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编号 申请号 申请日 申请人 培育人 暂定名称 
所属 

种属 
代理机构名称 

首次销售 

时间地点 

1 20210305 2021.05.16 

北京林业大学、鄢陵县林

海绿色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鄢陵县林业局 

李庆卫、张纪堂、王静、王秀

军、张春萍、姬雪芹、陈亚丽、

轩志敏、苏爱平、宋振琪 

晶玉 腊梅     

2 20210518 2021.06.24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王磊、宋微、孟浩南 紫莹 铁线莲属     

3 20210527 2021.06.24 

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

林科学研究所、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

研究所、广州棕科园艺开

发有限公司 

王海华、李纪元、黎艳玲、叶

土生、朱政财、刘信凯、刘伟

鑫、杨振意、钟乃盛、范正琪、

赵强民 

增绿 山茶属     

4 20210538 2021.07.02 

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

林科学研究所、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

研究所、广州棕科园艺开

发有限公司 

朱政财、李纪元、高继银、陈

炽争、王海华、黎艳玲、刘伟

鑫、李文业、刘信凯、范正琪、

钟乃盛 

增彩 山茶属     

5 20210547 2021.07.05 

广州棕科园艺开发有限

公司、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肇

庆棕榈谷花园有限公司 

钟乃盛、李纪元、叶土生、黎

艳玲、刘伟鑫、刘信凯、范正

琪、高继银、黄万坚 

乔之千金 山茶属     

6 20210552 2021.07.05 

广州棕科园艺开发有限

公司、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肇

庆棕榈谷花园有限公司 

赵强民、李纪元、黎艳玲、钟

乃盛、刘伟鑫、陈卓娜、刘信

凯、范正琪、黄万坚、叶土生 

欢乐聚会 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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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0554 2021.07.05 

广州棕科园艺开发有限

公司、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肇

庆棕榈谷花园有限公司 

刘信凯、李纪元、叶琦君、宋

遇文、陈卓娜、钟乃盛、刘伟

鑫、赵强民、范正琪、黄万坚 

帕特之乐 山茶属     

8 20210595 2021.07.09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莱州市宏顺梅花

种植科技有限公司、莱州

市辰泉苗木专业合作社 

孙纪霞、张英杰、朱志奇、任

尚泉、郭文姣、张京伟、刘述

河、刘学庆 

火红天使 蔷薇属     

9 20210602 2021.07.12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莱州市辰泉苗木

专业合作社、莱州市宏顺

梅花种植科技有限公司 

张英杰、任尚泉、郭文姣、张

京伟、刘述河、孙纪霞、朱志

奇、刘学庆 

绯红天使 蔷薇属     

10 20210646 2021.07.14 
山东大丰园农业有限公

司 

周扬颜、钟醒宇、李经纬、尼

秀媚、甄青 
蓝怡 越桔属     

11 20210663 2021.07.14 
山东大丰园农业有限公

司 

王晓菲、李经纬、钟醒宇、王

彦娟、庞薇 
香三公子 越桔属     

12 20210667 2021.07.15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龚仲幸、江胜德、陈溪、张鑫、

方旭初、杨怡钰 
墨美 1号 秋海棠属     

13 20210678 2021.07.17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刘天平、胡明飞、卢燕、张丽

娟 
浅秋 蔷薇属     

14 20210682 2021.07.19 俞红强 俞红强 阿朵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5 20210683 2021.07.19 俞红强 俞红强 红帆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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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210684 2021.07.19 俞红强 俞红强 金玉满堂红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7 20210685 2021.07.19 俞红强 俞红强 随想曲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8 20210686 2021.07.19 俞红强  俞红强 香识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9 20210687 2021.07.19 俞红强 俞红强 香遇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 20210688 2021.07.19 俞红强 俞红强 祥云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1 20210689 2021.07.19 俞红强 俞红强 小铃铛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2 20210696 2021.07.19 
成县大路沟核桃科技示

范园 

郭兴贵、王让军、朱福民、吴

利军、杨永平、胡永辉、王一

峰、刚文辉、王淑芳、张艳霞、

张克生、胡继周、车明轩、张

守珍、陈丹丹 

陇核 6号 核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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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210697 2021.07.19 
成县大路沟核桃科技示

范园 

胡永辉、杨永平、车明轩、张

守珍、王明霞、王一峰、吴利

军、张永辉、唐永东、陈建雄、

杜文涛、李海燕、郭兴贵、胡

继周、张克生、武涛涛 

陇核 7号 核桃属     

24 20210698 2021.07.19 
成县大路沟核桃科技示

范园 

胡继周、胡永辉、王明霞、杨

永平、唐永东、王亚茜、张永

辉、强辉、王淑芳、张慧霞、

王保平、牛军辉、张克生、张

守珍、车明轩、陈丹丹、赵潇 

陇核 8号 核桃属     

25 20210700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铁英、马黎明、邰海欧、郝富

贵、刘晓勤 
粲然 丁香属     

26 20210703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邰海鸥、王娟、刘慧、王红霞、

彭瑞 
紫丽 丁香属     

27 20210704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慧、铁英、张娜、王传喜、

张二龙 
琳琅 丁香属     

28 20210705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黎明、铁英、刘洋、王少华、

王宇星 
紫叮当 丁香属     

29 20210706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 

王娟、刘慧、程宇来、郭亚昆、

李雨卿 
无瑕 丁香属     

30 20210707 2021.07.20 
北京蒙树生态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何英志、马黎明、陈美成、崔

仙、赵志辉 
紫喇叭 丁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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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210708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 

封卫平、李瑞静、王志刚、崔

宇宇、孙艳凤 
紫英 丁香属     

32 20210709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 

李瑞静、王娟、刘洋、杨成林、

刘波 
紫锦 丁香属     

33 20210710 2021.07.20 
北京蒙树生态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赵泉胜、温愿、王水清、赵文

