫作登字-2022-F-00000028 2022/02/28 《布里斯班地图》 美术 范菲 2021/05/06 2021/05/07

豫作登字-2022-F-00000029 2022/02/28 盘古坐像创意 美术 陈宏一 2014/02/04

豫作登字-2022-F-00000030 2022/02/28 盘古站像创意 美术 陈宏一 2014/02/04

豫作登字-2022-A-00000031 2022/02/28 医道寻根 文字 陈宏一 2022/02/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032 2022/02/28 欢迎回家 美术 郝永杰 2020/02/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33 2022/02/28 拳击冠军 美术 郝永杰 2020/03/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034 2022/02/28 小孩和小狗 美术 郝永杰 2021/01/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035 2022/02/28 和小熊聊天 美术 郝永杰 2021/02/07

豫作登字-2022-F-00000036 2022/02/28 分享音乐 美术 郝永杰 2021/03/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37 2022/02/28 精致狗狗 美术 郝永杰 2021/04/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38 2022/02/28 科学家 美术 郝永杰 2021/04/1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39 2022/02/28 午夜的惊喜 美术 郝永杰 2021/04/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0 2022/02/28 泥坑 美术 郝永杰 2021/04/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1 2022/02/28 家里的宠物 美术 郝永杰 2021/08/26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2 2022/02/28 昼夜动物园 美术 郝永杰 2021/09/04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3 2022/02/28 狗狗的噩梦 美术 郝永杰 2021/09/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4 2022/02/28 谁偷吃了甜甜圈 美术 郝永杰 2021/10/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5 2022/02/28 滑滑梯 美术 郝永杰 2021/10/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6 2022/02/28 鸟类爱好者 美术 郝永杰 2021/10/26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7 2022/02/28 鸵鸟蛋 美术 郝永杰 2021/11/04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8 2022/02/28 人生漫漫路迢迢 美术 郝永杰 2021/11/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049 2022/02/28 我的世界 美术 郝永杰 2021/11/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0 2022/02/28 圣诞无烦恼 美术 郝永杰 2021/12/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1 2022/02/28 全能练考卷 美术 郑州市商创图书有限公司 2019/07/15 2019/07/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2 2022/02/28 黄冈全优达标卷语文、数学、英语 美术 郑州市商创图书有限公司 2020/07/05 2020/07/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3 2022/02/28 樱花冰淇淋产品造型设计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2/02/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4 2022/02/28 樱珞冰淇淋产品造型设计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2/02/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5 2022/02/28 八头船IP形象和系列插画 美术 郑州云朵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2019/04/15 2019/05/30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6 2022/02/28 “大王”IP形象和系列插画 美术 郑州云朵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2021/12/03 2021/12/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7 2022/02/28 《字母启蒙》 美术 开封苏棠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1/12/24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8 2022/02/28 《字母星球启蒙》 美术 开封苏棠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1/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59 2022/02/28 《学堂系列》 美术 开封苏棠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1/03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0 2022/02/28 嗨轩 NEW 美术
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021/12/27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1 2022/02/28 葛埠口黄河滩羊 美术
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021/12/27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2 2022/02/28 葛埠口黄河滩战斧羊排 美术
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021/12/27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3 2022/02/28 华安格斯牛 美术
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022/02/24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4 2022/02/28
恐龙（迷你豫龙）角色延展形象、三维

立体形象、场景图
美术 河南自然博物馆 2021/12/22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5 2022/02/28 苏醒吧！恐龙—尖叫盲盒 美术 河南自然博物馆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6 2022/02/28 贝贝龙卡通动物形象 美术 河南自然博物馆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7 2022/02/28 十大镇馆之宝形象图 美术 河南自然博物馆 2022/01/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8 2022/02/28 一口中国龙冰淇淋巧克力 美术 河南自然博物馆 2022/01/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69 2022/02/28 《小王子系列》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1/12/19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0 2022/02/28 《小王子花卉》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1/12/24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1 2022/02/28 《小财神》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2 2022/02/28 《玫瑰花系列》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1/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3 2022/02/28 《玫瑰花海》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1/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4 2022/02/28 《水果祝福》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1/24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5 2022/02/28 《爱心系列》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1/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6 2022/02/28 《复古国风》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7 2022/02/28 《生日数字系列》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2/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8 2022/02/28 造物记LOGO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79 2022/02/28 山海造吉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0 2022/02/28 舞龙舞狮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1 2022/02/28 华夏根脉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2 2022/02/28 山海鸰䳩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3 2022/02/28 山海只凃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4 2022/02/28 山海熏池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5 2022/02/28 山海飞鱼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6 2022/02/28 山海之獜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7 2022/02/28 山海三足龟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8 2022/02/28 妙笔生花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0/27

