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著作权登记公告（2022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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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0000194 2022/03/08 《花仙子2遇见妈妈》动漫舞台剧
类似摄制
电影方法
创作作品

河南喜果动漫有限公司 2020/09/20 2020/10/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195 2022/03/08 《花仙子2遇见妈妈》 剧本 文字 河南喜果动漫有限公司 2019/12/15 2020/10/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96 2022/03/08 二蜘蛛动漫形象 美术 河南喜果动漫有限公司 2019/12/26 2020/10/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97 2022/03/08 六蜘蛛动漫形象 美术 河南喜果动漫有限公司 2019/12/30 2020/10/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98 2022/03/08 七蜘蛛动漫形象 美术 河南喜果动漫有限公司 2020/01/05 2020/10/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199 2022/03/08 三蜘蛛动漫形象 美术 河南喜果动漫有限公司 2020/01/13 2020/10/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200 2022/03/08 四蜘蛛动漫形象 美术 河南喜果动漫有限公司 2020/01/17 2020/10/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201 2022/03/08 五蜘蛛动漫形象 美术 河南喜果动漫有限公司 2020/01/26 2020/10/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202 2022/03/16 瓷包银系列作品 美术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2021/06/02 2021/12/0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03 2022/03/31 《再过眉湖》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04 2022/03/31 《春日琐记》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05 2022/03/31 《嵩州伊水吟》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06 2022/03/31 《龙脖彭家赋记》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07 2022/03/31 《西关骨科医院纪事》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08 2022/03/31 小说《揪住》第一部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09 2022/03/31 《曾经来过的地方》 文字 冯瑛剑 2022/01/03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0 2022/03/31 《领航人》 文字 冯瑛剑 2022/01/05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1 2022/03/31 《归来吧游子》 文字 冯瑛剑 2022/01/09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2 2022/03/31 《大商无域》 文字 冯瑛剑 2022/01/09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3 2022/03/31 《花洲月明》 文字 冯瑛剑 2022/01/12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4 2022/03/31 《黄河长》 文字 冯瑛剑 2022/01/14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5 2022/03/31 《龙影随风》 文字 冯瑛剑 2022/01/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6 2022/03/31 《凌霄花儿静悄悄》 文字 冯瑛剑 2022/02/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7 2022/03/31 《千子如一》 文字 冯瑛剑 2022/02/23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8 2022/03/31 《别问我的名字》 文字 冯瑛剑 2022/02/25

豫作登字-2022-A-00000219 2022/03/31 《琼瑶远方》 文字 冯瑛剑 2022/03/02

豫作登字-2022-A-00000220 2022/03/31 《山歌盈动鹳河水》 文字 冯瑛剑 2022/03/04

豫作登字-2022-A-00000221 2022/03/31 《南都星空》 文字 冯瑛剑 2022/03/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222 2022/03/31 《离家的脚步》 文字 冯瑛剑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23 2022/03/31 《想念不如见面》 文字 冯瑛剑 2022/03/27

豫作登字-2022-A-00000224 2022/03/31 《火星菜》 文字 刘志国 2020/08/08 2020/08/0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25 2022/03/31 《红烧大排骨》 文字 刘志国 2021/02/02 2021/02/02

豫作登字-2022-A-00000226 2022/03/31 《含着泪不想哭》 文字 刘志国 2021/06/06 2021/06/06

豫作登字-2022-A-00000227 2022/03/31 《左手一个冰淇淋》 文字 刘志国 2022/03/02 2022/03/23

豫作登字-2022-C-00000228 2022/03/31 文明探源歌舞剧《孙叔敖》 戏剧 杜建辉 2019/09/30

豫作登字-2022-C-00000229 2022/03/31 思想形象歌舞剧《墨子》 戏剧 杜建辉 2020/09/30

豫作登字-2022-C-00000230 2022/03/31 李孝背母 戏剧 薛子云 2021/11/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231 2022/03/31 纪录片《金融与国家（暂定名）》梗概与大纲 文字 李凡 2022/03/04 2022/03/0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32 2022/03/31 《甲骨文释义》第二辑 文字 张洪 2021/11/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233 2022/03/31 《凤凰簪传奇》 文字 周振远，王育潮 2022/02/12