超、曹春光 
紫布丁 丁香属     

34 20210711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洋、赵泉胜、王娟、王彩凤、

张刚毅 
粉繁 丁香属     

35 20210713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泉胜、马黎明、周晓炜、孙

树青、胡建平 
紫云 丁香属     

36 20210714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黎明、邰海鸥、王水清、王

旭军、曹春光 
紫琉璃 丁香属     

37 20210715 2021.07.20 
北京蒙树生态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刘洋、赵泉胜、白婷玉、郝俊

士、黎光 
粉笛 丁香属     

38 20210716 2021.07.20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栗建军、李瑞静、王志明、沈

洪波、贺国清 
紫风车 丁香属     

39 20210718 2021.07.21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 

赵泉胜、王水清、高博、李怀

明、刘烨 
粉花陀螺 丁香属     

40 20210719 2021.07.21 
北京蒙树生态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赵泉胜、马黎明、冯建芳、单

兴涛、李鹏 
粉繁星 丁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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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210720 2021.07.21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娟、白婷玉、铁英、何英志、

邵珠峰 
紫灯笼 丁香属     

42 20210725 2021.07.22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瑞静、赵泉胜、王铁锁、乔

慧、苏迟文 
紫裙 丁香属     

43 20210729 2021.07.22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铁英、马黎明、李瑞静、王彦

龙、冯建芳 
晚春 4号 丁香属     

44 20210730 2021.07.23 
无棣俊棣树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 

刘国利、吴德军、燕丽萍、王

因花、刘翠兰、张洪涛、赵强、

刘富燊、林佃旭、陈国强、高

文俊 

滨蜡 2号 白蜡树属     

45 20210731 2021.07.23 
无棣俊棣树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 

刘国利、吴德军、燕丽萍、王

因花、刘翠兰、张洪涛、赵强、

林佃旭、陈国强、刘富燊、高

文俊 

滨蜡 1号 白蜡树属     

46 20210732 2021.07.23 
旺苍县华兴花木有限责

任公司 

颜明、李天君、焦怀明、何志

翔、侯平、雷刚、索怀俊 
旺核 2号 核桃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7 20210733 2021.07.23 
山东朴润源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马荣申、杜宪臣、董辉、赵红

艳、雷胜明、秦庆燕 
朴丰五号 枣属     

48 20210734 2021.07.26 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 

章晓琴、聂超仁、涂继红、徐

慧、夏文胜、孙宏兵、王建强、

丁昭全 

楚天之舞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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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210735 2021.07.26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 

马黎明、刘洋、铁英、朱曙光、

王志刚 
晚春 2号 丁香属     

50 20210736 2021.07.26 

内蒙古和盛生态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蒙树生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瑞静、赵泉胜、温愿、王志

明、郑文燕 
晚春 3号 丁香属     

51 20210737 2021.07.26 
北京蒙树生态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白婷玉、刘洋、杨成林、刘晓

昆、李俊士 
晚春 1号 丁香属     

52 20210738 2021.07.26 
贵州雅竹农业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熊桂芳、宋荣晶、吴云贵、焦

安祥、董静、邹燕、张士英、

谭波 

六农 1号 桑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53 20210742 2021.07.29 
廊坊嘉沐园林科技有限

公司 

高悦鹏、闫淑芳、张军、冯树

香、刘易超、杨敏生、陈丽英、

樊彦聪、代嵩华 

俊秀 卫矛属     

54 20210743 2021.07.29 
廊坊嘉沐园林科技有限

公司 

高悦鹏、张军、闫淑芳、刘易

超、冯树香、杨敏生、代嵩华、

陈丽英、樊彦聪 

碧波 卫矛属     

55 20210744 2021.07.29 
廊坊嘉沐园林科技有限

公司 

高悦鹏、闫淑芳、张军、冯树

香、刘易超、杨敏生、樊彦聪、

陈丽英、代嵩华 

龙翔 卫矛属     

56 20210747 2021.07.29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王晶、王亚玲、岳琳、武艳芳、

胡传伟、邓健、赵珊珊、陈娜

娟 

馨彤 木兰属     

57 20210752 2021.07.30 

上海哪哒生态园艺中心、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

究院 

陈香波、田旗、陆亮、刘钢、

尹丽娟 
红笑 夏蜡梅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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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210755 2021.07.31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余拱鑫、郭赛谦、郝雪英、张

振英、朱晓兵、李增强 
红肥绿瘦 槭属     

59 20210756 2021.08.02 
丰震、青岛抬头生态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丰震、郭赛谦、张振英、郝雪

英、李增强、朱晓兵 
垂朴 朴属     

60 20210757 2021.08.0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李增强、郭赛谦、张振英、郝

雪英、朱晓兵、余拱鑫 
华东 3号 椴树属     

61 20210758 2021.08.0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郭赛谦、张振英、郝雪英、朱

晓兵、余拱鑫、李增强 
华东 2号 椴树属     

62 20210759 2021.08.0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郭百川、张振英、郝雪英、朱

晓兵、李增强、余拱鑫 
华东 1号 椴树属     

63 20210760 2021.08.02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江胜德、陈溪、方旭初、林玉、

杜习武、龚仲幸 
墨美 3号 秋海棠属     

64 20210763 2021.08.02 
浙江理工大学、杭州市园

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卢山、李东泽、吴凡、崔祺、

张楠 
胭脂伞 绣球属     

65 20210764 2021.08.02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

究院、上海哪哒生态园艺

中心 

陈香波、陆亮、刘钢、田旗、

尹丽娟、张冬梅、吕秀立 
美夏 夏蜡梅属     

66 20210771 2021.08.0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朱晓兵、郝雪英、张振英、郭

