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著作权登记公告（2022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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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73 2022/06/16 《“木偶献艺”的设计方案》 文字 王永寿 2021/09/02 2021/09/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574 2022/06/16 《“木偶驮人”的设计方案》 文字 王永寿 2021/09/01 2021/09/14

豫作登字-2022-A-00000575 2022/06/16 问玉米花 文字 张楚山 2022/04/23

豫作登字-2022-A-00000576 2022/06/16 THURS 宙斯 文字 张楚山 2022/04/28

豫作登字-2022-A-00000577 2022/06/16 苏格世界 文字 张楚山 2022/05/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578 2022/06/16 杏红色的句号 文字 张楚山 2022/05/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579 2022/06/16 晨光·活力养老 文字 陈宏一 2021/02/21

豫作登字-2022-L-00000580 2022/06/16
视力防控“脊柱全息疗法”三大基石原理构

架图
其他作品 陈宏一 2021/02/21

豫作登字-2022-A-00000581 2022/06/16
“盘古精神”构筑中国“医道寻根、健康祖

山”事业布局示意图
文字 陈宏一 2022/06/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582 2022/06/16
什么是道医——从本能全息和上古医道角度

概论“道医”真相
文字 陈宏一 2022/06/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583 2022/06/16 大中原“华根”系列项目方案 文字 陈宏一 2022/06/16

豫作登字-2022-A-00000584 2022/06/16 《中华好儿郎》 文字 郭永辉 2020/07/07

豫作登字-2022-A-00000585 2022/06/16 《小城漯河》 文字 郭永辉 2020/07/07

豫作登字-2022-A-00000586 2022/06/16 《阳明先生》 文字 郭永辉 2021/10/01

豫作登字-2022-A-00000587 2022/06/16 《中华·神龙》 文字 郭永辉 2022/02/02

豫作登字-2022-A-00000588 2022/06/16 《神龙国宝》 文字 郭永辉 2022/02/05

豫作登字-2022-A-00000589 2022/06/16 《中国姑娘》 文字 郭永辉 2022/03/03

豫作登字-2022-A-00000590 2022/06/16 《家乡的好姑娘》 文字 郭永辉 2022/03/08

豫作登字-2022-A-00000591 2022/06/16 《孤独的青春》 文字 郭永辉 2022/03/08

豫作登字-2022-A-00000592 2022/06/16 《神勇少年》 文字 郭永辉 2022/04/07



豫作登字-2022-A-00000593 2022/06/16 《你好，泽宇》 文字 郭永辉 2022/04/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594 2022/06/16 《乡愁》 文字 郭永辉 2022/05/02

豫作登字-2022-A-00000595 2022/06/22 《英雄少年》 文字 郭永辉 2022/05/30

豫作登字-2022-A-00000596 2022/06/22 《谁都觉得苦》 文字 刘志国 2022/06/16 2022/06/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597 2022/06/22 米拉和星仔孩童版 美术 杨琼宁 2022/05/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98 2022/06/22 逸瑞酒店logo标识 美术 陈怡霖 2022/05/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599 2022/06/22 三氏江南厨味logo标识 美术 侯召朋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0 2022/06/22 小野（野人）卡通形象设计 美术 吴阳 2022/02/03 2022/02/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1 2022/06/22 “闪闪”系列初稿 美术 葛星 2014/02/15 2014/02/24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2 2022/06/22 “闪闪”系列插画(2) 美术 葛星 2021/12/31 2021/12/3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3 2022/06/22 虎虎虎 美术 郝永杰 2022/01/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4 2022/06/22 老虎出没 美术 郝永杰 2022/01/03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5 2022/06/22 最后一片落叶 美术 郝永杰 2022/01/1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6 2022/06/22 是谁 美术 郝永杰 2022/02/03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7 2022/06/22 去爱和被爱 美术 郝永杰 2022/02/14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8 2022/06/22 烫嘴 美术 郝永杰 2022/02/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609 2022/06/22 风车与报纸 美术 郝永杰 2022/03/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0 2022/06/22 蛇笛 美术 郝永杰 2022/03/13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1 2022/06/22 钻木取火 美术 郝永杰 2022/03/17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2 2022/06/22 唠唠叨叨 美术 郝永杰 2022/04/1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3 2022/06/22 我是一只小小鸟 美术 郝永杰 2022/04/12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4 2022/06/22 霸王龙 美术
河南省济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2022/02/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5 2022/06/22 在线同心圆 美术
河南华途文化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2022/05/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6 2022/06/22 珍宝相待 柔护如初 美术
河南省水波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2021/04/20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7 2022/06/22 KWB斧头砍树新字体 美术
郑州泽正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2021/11/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8 2022/06/22 花花实验室种子系列插画 美术
郑州云朵产品设计有限公