豫作登字-2022-A-00000234 2022/03/31 《中华传统文化故事之成语故事》 文字 王富超，秦川，来咪咪 2022/01/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235 2022/03/31 2022版《河南中考全能模考·历史》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09/28 2021/12/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236 2022/03/31 2022版《中考全能模考·道德与法治》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09/28 2021/12/24

豫作登字-2022-A-00000237 2022/03/31 2022版《中考全能模考·化学》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0/10 2021/12/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238 2022/03/31 2022版《中考全能模考·英语》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0/10 2021/12/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239 2022/03/31 2022版《中考全能模考·生物学》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0/10 2022/01/12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0 2022/03/31 2022版《中考全能模考·数学》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0/18 2021/12/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1 2022/03/31 2022版《中考全能模考·物理》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0/18 2021/12/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2 2022/03/31 2022版《中考全能模考·语文》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0/20 2022/01/14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3 2022/03/31 2022版《中考全能模考·地理》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2/02/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4 2022/03/31 2022版《中考仿真卷·地理》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2/01/24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5 2022/03/31 2022版《中考仿真卷·生物》 文字 河南鼎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2/01/24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6 2022/03/31 朝霞文化命制试卷合集00012（共338套）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30 2020/11/30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7 2022/03/31 朝霞文化命制试卷合集00013（共501套）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11/30 2021/11/30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8 2022/03/31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21（共447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30 2020/11/30

豫作登字-2022-A-00000249 2022/03/31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22（共616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11/30 2021/11/3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0 2022/03/31
朝霞原创单色生活百科插图系列00005（共107

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2/10 2022/0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1 2022/03/31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28（共30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2/10 2022/0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2 2022/03/31 朝霞原创单色场景插图系列00017（共272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2/10 2022/0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3 2022/03/31 朝霞原创单色生物插图系列00016（共259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2/10 2022/0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4 2022/03/31 朝霞原创单色生物插图系列00017（共259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2/10 2022/0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5 2022/03/31 朝霞原创单色生物插图系列00018（共259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02/10 2022/0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6 2022/03/31 《少年医圣》之张仲景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7 2022/03/31 《少年医圣》之张小妹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8 2022/03/31 《少年医圣》之张伯祖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59 2022/03/31 《少年医圣》之华佗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60 2022/03/31 《少年医圣》之邓钧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61 2022/03/31 茶精灵毛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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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262 2022/03/31 小弋姐姐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
2022/03/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263 2022/03/31 大光哥哥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
2022/03/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264 2022/03/31 鹤立鸡群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0/12/01 2020/1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65 2022/03/31 《龟兔赛跑》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0/12/01 2020/1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66 2022/03/31 暖暖的被窝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1/12/01 2021/1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67 2022/03/31 泡面小食堂—创意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1/10/01 2021/10/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68 2022/03/31 秋天里的舞者—银杏叶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0/10/01 2020/10/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69 2022/03/31 《过冬的猫咪》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0/11/01 2020/1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0 2022/03/31 叽叽喳喳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1/1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1 2022/03/31 山之獜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2 2022/03/31 山之武罗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3 2022/03/31 山之泰逢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4 2022/03/31 山之瑶姬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5 2022/03/31 山之青耕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6 2022/03/31 山之鸰䳩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7 2022/03/31 山之只凃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8 2022/03/31 山之熏池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79 2022/03/31 山之飞鱼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0 2022/03/31 山之三足龟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1 2022/03/31 盛享汇 手工地道肠 包装袋 美术 南阳盛汇食品有限公司 2021/10/10 2021/10/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2 2022/03/31 盛汇享 手工地道肠 包装袋 美术 南阳盛汇食品有限公司 2021/10/10 2021/10/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3 2022/03/31 欢行车服LOGO 美术 洛阳成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1/10/10 2021/10/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4 2022/03/31 小芼驴 美术
河南鑫屹嘉教育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2022/03/22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5 2022/03/31 一条干净的抹布 美术
郑州为每家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3/24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6 2022/03/31 珍宝柔Mama's Pearl贝壳底纹 美术
河南省水波纹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2021/08/01 2021/08/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7 2022/03/31 SWEET 保温杯 美术 河南自然博物馆 2022/01/29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8 2022/03/31 顺鹰LOGO 美术 孙占峰 2022/03/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289 2022/03/31 鹰多多 美术 孙占峰 2022/03/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290 2022/03/31 顺鹰集团 美术 孙占峰 2022/03/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291 2022/03/31 顺鹰物流 美术 孙占峰 2022/03/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292 2022/03/31 顺鹰陶瓷 美术 孙占峰 2022/03/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293 2022/03/31 六半夫 美术 刘飞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294 2022/03/31 “智慧晶石”文化主题雕塑 美术 冯玉雪 2021/12/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295 2022/03/31 汉·富贵吉语拓片 美术 陈捷 2022/03/10