赛谦、郭百川、余拱鑫 
标兵 椴树属     

67 20210782 2021.08.02 
青岛抬头生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郭赛谦、郭百川、张振英、郝

雪英、朱晓兵、李增强 
玉树临风 椴树属     

68 20210783 2021.08.03 
西南林业大学、香格里拉

高山植物园 

王娟、潘悦、刘琳、方晔、李

红 
繁花 芍药属     

69 20210792 2021.08.04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王晶、王亚玲、武艳芳、胡传

伟、岳琳、赵珊珊、陈娜娟 
金绯 含笑属     



10 
 

70 20210796 2021.08.04 北京林业大学 
潘会堂、赵峥畑、张曼、张启

翔、申建双、王佳、程堂仁 
大风车 连翘属     

71 20210802 2021.08.04 

墨西哥布莱克莓类育种

公 司 （ Black Venture 

Farm S.A. de C.V.） 

M.N.H. 敖力 格尔（ Marie 

Nicole Hewstone Oliger）、

F.M. 查 韦 斯 （ Francisco 

Morales Chávez） 

亚美拉妮

(AMELALI) 
悬钩子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3.15美国 

72 20210808 2021.08.05 上海师范大学 明凤、夏萌 莲月 蔷薇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73 20210809 2021.08.05 上海师范大学 明凤、杨碧楠、夏萌 霞月 蔷薇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74 20210810 2021.08.05 上海师范大学 明凤、夏萌 玉月 蔷薇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75 20210811 2021.08.05 洛阳市中心苗圃 
闫三妮、孙国润、安春明、赵

国栋、朱军胜、王锋、吕明 
墨椀金盘 芍药属     

76 20210818 2021.08.05 洛阳市中心苗圃 

安春明、孙国润、朱军胜、杨

彦利、甘晓丽、张申申、张国

豪 

春归华屋 芍药属     

77 20210821 2021.08.06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

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华

南植物园 

徐振国、倪静波、贾冬冬、黄

大勇、梁晓静、梁萍、黄锈贤 
霓凰 簕竹属     

78 20210824 2021.08.06 
云南揽蓉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 
訾云伟 贻闳 百子莲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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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20210825 2021.08.06 
云南揽蓉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 
訾云伟 舒闳 百子莲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80 20210826 2021.08.06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 

黄印冉、冯树香、闫淑芳、刘

易超、王玉忠、杨敏生、代嵩

华、樊彦聪、张国君、陈丽英、

董谦 

行健 榆属     

81 20210827 2021.08.07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 

黄印冉、冯树香、刘易超、闫

淑芳、王玉忠、杨敏生、张国

君、代嵩华、樊彦聪、陈丽英、

董谦 

云锦 榆属     

82 20210829 2021.08.09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赵珊珊、王晶、王亚玲、武艳

芳、岳琳、邓健、胡传伟、陈

娜娟 

溢彩 含笑属     

83 20210830 2021.08.09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武艳芳、胡传伟、王晶、王亚

玲、赵珊珊、陈娜娟、邓健、

岳琳 

怡馨 含笑属     

84 20210831 2021.08.09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岳琳、赵珊珊、胡传伟、王晶、

武艳芳、王亚玲、陈娜娟 
惜霜 含笑属     

85 20210832 2021.08.09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  

王晶、王亚玲、赵珊珊、岳琳、

武艳芳、胡传伟、陈娜娟 
半梦 含笑属     

86 20210833 2021.08.09 

德国坦涛月季育种公司

(Rosen Tantau KG, 

Germany) 

克 里 斯 汀 安 . 埃 维 尔 斯

（Christian Evers） 

坦

14230(TAN1423

0)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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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20210834 2021.08.09 

德国坦涛月季育种公司

(Rosen Tantau KG, 

Germany) 

克 里 斯 汀 安 . 埃 维 尔 斯

（Christian Evers） 

坦

14301(TAN1430

1)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88 20210835 2021.08.09 

德国坦涛月季育种公司

(Rosen Tantau KG, 

Germany) 

克 里 斯 汀 安 . 埃 维 尔 斯

（Christian Evers） 

坦

15129(TAN1512

9)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89 20210836 2021.08.09 

德国坦涛月季育种公司

(Rosen Tantau KG, 

Germany) 

克 里 斯 汀 安 . 埃 维 尔 斯

（Christian Evers） 

坦

15153(TAN1515

3)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90 20210837 2021.08.09 

德国坦涛月季育种公司

(Rosen Tantau KG, 

Germany) 

克 里 斯 汀 安 . 埃 维 尔 斯

（Christian Evers） 

坦

15330(TAN1533

0)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91 20210838 2021.08.09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 (Interplant 

Roses B.V.) ）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开

507514(IPK507

514)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9.04.01 厄瓜

多尔 

92 20210839 2021.08.09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092316(IPT092

3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93 20210840 2021.08.09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16715(IPT116

715)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9.10.09 肯尼

亚 

94 20210841 2021.08.09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34817(IPT134

8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3.27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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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20210842 2021.08.09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80014(IPT180

014)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09.26荷兰 

96 20210843 2021.08.09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21515(IPT121