司
2022/03/18 2022/04/23

豫作登字-2022-F-00000619 2022/06/22 花花实验室爆炸花漫画 美术
郑州云朵产品设计有限公

司
2022/03/03 2022/03/1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20 2022/06/22 《星星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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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621 2022/06/22 《摘星之约》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4/19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22 2022/06/22 《星梦》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4/22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23 2022/06/22 《有你真甜》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4/07 2022/04/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24 2022/06/22 《可爱鼠》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5/14 2022/05/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625 2022/06/22 《可爱牛》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5/16 2022/05/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626 2022/06/22 《玫瑰光影》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5/18 2022/05/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627 2022/06/22 《俏皮动物》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5/19 2022/05/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28 2022/06/22 《玫瑰港湾》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5/20 2022/05/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29 2022/06/22 《猫之国》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5/27 2022/05/27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0 2022/06/28 《向阳猫》 美术
河南左边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
2022/06/01 2022/06/02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1 2022/06/28 功夫守护者之功夫男孩系列插画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2022/03/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2 2022/06/28 中国甲骨文趣味系列插图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2022/04/29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3 2022/06/28 中国甲骨文仲夏端午系列插图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2022/06/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4 2022/06/28 少林功夫之馆藏兵器系列插图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2022/06/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5 2022/06/28 功夫之象形拳系列插图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2022/06/22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6 2022/06/28
朝霞原创单色生物插图系列00020（共

233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7 2022/06/28
朝霞原创单色生物插图系列00021（共

233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8 2022/06/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31（共

27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39 2022/06/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32（共

289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40 2022/06/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33（共

26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41 2022/06/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34（共

260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42 2022/06/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35（共

171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43 2022/06/28
朝霞原创单色人物插图系列00036（共

171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44 2022/06/28
朝霞原创单色场景插图系列00018（共

177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45 2022/06/28 朝霞文化青檬宝宝形象系列作品（共5幅） 美术
洛阳朝霞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4/10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G-00000646 2022/06/28 鸟瞰七彩在身边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1/05/10 2022/01/11

豫作登字-2022-G-00000647 2022/06/28 山光水影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1/07/25 2021/07/27



豫作登字-2022-G-00000648 2022/06/28 星河璀璨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1/07/25 2021/07/27

豫作登字-2022-G-00000649 2022/06/28 新年新征程 我们再出发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2/01/01 2022/01/04

豫作登字-2022-G-00000650 2022/06/28 溢彩如意湖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2/02/26 2022/03/02

豫作登字-2022-G-00000651 2022/06/28 梅花香满坡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2/03/25 2022/03/28

豫作登字-2022-G-00000652 2022/06/28 水源地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2/04/23 2022/05/01

豫作登字-2022-G-00000653 2022/06/28 满城月季竞芳菲 香飘五洲绽芳华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2/05/06 2022/05/08

豫作登字-2022-G-00000654 2022/06/28 灯火阑珊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2/05/08 2022/05/10

豫作登字-2022-G-00000655 2022/06/28 淯阳新桥展风姿 摄影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2/06/20 2022/06/21

豫作登字-2022-L-00000656 2022/06/28 接到陌生电话 你该怎么做 其他作品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1/03/18 2021/03/20

豫作登字-2022-A-00000657 2022/06/28 世外“桃花源” 文字
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
2021/07/25 2021/07/27

豫作登字-2022-A-00000658 2022/06/30 《襟怀题》【25首】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659 2022/06/30 《揪住三题》 文字 彭建峰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0 2022/06/30 黄帝部落康养古街策划方案 文字 陈宏一 2022/06/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1 2022/06/30 黄帝土德文化、土德疗法与土德产业 文字 陈宏一 2022/06/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2 2022/06/30 黄帝土疗——为“黄帝土疗文史馆”作序 文字 陈宏一 2022/06/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3 2022/06/30 黄帝药枕——“为黄帝药枕文史馆”作序 文字 陈宏一 2022/06/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4 2022/06/30
黄帝部落（康养古街）暨华夏根文化产业聚

集园规划方案
文字 陈宏一 2022/06/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5 2022/06/30
黄帝药枕、岐伯药枕、岐黄药枕、三山药枕

、龙凤药枕、龙凤丹枕同出一源
文字 陈宏一 2022/06/29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6 2022/06/30 【大宋上河园】暨《大宋入梦令》创意案 文字 董晓敏 2022/05/26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7 2022/06/30
《举头三尺无神明 只一介凡人尔》——《

