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著作权登记公告（2022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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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72 2022/05/26 杂技剧本《鸡毛信》 文字
河南省杂技集团有

限公司
2022/04/21

豫作登字-2022-A-00000473 2022/05/26 特医（上医）心理学概论 文字 陈宏一 2022/05/13

豫作登字-2022-A-00000474 2022/05/26 彭建峰诗词五十首【第二卷】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475 2022/05/26 文明史论电视片《道可道》策划总纲 文字 杜建辉 2022/03/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476 2022/05/26 《记住你的美记住你的笑》 文字 刘志国 2022/02/02 2022/02/02

豫作登字-2022-A-00000477 2022/05/26 老房子后面那些梧桐树 文字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1/07/06 2021/07/08

豫作登字-2022-A-00000478 2022/05/26
推动数字经济融入新发展格局——我市制造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情况调查
文字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1/12/03 2021/12/05

豫作登字-2022-A-00000479 2022/05/26
深耕沃野 逐梦前行——我市强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情

况调查
文字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2/01/06 2022/01/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480 2022/05/26 竞相发展争出彩——我市县域经济发展情况探析 文字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2/02/17 2022/02/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481 2022/05/26
描摹乡村振兴最美底色——我市大力推动农村人居住

环境整治工作探析
文字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2/03/17 2022/03/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482 2022/05/26
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全市“一村一品”发展

情况探析
文字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2/05/06 2022/05/08

豫作登字-2022-L-00000483 2022/05/26 颠覆历史观！屈原竟然也吃过“纪念自己”的粽子？ 其他作品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1/06/10 2021/06/13

豫作登字-2022-L-00000484 2022/05/26 “月”有阴晴圆缺，“饼”有甜咸软糯 其他作品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1/09/17 2021/09/20

豫作登字-2022-L-00000485 2022/05/26 拒绝平庸 不破不立！ 其他作品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2/01/11 2022/01/13

豫作登字-2022-L-00000486 2022/05/26 看看“躺平式干部”众生相，可有你熟悉的影子？ 其他作品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2/04/10 2022/04/13

豫作登字-2022-L-00000487 2022/05/26 诈骗离我们很远？这些“坑”就在身边！ 其他作品
南阳日报社（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

2022/04/23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88 2022/05/30 菩清 美术 陈志平 2021/01/05 2021/01/05

豫作登字-2022-F-00000489 2022/05/30 壁虎logo 美术 刘飞 2022/05/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0 2022/05/30 友谊商行 美术 常燕 2022/05/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1 2022/05/30 河南元丰科技网络标志设计 美术 徐丹心 2009/03/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2 2022/05/30 农益通图样 美术 任银领 2016/05/12 2016/05/12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3 2022/05/30 益农社图样 美术 任银领 2016/05/12 2016/05/12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4 2022/05/30 宝宝婴语 美术 郝永杰 2021/03/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5 2022/05/30 阳光的味道 美术 郝永杰 2021/06/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6 2022/05/30 放生一条小鱼 美术 郝永杰 2021/07/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7 2022/05/30 点餐 美术 郝永杰 2021/09/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8 2022/05/30 有风 美术 郝永杰 2021/09/08

豫作登字-2022-F-00000499 2022/05/30 雨中急行 美术 郝永杰 2021/10/04

豫作登字-2022-F-00000500 2022/05/30 大象会飞 美术 郝永杰 2021/1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01 2022/05/30 游戏最重要 美术 郝永杰 2021/12/08

豫作登字-2022-F-00000502 2022/05/30 从冬天开始 美术 郝永杰 2021/12/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503 2022/05/30 摇滚梦 美术 郝永杰 2022/01/04

豫作登字-2022-F-00000504 2022/05/30 业余调酒师 美术 郝永杰 2022/01/22

豫作登字-2022-F-00000505 2022/05/30 斑马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506 2022/05/30 狐狸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507 2022/05/30 三角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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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08 2022/05/30 幸福神女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09 2022/05/30 天地之中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0 2022/05/30 天地之气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1 2022/05/30 天下无疫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2 2022/05/30 御火之神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3 2022/05/30 出彩新中原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4 2022/05/30 山海经中的河南之泰逢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5 2022/05/30 山海经中的河南之武罗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6 2022/05/30 山海经中的河南之瑶姬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7 2022/05/30 山海经中的河南之獜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8 2022/05/30 《星际遨游》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
2022/04/19 2022/04/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19 2022/05/30 《星辰大海》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
2022/04/20 2022/04/22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0 2022/05/30 《水果艺术》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
2022/04/16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1 2022/05/30 《神州之旅》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
2022/04/23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2 2022/05/30 《大祝福》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
2022/04/19 2022/04/2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3 2022/05/30 《猫之国》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
2022/04/22 2022/04/2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4 2022/05/30 《一百种语言说爱你》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
2022/04/26 2022/04/2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5 2022/05/30 《撒拉嘿呦》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
2022/04/27 2022/04/27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6 2022/05/30 《孙悟空大闹天宫》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