515)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9.12.02 肯尼

亚 

97 20210844 2021.08.1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

热带林业研究所、嵊州市

大牛尖香榧专业合作社、

杭州富阳森冠香榧专业

合作社 

曹永庆、姚小华、朱生国、任

华东、王开良、常君、张永尧 
早珍珠 榧树属     

98 20210845 2021.08.10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

研究院 

邹沛姗、代色平、倪建中、郑

锡荣、阮琳、王伟、刘国锋 
红妃 野牡丹属     

99 20210846 2021.08.10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

研究院 

倪建中、邹沛姗、郑锡荣、代

色平、王伟、阮琳、刘国锋 
紫珊 野牡丹属     

100 20210848 2021.08.1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

热带林业研究所、杭州富

阳森冠香榧专业合作社 

姚小华、曹永庆、朱生国、王

开良、任华东、常君 
美人指 榧树属     

101 20210849 2021.08.11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

研究院 

倪建中、邹沛姗、郑锡荣、代

色平、王伟、刘国锋、阮琳 
紫妍 野牡丹属     

102 20210850 2021.08.12 浙江虹安园艺有限公司 
龚仲幸、江胜德、杨怡钰、方

卓尔、张鑫 
墨美 2号 秋海棠属     

103 20210851 2021.08.12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

究院、上海哪哒生态园艺

中心 

陈香波、田旗、陆亮、刘钢、

尹丽娟、傅仁杰 
小蝶 夏蜡梅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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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20210852 2021.08.12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094812(IPT094

812)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09.19荷兰 

105 20210853 2021.08.12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047913(IPT047

913)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10.06 肯尼

亚 

106 20210854 2021.08.12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开

096216(IPK096

2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7.01 厄瓜

多尔 

107 20210855 2021.08.12 

保山市林业和草原技术

推广站、中国林业科学院

热带林业研究所  

杨晏平、黄佳聪、赵江萍、蒋

华、郭俊杰、杨晓霞、曾杰 
亮脆 余甘子     

108 20210856 2021.08.12 

保山市林业和草原技术

推广站、中国林业科学院

热带林业研究所 

黄佳聪、吴建花、杨晓霞、杨

晏平、郭俊杰、蒋华、曾杰 
早丰 余甘子     

109 20210857 2021.08.12 

中国林业科学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保山市林业和

草原技术推广站   

郭俊杰、黄佳聪、蒋华、杨晏

平、曾杰、吴建花、李归林 
铜皮 余甘子     

110 20210858 2021.08.12 

中国林业科学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保山市林业和

草原技术推广站   

郭俊杰、黄佳聪、罗存贞、杨

晏平、曾杰、李碧琳、吴建花 
秋红 余甘子     

111 20210859 2021.08.12 

保山市林业和草原技术

推广站、中国林业科学院

热带林业研究所 

黄佳聪、杨晏平、周娟、郭俊

杰、蒋华、杨涛铭、曾杰 
夏紫 余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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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20210860 2021.08.12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开

159916(IPK159

9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9.11.12 肯尼

亚 

113 20210861 2021.08.12 东北林业大学 
刘彩霞、王遂、曲冠证、陈肃、

樊二勤 
曲单杨 2121号 杨属     

114 20210862 2021.08.12 东北林业大学 
曲冠证、郑唐春、陈肃、王遂、

刘彩霞、刘轶 
龙曲 1号 杨属     

115 20210863 2021.08.12 东北林业大学 曲冠证、刘彩霞、王遂、陈肃 曲单杨 1717号 杨属     

116 20210864 2021.08.12 东北林业大学 陈肃、刘彩霞、曲冠证、王遂 曲单杨 1588号 杨属     

117 20210865 2021.08.12 东北林业大学 
王遂、刘彩霞、曲冠证、陈肃、

刘轶 
曲单杨 21号 杨属     

118 20210866 2021.08.12 东北林业大学 
陈肃、曲冠证、刘彩霞、王遂、

赵中南、樊二勤 
曲四杨 1号 杨属     

119 20210867 2021.08.13 王新留 王新留 紫气东来 槭属     

120 20210868 2021.08.13 王新留 王新留 橘红 槭属     

121 20210869 2021.08.13 
南京林业大学、金陵科技

学院 

许晓岗、童丽丽、程瑶、田露、

陈敏 
坚韧 安息香属     

122 20210870 2021.08.13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

究院、上海哪哒生态园艺

中心 

陈香波、陆亮、田旗、刘钢、

尹丽娟、吕秀立 
粉灿 夏蜡梅属     

123 20210871 2021.08.13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

学研究所 

黄婷、秦垦、焦恩宁、戴国礼、

曹有龙、张波、何昕孺、周旋、

段淋渊、闫亚美、安巍、石志

刚、何军、张曦燕、高燕 

宁农杞 16号 枸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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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20210872 2021.08.13 

克莱姆+索恩股份有限公

司（Hanfäcker 10, 70378 

Stuttgart / Germany） 

奎多·乌·图布夫（Guido von 

Tubeuf） 

恩皮斯文

19254(NPCW192

54) 

大戟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19.05.08德国 

125 20210873 2021.08.13 

克莱姆+索恩股份有限公

司（Klemm + Sohn GmbH & 

Co. KG） 

奎多·乌·图布夫（Guido von 

Tubeuf） 

恩皮斯文

20347(NPCW203

47) 

大戟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7.27德国 

126 20210874 2021.08.16 
广西好桂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覃应中、刘成、陈树良、徐旭

兰、吴坤喜 
龙雁果桂 1号 樟属     

127 20210875 2021.08.16 东北林业大学 
曲冠证、赵中南、陈肃、王遂、

刘彩霞 
曲单杨 350号 杨属     

128 20210876 2021.08.16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宋微、王磊、张虎、刘玉华、

孟浩南 
解风情 铁线莲属     

129 20210877 2021.08.16 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周建金、罗晓锋、廖承树、叶

炜 
黄绿双骄 重楼属     

130 20210878 2021.08.17 
南京林业大学、金陵科技

学院 

许晓岗、童丽丽、田露、程瑶、

陈敏、王洪超 
金铃子 安息香属     

131 20210879 2021.08.1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溧阳映山红花木园艺有