敬初心不改 敬城南花开》
文字 孙凯 2022/03/18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8 2022/06/30 《金银潭9号楼》 文字
许昌森笛影视文娱传媒有

限公司
2022/01/28

豫作登字-2022-A-00000669 2022/06/30 景区安全问题研究及管理对策 文字 河南省大众旅游有限公司 2021/12/27



豫作登字-2022-A-00000670 2022/06/30 工业旅游背景下的酒旅融合发展研究 文字 河南省大众旅游有限公司 2022/05/07

豫作登字-2022-A-00000671 2022/06/30 工业旅游区发展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文字 河南省大众旅游有限公司 2022/05/07

豫作登字-2022-F-00000672 2022/06/30 《海豚女孩》 美术 刘霞 2020/01/01 2020/05/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73 2022/06/30 《鲸鱼女孩》 美术 刘霞 2020/02/01 2020/06/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74 2022/06/30 KIWI FOX 美术 薛原 2022/02/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75 2022/06/30 象博主 美术 赵传煜 2022/06/03

豫作登字-2022-F-00000676 2022/06/30 “红红”“火火”吉祥物 美术 王柯文、王柯心 2020/01/16 2021/03/26

豫作登字-2022-F-00000677 2022/06/30 雨轩黄河滩羊 美术
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2022/05/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78 2022/06/30 钝钝 美术
河南大学文化产业基地有

限公司
2022/05/19

豫作登字-2022-F-00000679 2022/06/30 《奇思妙想》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1/11/01 2021/11/02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0 2022/06/30 《北冥有鱼》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06 2022/05/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1 2022/06/30 《森林之王》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06 2022/05/06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2 2022/06/30 《小王子》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14 2022/05/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3 2022/06/30 《相濡以沫》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20 2022/05/20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4 2022/06/30 《情侣日常》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21 2022/05/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5 2022/06/30 《花园城堡》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24 2022/05/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6 2022/06/30 《漫画头像》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24 2022/05/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7 2022/06/30 《少女自画像》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24 2022/05/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8 2022/06/30 《情侣自画像》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25 2022/05/25

豫作登字-2022-F-00000689 2022/06/30 《夏日味道》 美术 郑州鹿醒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2/05/31 2022/05/3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90 2022/06/30 迈索尔瑜伽LOGO（四） 美术
河南迈索尔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
2022/05/01

豫作登字-2022-I-00000691 2022/06/30 极速瘦身瑜伽减肥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迈索尔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

2022/04/10



豫作登字-2022-I-00000692 2022/06/30 产后修复瑜伽视频教程之修复骨盆视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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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693 2022/06/30 九地-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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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30

豫作登字-2022-I-00000694 2022/06/30 黄河大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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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30

豫作登字-2022-C-00000695 2022/06/30 《许穆夫人》 戏剧 淇县淇水朝歌豫剧团 2021/03/12 2021/05/06

豫作登字-2022-L-00000696 2022/06/30 篆典 其他作品 聂继东 2021/10/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697 2022/06/30 小虫知识博物馆 美术 杨琼宁 2022/05/30

豫作登字-2022-C-00000698 2022/06/30 情景古乐剧《黄帝内经回响》 戏剧 刘跃军 2017/01/17

豫作登字-2022-B-00000699 2022/06/30 情志音乐疗法《黄帝内经·七情音乐》 音乐 刘跃军 2022/01/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700 2022/06/30 《2022年端午奇妙游节目LOGO宣传海报》 美术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2/05/27 2022/05/27

豫作登字-2022-F-00000701 2022/06/30 《2022年端午奇妙游节目LOGO》 美术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2/05/27 2022/05/27

豫作登字-2022-F-00000702 2022/06/30 河南省印刷博物馆主题logo 美术 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 2022/04/16



豫作登字-2022-F-00000703 2022/06/30 印博印象--年画系列 美术 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 2022/05/01

豫作登字-2022-F-00000704 2022/06/30 运实医药 美术 河南运实医药有限公司 2021/12/18 2021/12/18

豫作登字-2022-F-00000705 2022/06/30 威狮龙漆 美术 崔闯杰 2021/02/02 2021/06/09

豫作登字-2022-F-00000706 2022/06/30 哈雷声光 美术 崔明桂 2019/06/10 2019/06/30

豫作登字-2022-F-00000707 2022/06/30 训达LOGO 美术 河南豫龙油脂有限公司 2018/10/08 2018/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