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著作权登记公告（2021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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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I-00000709 2021/07/19

《唐印》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1/06/11

2021/06/12

豫作登字-2021-I-00000710 2021/07/19

《丽人行》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1/06/11

2021/06/12

豫作登字-2021-I-00000711 2021/07/19

《龙舟祭》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1/06/11

2021/06/12

豫作登字-2021-I-00000712 2021/07/19

《医圣传人》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1/06/11

2021/06/12

豫作登字-2021-I-00000713 2021/07/19

《粽横一面》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1/06/11

2021/06/12

豫作登字-2021-I-00000714 2021/07/19

《洛神水赋》（又名：《祈》）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1/06/11

2021/06/12

豫作登字-2021-I-00000715 2021/07/19

《端午奇妙游—<唐宫夜宴>前传》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河南广播电视台

2021/06/11

2021/06/12

豫作登字-2021-A-00000716 2021/07/19

关于构建企业标准体系的内在驱力

文字

王峥记

2021/07/13

豫作登字-2021-A-00000717 2021/07/19

关于企业核心标准的论述

文字

王峥记

2021/07/13

豫作登字-2021-A-00000718 2021/07/19

标准的五层次认知

文字

王峥记

2021/07/13

豫作登字-2021-A-00000719 2021/07/28

电影剧本《阔海精灵》梗概

文字

翟智高

2021/04/26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0 2021/07/28

电影剧本《蓦然火》梗概

文字

翟智高

2021/04/29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1 2021/07/28

《风起强汉》

文字

冯瑛剑

2021/02/18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2 2021/07/28

《三国纷争》

文字

冯瑛剑

2021/02/19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3 2021/07/28

《魏晋风度》

文字

冯瑛剑

2021/02/20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4 2021/07/28

《月牙泉边》

文字

冯瑛剑

2021/02/21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5 2021/07/28

《佛的微笑》

文字

冯瑛剑

2021/02/22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6 2021/07/28

《天下一试》

文字

冯瑛剑

2021/02/23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7 2021/07/28

《盛世大唐》

文字

冯瑛剑

2021/02/24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8 2021/07/28

《谁能重整山河》

文字

冯瑛剑

2021/02/25

豫作登字-2021-A-00000729 2021/07/28

《东京梦华西湖暖》

文字

冯瑛剑

2021/02/26

豫作登字-2021-A-00000730 2021/07/28

《枝桠点缀万般翠》

文字

冯瑛剑

2021/02/27

豫作登字-2021-A-00000731 2021/07/28

《天之大地之阔》

文字

冯瑛剑

2021/02/28

豫作登字-2021-A-00000732 2021/07/28

《天罡正气》

文字

冯瑛剑

2021/03/01

豫作登字-2021-A-00000733 2021/07/28

《一把锁》

文字

冯瑛剑

2021/03/02

豫作登字-2021-F-00000734 2021/07/28

宝贝别哭

美术

郝永杰

2020/02/13

豫作登字-2021-F-00000735 2021/07/28

欢迎回家

美术

郝永杰

2020/02/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736 2021/07/28

鸡蛋的紧急救援

美术

郝永杰

2020/11/13

豫作登字-2021-F-00000737 2021/07/28

宝宝婴语

美术

郝永杰

2021/03/13

豫作登字-2021-F-00000738 2021/07/28

拳击冠军

美术

郝永杰

2021/03/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739 2021/07/28

分享音乐

美术

郝永杰

2021/03/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0 2021/07/28

精致狗狗

美术

郝永杰

2021/04/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1 2021/07/28

科学家

美术

郝永杰

2021/04/11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2 2021/07/28

午夜的惊喜

美术

郝永杰

2021/04/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3 2021/07/28

泥坑

美术

郝永杰

2021/04/21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4 2021/07/28

戏曲人宋岩肖像

美术

宋岩

2021/06/26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5 2021/07/28

威尼堡及图标

美术

张松

2021/02/27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6 2021/07/28

福活兔小恐龙

美术

任献丰

2021/04/08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7 2021/07/28

小神马LOGO

美术

贾品玉

2021/07/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8 2021/07/28

蒲公英草

美术

林彦中

2015/10/08

豫作登字-2021-F-00000749 2021/07/28

洁舒客

美术

李培基

2020/07/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0 2021/07/28

萌物部落之呦呼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8/12/31

2020/08/1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1 2021/07/28

萌物部落之球球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8/12/31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2 2021/07/28

萌物部落之帕米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8/12/31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3 2021/07/28

飞车嘉年华之丽华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4 2021/07/28

飞车嘉年华之飞飞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5 2021/07/28

飞车嘉年华之安安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12/20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6 2021/07/28

四季花仙之夏清荷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7 2021/07/28

四季花仙之洛晓丹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8 2021/07/28

四季花仙之令雪梅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59 2021/07/28

四季花仙之金乐英

美术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0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0 2021/07/28

造小龙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1 2021/07/28

造小灵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2 2021/07/28

造小喜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3 2021/07/28

造小欢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4 2021/07/28

鸳鸯卧莲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5 2021/07/28

连弧四叶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6 2021/07/28

中华源黄河魂之大禹治水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7 2021/07/28

中华源黄河魂之武则天嵩山封禅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8 2021/07/28

中华源黄河魂之楚河汉界

美术

河南器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06/2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69 2021/07/28

“亚长牛尊”产品模具设计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1/05/31

2021/06/1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0 2021/07/28

奥帕拉拉冰淇淋造型设计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1/06/20

2021/06/29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1 2021/07/28

雪猫冰淇淋造型设计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1/06/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2 2021/07/28