限公司  

张珏、张珺、陈惠忠、陈浩、

窦全琴 
天使羽翼 槭属     

132 20210880 2021.08.17 
南京林业大学、金陵科技

学院 

许晓岗、童丽丽、田露、程瑶、

陈敏、王洪超 
玲珑 安息香属     

133 20210881 2021.08.1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溧阳映山红花木园艺有

限公司 

窦全琴、陈惠忠、陈浩 流星雨 槭属     

134 20210882 2021.08.17 
南京林业大学、金陵科技

学院 

许晓岗、童丽丽、田露、程瑶、

陈敏 
朱丹 安息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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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20210883 2021.08.1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溧阳映山红花木园艺有

限公司 

窦全琴、陈惠忠、王伟伟、张

珺、张珏 
胭脂 槭属     

136 20210884 2021.08.1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溧阳映山红花木园艺有

限公司 

窦全琴、陈惠忠、王伟伟、陈

浩、张珏 
天目辉煌 槭属     

137 20210885 2021.08.17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溧阳映山红花木园艺有

限公司  

张珺、陈惠忠、陈浩、张珏、

窦全琴 
豆蔻年华 槭属     

138 20210886 2021.08.17 
德 瑞 斯 克 公 司

(Driscoll's, Inc.)  

加文•R•西尔斯（ Gavin R. 

SILLS）、云文·王（Yunwen 

WANG）、马克•克苏哈（Mark 

CRUSHA）、约翰·范加里（John 

FANGARY） 

德瑞斯黑二十

二

(DrisBlackTwe

ntyTwo) 

悬钩子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39 20210887 2021.08.17 
德 瑞 斯 克 公 司

(Driscoll's, Inc.)  

加文•R•西尔斯（ Gavin R. 

SILLS）、云文·王（Yunwen 

WANG）、马克•克苏哈（Mark 

CRUSHA）、约翰·范加里（John 

FANGARY） 

德瑞斯黑二十

三

(DrisBlackTwe

ntyThree) 

悬钩子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40 20210888 2021.08.17 迪瑞特知识产权公司 
 汉克.德.格罗特 (H.C.A. 

de Groot)     

瑞可吉

0927A(RUICJ09

27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15.10.08 厄瓜

多尔 

141 20210889 2021.08.17 

丹姿格“丹”花卉农场

（ Danziger "Dan" 

Flower Farm） 

加利尔·丹姿格（Gabriel 

Danziger） 

丹珀普兹格

(DPORMPZGL) 
马齿苋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9.22 云南

省 昆 明 市 ；

2020.09.01 澳大

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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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20210890 2021.08.17 
南京林业大学、金陵科技

学院  

许晓岗、童丽丽、田露、程瑶、

陈敏 
台阁 安息香属     

143 20210891 2021.08.18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庞彩红、付茵茵、李双云、夏

阳、刘盛芳、乔艳辉、高伟、

葛文华 

华丰 槐属     

144 20210892 2021.08.18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付茵茵、李双云、庞彩红、夏

阳、刘盛芳、乔艳辉、贺燕、

葛文华、高嘉 

华盛 槐属     

145 20210893 2021.08.18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夏阳、付茵茵、庞彩红、李双

云、刘盛芳、贺燕、郑泽玉、

马丙尧 

华阳 槐属     

146 20210894 2021.08.18 洛阳市中心苗圃 
孙国润、杨彦利、安春明、杨

利果、王锋、闫三妮、王丽娜 
美艳 芍药属     

147 20210895 2021.08.18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李双云、夏阳、付茵茵、庞彩

红、郑泽玉、马丙尧、高伟、

刘盛芳、高嘉 

华美 槐属     

148 20210896 2021.08.18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李双云、庞彩红、付茵茵、夏

阳、刘盛芳、马丙尧、葛文华、

郑泽玉、高嘉 

华秀 槐属     

149 20210897 2021.08.18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付茵茵、李双云、庞彩红、夏

阳、刘盛芳、贺燕、马丙尧、

高伟、葛文华 

华秋 槐属     

150 20210898 2021.08.18 洛阳市中心苗圃 
赵国栋、孙国润、梁艺馨、朱

军胜、闫三妮、杨琴、张国豪 
泼墨 芍药属     

151 20210899 2021.08.18 洛阳市中心苗圃 
赵国栋、闫三妮、孙国润、朱

军胜、安春明、花杰、王锋 
金玉良缘 芍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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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20210900 2021.08.18 洛阳市中心苗圃 
赵国栋、闫三妮、孙国润、杨

利果、安春明、张国豪、花杰 
古都瑞雪 芍药属     

153 20210901 2021.08.18 洛阳市中心苗圃 
孙国润、朱军胜、安春明、赵

国栋、吕明、张申申、甘晓丽 
春神 芍药属     

154 20210902 2021.08.19 
南京林业大学、金陵科技

学院 

许晓岗、童丽丽、程瑶、田露、

陈敏 
涟漪 安息香属     

155 20210903 2021.08.19 
南京林业大学、金陵科技

学院 

许晓岗、童丽丽、程瑶、田露、

陈敏 
嫣紫 安息香属     

156 20210904 2021.08.19 

法 国 绣 球 世 界  HW ²

（Hydrangea World Wide 

HW²）   

海伦·伯特兰（ H é l è ne  

Bertrand）、克劳迪·兰伯特

（Claudie Lambert）、丹妮

尔·道瑞（Danièle Daury）、

丹尼尔·瑞里昂（ Daniel 

Relion） 

波莱罗

(Bolero) 
绣球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19.01.31法国 

157 20210905 2021.08.20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 

王颖、梁希武、陶雷、李晓晶、

孙雁冰、郁永英、宋莹莹、翟

晓鸥、张少琳、姜远翮 

炫紫 风箱果属     

158 20210906 2021.08.20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 

王颖、梁希武、陶雷、李晓晶、

孙雁冰、郁永英、宋莹莹、翟

晓鸥、张少琳、姜远翮 

金碧 风箱果属     

159 20210907 2021.08.20 洛阳市中心苗圃 
孙国润、赵国栋、闫三妮、朱

军胜、梁艺馨、花杰、王锋 
艳阳春 芍药属     

160 20210908 2021.08.20 王新留 王新留 绿洲之花 栾树属     

161 20210909 2021.08.20 洛阳市中心苗圃 
孙国润、闫三妮、赵国栋、朱

军胜、王锋、张申申、张国豪 
月中仙子 芍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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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20210910 2021.08.20 洛阳市中心苗圃 

