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著作权登记公告（2022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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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00324 2022/04/15 《敦煌遗恨》（电影文学剧本） 文字 王晓晶、王萌、王忠民 2022/04/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325 2022/04/22 四季恐龙立体帆布包 美术 河南自然博物馆 2022/02/17

豫作登字-2022-A-00000326 2022/04/22 中国最危险村庄的豆腐情缘 文字 申庆伟 2015/12/20 2015/12/2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27 2022/04/22
三种暖胃热心的家常饭，在老家吃才

有味儿
文字 申庆伟 2015/12/20 2016/01/27

豫作登字-2022-A-00000328 2022/04/27 网剧《换你来试试 》10集分集剧本 文字 刘宏伟，刘宏辉 2020/08/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29 2022/04/27 《神来助梦》 文字 高敏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0 2022/04/27 卜算子·期惑 文字 侯利锋 2022/03/03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1 2022/04/27 商甲尚品酒柜 文字 周长勋 2019/04/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2 2022/04/27 九號演习 文字 张楚山 2022/04/17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3 2022/04/27
直角坐标系（Rectangular 

Coordinates）
文字 张楚山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4 2022/04/27 《重回嵩县城》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5 2022/04/27 《破五出行记》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6 2022/04/27 小说《揪住》第二部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7 2022/04/27 《彭建峰诗词选》第一卷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8 2022/04/27 《春日赏花碧沙岗》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39 2022/04/27 《美女同事志·姝雅》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0 2022/04/27
桐柏“盘古祖山”华夏医道寻根中医

基地策划文案
文字 陈宏一 2022/04/15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1 2022/04/27 桐柏艾世界性五大优势 文字 陈宏一 2022/04/15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2 2022/04/27
中医“神”论——中医文化揭示精气

神之“神”
文字 陈宏一 2022/04/15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3 2022/04/27 犹龙太极·脊柱训练 文字 陈宏一 2022/04/15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4 2022/04/27
盘古灸道·脊柱还原疗法“五法三通
”实操流程暨张三丰“熟艾绝技”历

史传说
文字 陈宏一 2022/04/15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5 2022/04/27 《志愿公民》（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01/01/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6 2022/04/27 《少年行》（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01/01/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7 2022/04/27 《不坠青云志》（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01/01/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8 2022/04/27 《男儿当自强》（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01/01/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49 2022/04/27 《赫赫无名》（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01/01/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0 2022/04/27 《纪念日》（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20/10/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1 2022/04/27 《战疫情》（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20/07/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2 2022/04/27 《汤青天》（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10/01/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3 2022/04/27 《二七塔》（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10/01/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4 2022/04/27 《泽慧中华》（电影和电视剧本） 文字 赵明河 2010/01/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5 2022/04/27 《想念》 文字 冯瑛剑 2021/08/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6 2022/04/27 《谁家的孩子》 文字 冯瑛剑 2021/09/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7 2022/04/27 《我是人民的子弟》 文字 冯瑛剑 2021/11/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8 2022/04/27 《桃花笑看梨花泪》 文字 冯瑛剑 2021/12/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359 2022/04/27 《史册开篇》 文字 冯瑛剑 2022/01/19

豫作登字-2022-A-00000360 2022/04/27 《禹定九州》 文字 冯瑛剑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361 2022/04/27 《映山红开放》 文字 冯瑛剑 2022/02/27

豫作登字-2022-A-00000362 2022/04/27 《留给人间一片春》 文字 冯瑛剑 2022/03/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363 2022/04/27 《医圣之光》 文字 冯瑛剑 2022/03/2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64 2022/04/27 玖龙 美术 曹晓锋 2020/10/23 2021/09/0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65 2022/04/27 游龙 美术 曹晓锋 2020/10/23 2021/09/0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66 2022/04/27 斑龙 美术 曹晓锋 2020/10/23 2021/09/0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67 2022/04/27 雲龙 美术 曹晓锋 2020/10/23 2021/09/0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68 2022/04/27 马术袜子设计图 美术 高永杰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369 2022/04/27 小满牧场 美术 常燕 2022/03/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0 2022/04/27 双喜LOGO 美术 袁礼 2022/03/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1 2022/04/27 扎基拉姆画像图腾 美术 雷鸣 2022/02/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2 2022/04/27 “闪闪”系列插画 美术 葛星 2021/11/02 2021/11/02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3 2022/04/27 彭店曹庄李氏正骨 美术 李会岭 2021/1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4 2022/04/27 享受 美术 郑州怡然享悦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2022/03/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5 2022/04/27 卓恩 美术 河南卓恩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022/03/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6 2022/04/27 裕华建设 美术 河南裕华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22/04/0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7 2022/04/27 沃克黑牛 美术 河南沃之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03/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8 2022/04/28 云朵工厂厂造系列logo设计图 美术 郑州云朵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2022/03/22