有限公司
2019/05/01 2019/05/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7 2022/05/30 《小萝卜的一生》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

有限公司
2019/09/01 2019/09/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8 2022/05/30 《后羿射日》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

有限公司
2019/10/01 2019/10/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29 2022/05/30 《菠萝美发》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

有限公司
2020/06/01 2020/06/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30 2022/05/30 《水母-舞动精灵》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

有限公司
2019/07/01 2019/07/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31 2022/05/30 《夏季甜品套餐》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

有限公司
2020/07/01 2020/07/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32 2022/05/30 《旧时光里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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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33 2022/05/30 《心想柿成》 美术
洛阳麦田美术培训

有限公司
2020/09/01 2020/09/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34 2022/05/30 《长尾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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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35 2022/05/31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29（共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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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36 2022/05/31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30（共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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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37 2022/05/31 朝霞原创单色生物插图系列00019（共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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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38 2022/05/31 朝霞原创单色餐饮美食插图系列00003（共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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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39 2022/05/31 朝霞原创单色标识图标插图系列00002（共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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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00540 2022/05/31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2（共281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2019/02/10 2019/02/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541 2022/05/31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合集00013（共752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2018/12/10 2018/12/10

豫作登字-2022-A-00000542 2022/05/31 朝霞文化原创试题系列00023（共1175题）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2022/01/20 2022/01/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543 2022/05/31 朝霞文化命制试卷合集00014（共2463套）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2022/01/20 2022/01/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544 2022/05/31 朝霞文化命制试卷合集00011（共3394套） 文字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2011/11/10 2021/11/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45 2022/05/31 黄色帽子熊 美术
商丘市依若彤母婴

用品有限公司
2021/10/16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46 2022/05/31 彩色字母熊 美术
商丘市依若彤母婴

用品有限公司
2021/10/16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47 2022/05/31 爱心字母熊 美术
商丘市依若彤母婴

用品有限公司
2021/10/16 2021/10/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48 2022/05/31 珍宝柔IP形象 美术
河南省水波纹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22/05/17 2022/05/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549 2022/05/31 雪纳文字及图案 美术
河南省水波纹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9/09 2020/09/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550 2022/05/31 三中鼎 美术
荥阳市中之源道德
学会，袁宏太，庞

喜军，韦庆华
2021/06/16 2021/06/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51 2022/05/31 春华秋实 美术
郑州春华秋实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2018/01/05 2018/01/06

豫作登字-2022-A-00000552 2022/05/31 《大步向前》安阳市山海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歌词 文字
安阳市山海新材料

有限公司
2020/06/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553 2022/05/31 吃木头的人 文字 张文君 2022/04/05

豫作登字-2022-M-00000554 2022/05/31 中国茶炎黄哲科思维感官模型 口述 迟奥京 2022/03/31

豫作登字-2022-L-00000555 2022/05/31 太极硬笔万能笔画 其他作品 史国安 2021/12/21

豫作登字-2022-L-00000556 2022/05/31 瘦身燃脂维密塑形瑜伽教练培训教材（二） 其他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

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I-00000557 2022/05/31 瘦身燃脂维密塑形瑜伽教练培训视频教程系列（二）
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

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
有限公司

2022/03/15



豫作登字-2022-I-00000558 2022/05/31 有氧Tabata燃脂操视频教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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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59 2022/05/31 产后修复瑜伽视频教程之修复盆底肌视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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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60 2022/05/31 产后修复瑜伽视频教程之修复腹直肌视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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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000561 2022/05/31 《发明家创想乐园奇遇记》之飞行器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
2021/07/21

豫作登字-2022-F-00000562 2022/05/31 《发明家创想乐园奇遇记》之百宝箱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
2021/09/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63 2022/05/31 《发明家创想乐园奇遇记》之机器人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
2021/10/25

豫作登字-2022-A-00000564 2022/05/31 电影《飘零的野樱花》 文字 丁留强 2022/03/08

豫作登字-2022-B-00000565 2022/05/31 歌曲《飘零的野樱花》 音乐 丁留强 2022/03/08

豫作登字-2022-B-00000566 2022/05/31 歌曲《野樱花》 音乐 丁留强，白淑贤 2022/03/08

豫作登字-2022-F-00000567 2022/05/31 连山药业 美术 王克磊 2022/03/28

豫作登字-2022-F-00000568 2022/05/31 吉布索益生元 美术 秦朝辉 2020/01/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569 2022/05/31 远景五金水槽包装箱 美术
禹州市远景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
2022/01/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570 2022/05/31 《心路》 美术
镇平县玉神工艺品

有限公司
2008/04/07 2009/10/2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71 2022/05/31 《立夏奇遇记节目LOGO》 美术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2/04/29 2022/05/02

豫作登字-2022-F-00000572 2022/05/31 《立夏奇遇记节目LOGO宣传海报》 美术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2/04/29 2022/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