孙国润、安春明、赵国栋、朱

军胜、张国豪:、花杰、甘晓

丽 

黄焰 芍药属     

163 20210911 2021.08.20 洛阳市中心苗圃 
朱军胜、孙国润、赵国栋、安

春明、王锋、闫三妮、吕明 
红衣少女 芍药属     

164 20210912 2021.08.20 
上海辰山植物园、杭州市

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胡永红、秦俊、张宪权、杨君、

高凯 
青山繁星 绣球属     

165 20210913 2021.08.20 
上海辰山植物园、杭州市

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秦俊、胡永红、叶康、高凯、

邱帅 
落雪 绣球属     

166 20210914 2021.08.20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赵永军、解孝满、王磊、王震、

吴丹、陆璐、张鑫洋、庄振杰、

赵立军 

纤秀 文冠果     

167 20210915 2021.08.20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王磊、吴丹、陆璐、解孝满、

赵永军、刘徳深、刘莉、葛磊、

王震、张鑫洋 

星月 文冠果     

168 20210916 2021.08.20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张鑫洋、王震、王磊、陆璐、

吴丹、赵永军、解孝满、刘莉、

林俊梅 

长锦 文冠果     

169 20210917 2021.08.20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王震、张鑫洋、吴丹、陆璐、

解孝满、王磊、赵永军、王宁、

林俊梅 

团锦 文冠果     

170 20210918 2021.08.20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

学研究所   

黄婷、秦垦、曹有龙、焦恩宁、

戴国礼、张波、何昕孺、段淋

渊、周旋、闫亚美、安巍、石

志刚、何军、张曦燕、高燕 

宁农杞 18号 枸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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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20210919 2021.08.20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

学研究所 

黄婷、秦垦、焦恩宁、戴国礼、

曹有龙、张波、何昕孺、周旋、

段淋渊、闫亚美、安巍、石志

刚、何军、张曦燕、高燕 

宁农杞 17号 枸杞属     

172 20210920 2021.08.20 
宁波大学、金华市莫闲园

艺工程有限公司 

倪穗、游鸣飞、夏修新、陈江

辉、周建得、王琪、周杨浦甲、

王大庄 

粉珠 山茶属     

173 20210921 2021.08.21 北京农学院 
郑健、窦德泉、张睿鹂、张炎、

王聪、付强 
思源 花楸属     

174 20210922 2021.08.22 王新留 王新留 三鑫 素馨属     

175 20210923 2021.08.22 王新留 王新留 金色海洋 卫矛属     

176 20210924 2021.08.22 王新留 王新留 金春 柿     

177 20210925 2021.08.22 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罗晓锋、周建金、廖承树、叶

炜 
紫气东来 黄精属     

178 20210926 2021.08.22 
宁波大学、金华市莫闲园

艺工程有限公司 

倪穗、游鸣飞、陈江辉、夏修

新、周建得、王琪、周杨浦甲 
紫神 山茶属     

179 20210927 2021.08.23 洛阳市中心苗圃 
孙国润、朱军胜、赵国栋、安

春明、吕明、甘晓丽、张申申 
金阁迎夏 芍药属     

180 20210928 2021.08.23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庞彩红、李双云、夏阳、付茵

茵、刘盛芳、马丙尧、高伟、

郑泽玉、乔艳辉 

华超 槐属     

181 20210929 2021.08.23 
宁波大学、金华市莫闲园

艺工程有限公司 

倪穗、游鸣飞、陈江辉、夏修

新、周建得、王琪、周扬浦甲 
美玉 山茶属     

182 20210931 2021.08.23 
宁波大学、金华市莫闲园

艺工程有限公司 

倪穗、游鸣飞、夏修新、陈江

辉、周建得、王琪、周杨浦甲 
紫玉冠 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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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20210932 2021.08.23 山西农业大学 
王鹏飞、杜俊杰、穆霄鹏、张

建成 
紫欧 1号 李属     

184 20210933 2021.08.23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解孝满、赵永军、陆璐、吴丹、

王震、张鑫洋、王磊、刘莉、

林俊梅、赵立军 

黄冠 文冠果     

185 20210934 2021.08.23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

心、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

份有限公司 

陆璐、解孝满、赵永军、王磊、

吴丹、王震、张鑫洋、刘莉、

林俊梅 

鸿运 文冠果     

186 20210935 2021.08.2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 

黄印冉、闫淑芳、冯树香、张

国君、王进茂、王玉忠、董谦 
青丽 榆属     

187 20210936 2021.08.23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解孝满、王磊、陆璐、张鑫洋、

林俊梅、王震、吴丹、赵永军、

王宁 

金夏 文冠果     

188 20210937 2021.08.23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陆璐、赵永军、解孝满、吴丹、

王震、王磊、张鑫洋、林俊梅、

李猛 

半如意 文冠果     

189 20210938 2021.08.23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吴丹、赵永军、解孝满、王磊、