“古都洛阳”产品模具七视图

美术

河南华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1/06/23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3 2021/07/28

王屋山甜橙屋

美术

济源市王屋山黑加伦饮料有限公司

2021/06/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4 2021/07/28

王屋山冰爆爽

美术

济源市王屋山黑加伦饮料有限公司

2021/06/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5 2021/07/28

王屋山小香槟（红标）

美术

济源市王屋山黑加伦饮料有限公司

2021/06/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6 2021/07/28

王屋山小香槟（绿标）

美术

济源市王屋山黑加伦饮料有限公司

2021/06/16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7 2021/07/28

覆斗书场设计图

美术

河南建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03/12

2021/06/0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8 2021/07/28

情景空间设计图

美术

河南建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03/12

2021/06/0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79 2021/07/28

戏剧幻城衍生主视觉图

美术

河南建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03/12

2021/06/0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0 2021/07/28

花漾旗袍IP形象

美术

河南建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03/06

2021/04/05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1 2021/07/28

KAZI KAZI 小米锅巴系列包装设计

美术

孟州市掌柜食品有限公司

2021/03/08

2021/03/12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2 2021/07/29

贾院红

美术

洛阳霜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1/06/28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3 2021/07/29

英才专升本

美术

河南纬瑞英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0/12/19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4 2021/07/29

瑞丰会计logo

美术

焦作市瑞丰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2021/03/05

2020/03/18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5 2021/07/29

拾柒幸福里

美术

河南拾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0/10/01

2020/10/10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6 2021/07/29

诗外桃源LOGO

美术

固始县诗外桃源餐饮有限公司

2020/07/14

2020/07/14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7 2021/07/29

中原有一宝 银花赛虫草

美术

郑州岐原金银花种植发展有限公司

2021/05/27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8 2021/07/29

中佳牧康（壹）

美术

河南中佳牧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08/11

豫作登字-2021-F-00000789 2021/07/29

河南梵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标志图案

美术

河南梵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07/26

豫作登字-2021-F-00000790 2021/07/29

亚卡夏

美术

郑州亚卡夏商贸有限公司

2020/08/13

豫作登字-2021-F-00000791 2021/07/29

7colour seve 七采

美术

郑州立芙贸易有限公司

2017/03/10

豫作登字-2021-F-00000792 2021/07/29

迈索尔瑜伽LOGO（二）

美术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7/10

豫作登字-2021-L-00000793 2021/07/29

轮瑜伽教练培训教材

其他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1-L-00000794 2021/07/29

瑜伽理疗教练培训教材（三）

其他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4/20

2019/09/03

2020/09/28

豫作登字-2021-L-00000795 2021/07/29

高温瑜伽教练培训教材

其他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1-I-00000796 2021/07/29

产后修复之腹直肌修复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1-I-00000797 2021/07/29

经期瑜伽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1-I-00000798 2021/07/29

高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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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1-I-00000799 2021/07/29

舞韵瑜伽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1-I-00000800 2021/07/29

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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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1-I-00000801 2021/07/29 瑜伽理疗教练培训视频教程系列（三）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1-I-00000802 2021/07/29

零基础学瑜伽视频教程系列

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作品

驻马店迈索尔瑜伽有限公司

2021/04/20

豫作登字-2021-A-00000803 2021/07/29

关于在绿地和森林中建设老年公寓的建
议

文字

白占卿，张志伟，白山，白燕，杨京
广，周凤宽

2021/06/20

豫作登字-2021-A-00000804 2021/07/29

《广场舞之歌》歌词

文字

孙朝晖

2021/07/03

豫作登字-2021-A-00000805 2021/07/29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电影剧本

文字

徐雪连

2021/07/26

豫作登字-2021-A-00000806 2021/07/29

电影剧本《天地英豪》梗概

文字

翟智高

2021/04/01

豫作登字-2021-A-00000807 2021/07/29

电影剧本《暖风》梗概

文字

翟智高

2021/04/01

豫作登字-2021-A-00000808 2021/07/29

电影剧本《完美旅行》梗概

文字

翟智高

2021/04/09

豫作登字-2021-A-00000809 2021/07/29

电影剧本《雪岭暖阳》梗概

文字

翟智高

2021/04/12

豫作登字-2021-A-00000810 2021/07/29

电影剧本《苍天雄鹰》梗概

文字

翟智高

2021/04/16

豫作登字-2021-A-00000811 2021/07/29

电影剧本《光芒灵魂》梗概

文字

翟智高

2021/04/19

豫作登字-2021-A-00000812 2021/07/29

电影剧本《火云啸鹰》梗概

文字

翟智高

2021/04/22

豫作登字-2021-A-00000813 2021/07/29

张振宇戏曲小品剧本《喷一会儿》

文字

张振宇

2021/07/26

豫作登字-2021-A-00000814 2021/07/29

十五周年感想

文字

孙俊朝

2021/04/3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15 2021/07/29

天竹渔村LOGO

美术

河南添瑞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0/08/01

豫作登字-2021-F-00000816 2021/07/29

天竹渔村—纸包鱼火锅

美术

河南添瑞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1/06/15

2020/08/10

豫作登字-2021-F-00000817 2021/07/29

天竹渔村—纸里沸腾 滑嫩无刺

美术

河南添瑞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1/06/1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18 2021/07/29

天竹渔村—更健康的无刺纸包鱼火锅

美术

河南添瑞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1/06/15

豫作登字-2021-F-00000819 2021/07/29

膨贵妃

美术

张欣泰

2021/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