豫作登字-2022-I-00000296 2022/03/31 黄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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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0

豫作登字-2022-I-00000297 2022/03/31 黄河象合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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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30

豫作登字-2022-I-00000298 2022/03/31 舞水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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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豫作登字-2022-I-00000299 2022/03/31 瘦腿美腿器瑜伽视频教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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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300 2022/03/31 瑜伽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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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301 2022/03/31 普拉提瑜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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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302 2022/03/31 孕期和产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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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0

豫作登字-2022-L-00000303 2022/03/31 孕期和产后瑜伽教练培训教材（二） 其他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2/03/10

豫作登字-2022-M-00000304 2022/03/31 中级安全师-安全生产技术基础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1/31 2021/01/31

豫作登字-2022-M-00000305 2022/03/31 中级安全师-化工安全技术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11/30 2021/11/30

豫作登字-2022-M-00000306 2022/03/31 中级安全师-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11/30 2021/11/30

豫作登字-2022-M-00000307 2022/03/31
中级安全师-其他安全（不包括消防安全）技

术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11/30 2021/11/30

豫作登字-2022-M-00000308 2022/03/31 银行从业-风险管理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8/10 2021/08/10

豫作登字-2022-M-00000309 2022/03/31 期货从业-期货基础系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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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310 2022/03/31 期货从业-期货法规系列课程 口述
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
2021/08/25 2021/08/25

豫作登字-2022-M-00000311 2022/03/31 短视频学茶全攻略 口述 迟奥京 2022/01/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312 2022/03/31 豫冠中厨猪臀扒肉肠 美术 南阳豫冠食品有限公司 2021/10/10 2021/10/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13 2022/03/31 郭莱德台湾风味香肠 美术 南阳豫冠食品有限公司 2021/10/10 2021/10/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14 2022/03/31 利英华 美术 河南利英华食品有限公司 2022/01/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315 2022/03/31 时代巷 美术 袁福现 2022/03/01 2022/03/02

豫作登字-2022-F-00000316 2022/03/31 SOYOU 美术 李丹阳 2021/05/05 2021/05/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317 2022/03/31 贵神星体生肖 美术 马英豪 2020/11/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18 2022/03/31 贵神星体字母 美术 马英豪 2020/11/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19 2022/03/31 贵神星体数字 美术 马英豪 2020/11/13

豫作登字-2022-K-00000320 2022/03/31 郑州商业地图（2021-2022）
地图、示

意图
河南包姐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2022/01/14 2022/01/15

豫作登字-2022-A-00000321 2022/03/31 《炎炎之艾》 文字 王刚 2022/02/2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22 2022/03/31 孙木林诗选 文字 孙木林 2022/02/2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23 2022/03/31 苏珊娜的夏天 文字 赵利霞 2013/07/13 2021/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