王震、陆璐、葛磊、张鑫洋、

杨海平、张现祥 

将军帽 文冠果     

190 20210939 2021.08.23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 

翟晓鸥、张少琳、单琳、司玉

娟、王佳巍、郁永英、宋莹莹、

王颖、姜远翮 

金盏 风箱果属     

191 20210940 2021.08.23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 

翟晓鸥、张少琳、单琳、司玉

娟、王佳巍、郁永英、宋莹莹、

王颖、姜远翮 

幻紫 风箱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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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20210942 2021.08.23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宁祖林、翁楚雄、李冬梅、陈

玲、曾小平、杨镇明、谢就媚 
四季无忧 无忧花属     

193 20210943 2021.08.23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宁祖林、李冬梅、陈玲、杨镇

明、刘华、曾小平、卢琼妹 
紫红荷 1号 紫金牛属     

194 20210944 2021.08.23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宁祖林、吴兴、李冬梅、卢琼

妹、陈玲、曾小平、刘华、谢

就媚 

紫红荷 2号 紫金牛属     

195 20210945 2021.08.24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赵永军、王磊、吴丹、陆璐、

王震、解孝满、刘德深、张鑫

洋、庄振杰 

金螺 文冠果     

196 20210947 2021.08.24 

山东林昱宏文冠果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林草种

质资源中心 

吴丹、陆璐、赵永军、王磊、

王震、张鑫洋、解孝满、林俊

梅、刘鵾、张现祥 

如意 文冠果     

197 20210948 2021.08.24 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周建金、罗晓锋、叶炜 紫玲珑 黄精属     

198 20210949 2021.08.24 
安徽省彩枫农林科技有

限公司 
任杰、易向宝、徐华龙 金莉 栎属     

199 20210950 2021.08.24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魏建芬、高凯、朱淑霞、彭悠

悠、孙丽娜 
灿辰 冬青属     

200 20210951 2021.08.24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邱帅、彭悠悠、沈柏春、朱淑

霞、孙丽娜 
灿波 冬青属     

201 20210952 2021.08.24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孙丽娜、张楠、魏建芬、朱淑

霞、邱帅 
灿海 冬青属     

202 20210953 2021.08.24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田伟莉、樊靖、魏建芬、邱帅、

陈徐平 
灿日 冬青属     

203 20210954 2021.08.24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邱帅、朱淑霞、余磊、彭悠悠、

田伟莉 
灿星 冬青属     



24 
 

204 20210955 2021.08.24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杨浩、陈徐平、邱帅、魏建芬、

朱淑霞 
灿月 冬青属     

205 20210956 2021.08.24 山西农业大学 穆霄鹏、王鹏飞、杜俊杰 绿欧 1号 李属     

206 20210957 2021.08.25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朱淑霞、魏建芬、高凯、王霁、

彭志声 
烛火 冬青属     

207 20210958 2021.08.25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沈柏春、彭志声、田伟莉、邱

帅、魏建芬 
婉澜 冬青属     

208 20210959 2021.08.25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 

张俊林、王霁、朱淑霞、邱帅、

魏建芬 
鸾凤 冬青属     

209 20210960 2021.08.26 
苏州市绿和苗木专业合

作社 

柳建国、陈建芳、钱红艳、梁

文玉 
苏薇一号 紫薇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210 20210961 2021.08.26 

福建省惠安赤湖国有防

护林场、福建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 

李茂瑾、叶功富、吴惠忠、聂

森、王小红、李秀明、尤芬蕾、

张莉萍、吴柳清、黄金塔 

兴旺 木麻黄属     

211 20210962 2021.08.26 

福建省惠安赤湖国有防

护林场、福建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 

李茂瑾、吴惠忠、聂森、林伟

东、张春贵、王小红、李秀明、

苏亲桂、吴柳清、黄金塔 

发达 木麻黄属     

212 20210963 2021.08.26 

福建省惠安赤湖国有防

护林场、福建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 

李茂瑾、聂森、张春贵、吴惠

忠、尤芬蕾、林伟东、王小红、

李秀明、苏亲桂、吴柳清 

千手 木麻黄属     

213 20210964 2021.08.26 

福建省惠安赤湖国有防

护林场、福建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 

李茂瑾、叶功富、陈胜、吴惠

忠、苏宝川、林伟东、王小红、

苏亲桂、吴柳清、郑焙华 

如意凤 木麻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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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0210965 2021.08.26 

福建省惠安赤湖国有防

护林场、福建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  

黄云鹏、李茂瑾、苏宝川、吴

惠忠、尤芬蕾、林伟东、王小

红、李秀明、苏亲桂、张莉萍 

平安 木麻黄属     

215 20210966 2021.08.26 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周建金、罗晓锋、叶炜、廖承

树 
紫霞仙子 黄精属     

216 20210967 2021.08.26  延边大学 

高日、岳圆圆、赵丽、张佳凝、

杨雯婷、何子涵、全英杰、任

镘蓉 

延农贡八 菊属     

217 20210968 2021.08.26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 

黄印冉、冯树香、闫淑芳、王

进茂、王玉忠、张国君、董谦 
青云 榆属     

218 20210969 2021.08.26 
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

究院 

金万梅、刘佳棽、李茂福、杨

媛、王华、孙佩 
京玥红丰 蔷薇属 

北京申呈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19 20210970 2021.08.26 
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

究院 

金万梅、王华、李茂福、杨媛、

刘佳棽、孙佩、范又维 
京玥香春 蔷薇属 

北京申呈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20 20210971 2021.08.26 马国华 马国华 金冠京桃 桃花     

221 20210972 2021.08.2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南召县林业局 

黄平、郑勇奇、程蓓蓓、林富

荣、李斌、周虎、田彦、王鹏

飞、张黎黎、王保杰 

窈窕淑女 木兰属     

222 20210973 2021.08.2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南召县林业局 