豫作登字-2022-F-00000379 2022/04/28 小小宇航员 美术 郑州黑白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2/02/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0 2022/04/28 EAST WIND DF 美术 郑州东风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2022/02/13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1 2022/04/28 课前预习单 美术 郑州市商创图书有限公司 2021/03/05 2021/03/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2 2022/04/28 “黄帝天团”微信表情包 美术 郑州中原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2/03/10 2022/03/11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3 2022/04/28 “黄帝天团”IP形象 美术 郑州中原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11/18 2022/03/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4 2022/04/28 顶端云仓文字及图案 美术 河南省水波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9/02/25 2019/03/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5 2022/04/28 棉语者文字及图案 美术 河南省水波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1/03/15 2021/03/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6 2022/04/28 博澜坊LOGO 美术 郑州市芳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2008/04/28 2008/04/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7 2022/04/28 签吻芳颜LOGO 美术 郑州市芳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2008/04/28 2008/04/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8 2022/04/28 蓝恐龙 美术 郑州童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2/04/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389 2022/04/28 朋克机甲 美术 郑州童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2/02/2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0 2022/04/28 中科能睿 美术 河南能睿科技有限公司 2022/02/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1 2022/04/28 固件分析 美术 河南能睿科技有限公司 2021/12/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2 2022/04/28 曹操IP形象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2/03/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3 2022/04/28 曹操IP形象动作延展图库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2/04/08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4 2022/04/28 曹操IP形象系列表情包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2/03/30 2022/04/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5 2022/04/28 《抽象人物系列》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1/12/30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6 2022/04/28 《招财纳福》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01 2022/03/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7 2022/04/28 《相依》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2/27 2022/03/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8 2022/04/28 《春日懒猫》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02 2022/03/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399 2022/04/28 《少女心动》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07 2022/03/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0 2022/04/28 《风铃草响》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10 2022/03/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1 2022/04/28 《捧在手心》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10 2022/03/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2 2022/04/28 《猫咪心事》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06 2022/03/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3 2022/04/28 《浮生如梦》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13 2022/03/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4 2022/04/28 《渐入佳境》 美术 郑州佑伊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13 2022/03/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5 2022/04/28 《爱你时》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2/26 2022/03/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6 2022/04/28 《春日油菜花》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14 2022/03/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7 2022/04/28 《炽爱郁金香》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4/06 2022/04/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8 2022/04/28 《时光与猫》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4/01 2022/04/1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09 2022/04/28 《邂逅紫述香》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4/09 2022/04/1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0 2022/04/28 《陌上花开》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4/09 2022/04/1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1 2022/04/28 《春日来信》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3/30 2022/04/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2 2022/04/28 《小确幸》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4/05 2022/04/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3 2022/04/28 《桃子的周末》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4/08 2022/04/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4 2022/04/28 《桃簪盘丝》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4/14 2022/04/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5 2022/04/28 百变小人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02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6 2022/04/28 遨游太空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7 2022/04/28 亲子陪伴鸭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1/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8 2022/04/28 奇妙圣诞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1/12/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19 2022/04/28 香肠搞怪家族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2/02/19 2022/03/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20 2022/04/28 猫咪家族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2/03/05 2022/03/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421 2022/04/28 情侣猫咪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2/03/12 2022/03/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422 2022/04/28 郁金香童话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2/03/19 2022/03/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23 2022/04/28 《纯净郁金香》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2/03/20 2022/03/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24 2022/04/28 正能量鸭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2/03/26 2022/03/27

豫作登字-2022-F-00000425 2022/04/28 偷油吃的小老鼠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19/03/01 2019/03/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426 2022/04/28 神奇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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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27 2022/04/28 甜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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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28 2022/04/28 神奇的珍珠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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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29 2022/04/28 神奇的小刷子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1/04/01 2021/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430 2022/04/28 水果-发散思维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1/04/01 2021/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431 2022/04/28 头发吹呀吹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1/05/01 2021/05/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432 2022/04/28 时光放映机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1/07/01 2021/07/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433 2022/04/28 手指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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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34 2022/04/28 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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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35 2022/04/28 守护之鱼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36 2022/04/28 洛水之鱼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37 2022/04/28 自由之鱼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38 2022/04/28 天地之龟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39 2022/04/28 金玉之神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0 2022/04/28 山海神鸟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1 2022/04/28 这里是开封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2 2022/04/28 菊花之城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3 2022/04/28 姻缘女神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4 2022/04/28 黄河之花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03/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5 2022/04/28 腕龙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6 2022/04/28 兔子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7 2022/04/28 山羊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8 2022/04/28 奶牛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49 2022/04/28 老虎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50 2022/04/28 小恐龙-01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51 2022/04/28 小恐龙-02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52 2022/04/28 三角龙-02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53 2022/04/28 桫椤酋长-01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54 2022/04/28 桫椤酋长-02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M-00000455 2022/04/28 CATIA汽车设计 口述 河南迈罗蒂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2019/03/01

豫作登字-2022-I-00000456 2022/04/28 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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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57 2022/04/28 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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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58 2022/04/28 禹-疏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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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59 2022/04/28 禹-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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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60 2022/04/28 禹-禹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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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000461 2022/04/28 康合膳元logo标识 美术 吕慧琴 2022/04/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462 2022/04/28 慢厨快造logo系列标识 美术 谢旭东 2019/12/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63 2022/04/28 沃柑沙龙会logo标识 美术 邢文韬 2022/04/12

豫作登字-2022-A-00000464 2022/04/28 《思君》 文字 冯瑛剑 2021/12/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465 2022/04/28 MINGBO鸣勃 美术 韩星辉 2022/01/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466 2022/04/28 片片小金豆门头 美术 李云涛 2021/05/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67 2022/04/28 皇掌柜 美术 黄杰 2016/09/09 2016/1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468 2022/04/28 恒通标志 美术 南阳市恒通医药有限公 2021/02/15 2021/02/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469 2022/04/28 《春分奇遇记节目LOGO》 美术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2/03/17 2022/03/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470 2022/04/28 《谷雨奇遇记节目LOGO》 美术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2/04/17 2022/04/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471 2022/04/28 《谷雨奇遇记节目LOGO宣传海报》 美术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2/04/17 2022/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