豫作登字-2022-F-00000089 2022/02/28 花团锦簇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0/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0 2022/02/28 虎年暴富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1 2022/02/28 幻想宇宙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1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2 2022/02/28 早睡早起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3 2022/02/28 情绪鸭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4 2022/02/28 探月兔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23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5 2022/02/28 抗疫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24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6 2022/02/28 花海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7 2022/02/28 童话精灵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8 2022/02/28 圣诞快乐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2/04



豫作登字-2022-F-00000099 2022/02/28 金虎贺岁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2/07

豫作登字-2022-F-00000100 2022/02/28 萌虎添亿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101 2022/02/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23（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1/10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102 2022/02/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24（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1/10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103 2022/02/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25（共

30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1/10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104 2022/02/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26（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1/10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105 2022/02/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27（共

28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1/10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06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07（共

971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10 2019/12/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07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08（共

436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02/10 2020/02/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08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09（共1124

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09/10 2021/09/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09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0（共

482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06/10 2019/06/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10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1（共

499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09/10 2019/09/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11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4（共

512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09/10 2018/09/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12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5（共

60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02/10 2018/02/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13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6（共

139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06/10 2018/06/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14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7（共

144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12/10 2017/12/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15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8（共

299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09/10 2017/09/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16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9（共

165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02/10 2017/02/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17 2022/02/28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20（共1631

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10/30 2021/10/30

豫作登字-2022-F-00000118 2022/02/28 HELLO.DUCK 美术
河南哈喽鸭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
2021/05/20 2021/06/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19 2022/02/28 杨掌柜IP系列形象 美术 孟州市掌柜食品有限公司 2021/07/3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20 2022/02/28 楚茶公主：芈香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
2022/01/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21 2022/02/28 戏萌萌·小狮子 美术
郑州壹卡通动漫科技有限公

司
2021/12/23

豫作登字-2022-F-00000122 2022/02/28 轩辕小将扁平化形象 美术 郑州树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2/01/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123 2022/02/28 绝贤 美术
郑州市绝贤乐器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2022/02/02

豫作登字-2022-F-00000124 2022/02/28 《光明卫士》动画片 系列美术作品 美术 河南红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0/11/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125 2022/02/28 《甲骨文释义》第一辑 文字 张洪 2021/10/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26 2022/02/28 少华山演义 文字 姚广村 2021/12/3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27 2022/02/28 小说《揪揪哥》 文字 彭建峰 2022/02/23

豫作登字-2022-A-00000128 2022/02/28 微电影《妈妈的宝盒》剧本 文字 付丙涛 2021/11/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29 2022/02/28 电影《凶途》剧本 文字 付丙涛 2021/12/3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30 2022/02/28 2022版《中考仿真卷·历史》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1/12/09

豫作登字-2022-A-00000131 2022/02/28 2022版《中考原创仿真卷·化学》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1/12/09



豫作登字-2022-A-00000132 2022/02/28 2022版《中考仿真卷·英语》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1/12/09

豫作登字-2022-A-00000133 2022/02/28 2022版《中考仿真卷·语文》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1/12/09

豫作登字-2022-A-00000134 2022/02/28 2022版《中考仿真卷·数学》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1/12/09

豫作登字-2022-A-00000135 2022/02/28
2022版《河南中考仿真卷·道德与法治

》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1/12/09

豫作登字-2022-A-00000136 2022/02/28 2022版《中考原创仿真卷·物理》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1/12/09

豫作登字-2022-C-00000137 2022/02/28 《打赌》 戏剧 蒿红贺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38 2022/02/28 《十八挑》 美术 叶灵修 2021/09/27

豫作登字-2022-L-00000139 2022/02/28
龙承颐脉外敷调理技术规范之“脾胃调

理”
其他作品 李税 2021/10/12

豫作登字-2022-L-00000140 2022/02/28
龙承颐脉外敷调理技术规范之“肝胆调

理”
其他作品 李税 2021/10/12

豫作登字-2022-L-00000141 2022/02/28 普拉提教练培训教材 其他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2/02/15

豫作登字-2022-I-00000142 2022/02/28 普拉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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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5



豫作登字-2022-I-00000143 2022/02/28 弹力带主题课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I-00000144 2022/02/28 普拉提圈主题课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I-00000145 2022/02/28 泡沫轴主题课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I-00000146 2022/02/28 普拉提瑜伽小球主题课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I-00000147 2022/02/28 黄河之缘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嘿嚒嘿嚒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2021/07/21

豫作登字-2022-I-00000148 2022/02/28 千股一线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嘿嚒嘿嚒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2021/08/31

豫作登字-2022-M-00000149 2022/02/28
天一银行从业-银行业法律法规与综合能

力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6/30 2021/06/30

豫作登字-2022-M-00000150 2022/02/28 天一银行从业-个人理财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6/30 2021/06/30

豫作登字-2022-M-00000151 2022/02/28 天一银行从业-银行管理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2-M-00000152 2022/02/28 天一银行从业-公司信贷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2-M-00000153 2022/02/28 天一银行从业-个人贷款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7/20 2021/07/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154 2022/02/28
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创新教程

《公路工程管理与实务》
文字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8/01 2021/08/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55 2022/02/28
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创新教程

《机电工程管理与实务》
文字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8/01 2021/08/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56 2022/02/28
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创新教程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文字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8/01 2021/08/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57 2022/02/28
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创新教程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文字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8/01 2021/08/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58 2022/02/28
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创新教程

《建设工程管理与实务》
文字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8/01 2021/08/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59 2022/02/28
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创新教程

《市政公用工程管理与实务》
文字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8/01 2021/08/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60 2022/02/28
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创新教程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与实务》
文字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8/01 2021/08/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61 2022/02/28 《芙蓉行》 文字 杨岩 2021/05/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162 2022/02/28 《玄黑》梗概 文字 杨岩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163 2022/02/28 《曙光里》梗概 文字 杨岩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164 2022/02/28
《汉魏文化旅游城概念性策划方案》、
《唐宋文化旅游城概念性策划方案》

文字 杨岩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165 2022/02/28 口罩歌 文字 朱华东 2021/01/25

豫作登字-2022-A-00000166 2022/02/28 喜刷刷 文字 朱华东 2018/04/23

豫作登字-2022-A-00000167 2022/02/28 电影剧本《太极祖师之乱世鸳鸯》 文字 魏蕴晓 2017/07/09

豫作登字-2022-A-00000168 2022/02/28 中医五和院 文字 周正义 2020/06/19

豫作登字-2022-K-00000169 2022/02/28 企业战略突围：规模化增长九步方略 地图、示意图 单义涛 2022/02/05 2022/02/05

豫作登字-2022-A-00000170 2022/02/28 《易》：一《连山》二《归藏》 文字 杜海全 2014/07/05 2014/07/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171 2022/02/28 国际牡丹产业博览会会徽 美术 洛阳花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4/12/23 2015/03/07

豫作登字-2022-F-00000172 2022/02/28 2022牡丹纪念胸针 美术 洛阳花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1/12/20 2022/01/12

豫作登字-2022-F-00000173 2022/02/28 2022牡丹吉祥物 美术 洛阳花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1/12/21 2022/01/12

豫作登字-2022-F-00000174 2022/02/28 漯 美术
河南海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2021/12/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175 2022/02/28 品味漯河 美术
河南海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2021/05/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176 2022/02/28 森金方 美术 李永杰 2022/01/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177 2022/02/28 xiangruizhixing 美术 张汉磊 2022/01/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178 2022/02/28 牙乐福 美术 王俊强 2013/06/05 2013/06/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179 2022/02/28 文艺开封 美术 王乙惠 2021/11/29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0 2022/02/28 富贵开封 美术 王乙惠 2021/11/29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1 2022/02/28 海苔味花生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2 2022/02/28 芝麻味花生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3 2022/02/28 红枣味花生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4 2022/02/28 原味花生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0/29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5 2022/02/28 汴梁八大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6 2022/02/28 原味菊花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7 2022/02/28 原味鲜花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8 2022/02/28 紫薯味鲜花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89 2022/02/28 抹茶味鲜花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90 2022/02/28 榛果味鲜花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91 2022/02/28 芝士味菊花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92 2022/02/28 抹茶味菊花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93 2022/02/28 蛋黄味菊花酥 美术 王乙惠 2021/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