郑勇奇、黄平、周虎、徐功元、

田彦、张新朋、程蓓蓓、林富

荣、李斌、李小敏 

白鸽展翅 木兰属     

223 20210974 2021.08.27 洛阳农林科学院 

韦静波、赵水景、杨亚蒙、姬

延伟、周子发、李灿、李秀珍、

李学强 

哈波 1号 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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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20210975 2021.08.28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 
吴福川、李剑武、席会鹏 山雪 

玉叶金花

属 
    

225 20210976 2021.08.31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

学研究所 

王亚军、梁晓婕、安巍、陈彦

珍、李越鲲、曹有龙、尹跃、

赵建华、石志刚、张曦燕、刘

兰英、万如、闫成楠 

宁农杞 19号 枸杞属     

226 20210977 2021.08.31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周余华、周子杰、丁颖、陈佳

佳、宗树斌、王红梅 
幻影 枫香属     

227 20210978 2021.08.31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

究院 

张冬梅、尹丽娟、张浪、申亚

梅、有祥亮、罗玉兰、傅仁杰 
沪花之韵 木兰属     

228 20210979 2021.09.01 宁夏杞鑫种业有限公司 

朱金忠、曹有龙、祁伟、郭玉

琴、王亚军、刘娟、亢彦东、

赵映书、邢学武、张国、武永

存、马月兰、郝爱华 

杞鑫 8号 枸杞属     

229 20210980 2021.09.01 宁夏杞鑫种业有限公司  

朱金忠、张霞、苟春林、祁伟、

郭玉琴、毛桂莲、王贵荣、梁

东海、张伟、邢学武、武永存、

马月兰、郝爱华 

杞鑫 7号 枸杞属     

230 20210981 2021.09.01 宁夏杞鑫种业有限公司 

朱金忠、安巍、丁学利、郭洁、

郭玉琴、邢学武、贺晓燕、马

月兰、武永存、赵映书、王学

军、郝爱华 

杞鑫 9号 枸杞属     

231 20210982 2021.09.01 宁夏杞鑫种业有限公司 

朱金忠、丁学利、龚小梅、郭

玉琴、张霞、唐建宁、王贵荣、

朱金文、武永存、马月兰、郝

爱华 

杞鑫 6号 枸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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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20210983 2021.09.01 宁夏杞鑫种业有限公司  

朱金忠、祁伟、丁学利、乔彩

云、何月红、牛锦凤、郭玉琴、

亢彦东、王学军、马月兰、武

永存、邢学武、郝爱华 

杞鑫 5号 枸杞属     

233 20210987 2021.09.02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奥莱瓦

(Meimauleva)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9.18 浙江

省 海 宁 市 ；

2017.12.13美国 

234 20210988 2021.09.02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尔瓦格

(Meimervag)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9.19 山东

省 日 照 市 ；

2017.12.04 肯尼

亚 

235 20210989 2021.09.02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克里斯蒂安·万斯（Christian 

WANS） 

玫玛蒂乐

(Meimardille)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9.19 山东

省 日 照 市 ；

2018.05.01荷兰 

236 20210990 2021.09.02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莎玛洛

(Meishamalo)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9.18 浙江

省 海 宁 市 ；

2018.09.10法国 

237 20210991 2021.09.02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塔提

(Meithatie)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9.19 浙江

省 海 宁 市 ；

2018.02.28美国 

238 20210992 2021.09.02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薇弛克

(Meiwhichic)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9.19 山东

省 日 照 市 ；

2017.04.01荷兰 

239 20210993 2021.09.02 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 

鄢家俊、白史且、张劲、李英

主、王强、敖学成、闫利军、

李达旭、张建波、游明鸿 

川草 7号 苜蓿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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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20210994 2021.09.06 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罗晓锋、周建金、廖承树、颜

沛沛、王培育、叶炜、江金兰、

杨学 

八月尤子 榕属     

241 20210995 2021.09.07 

成都市金堂县金收庆农

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

植物工程研究院   

张纯均、杨马进、杨业光、张

景荣、王成友、秦廷豪、吴银

明、卓明 

盈香 桃花     

242 20210997 2021.09.07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宋微、王磊、张虎、刘玉华、

孟浩南 
蓝柔然 铁线莲属     

243 20210998 2021.09.08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 
吴福川 火苗 

玉叶金花

属 
    

244 20210999 2021.09.08 

丹姿格“丹”花卉农场

（ Danziger "Dan" 

Flower Farm） 

加利尔·丹姿格（Gabriel 

Danziger） 

丹卡丽斯特

(DCALIAYST) 
舞春花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9.22 云南

省 泸 西 县 ；

2020.03.01 以色

列 

245 20211000 2021.09.08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 

郭海林、陈静波、宗俊勤、李

建建、孔维一、李玲、李丹丹、

王浩然、王晶晶、姚祥、陈荣

荣、赵新勇、李晓慧、张苓、

郝东利 

苏植 8号 结缕草属     

246 20211001 2021.09.08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 

郭海林、李建建、李晓慧、孔

维一、赵新勇、张苓、陈静波、

宗俊勤、陈荣荣、姚祥、李丹

丹、李玲、王晶晶、王浩然、

郝东利 

苏植 7号 结缕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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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20211002 2021.09.08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 

郭海林、宗俊勤、陈静波、李

建建、赵新勇、李丹丹、李玲、

王晶晶、王浩然、李晓慧、姚

祥、陈荣荣、张苓、孔维一、

郝东利 

苏植 6号 结缕草属     

248 20211004 2021.09.0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安徽省林业科

技推广总站、黄山学院 

郑勇奇、房震、潘健、翟大才、

郭香吟、赖玖鑫、黄平、林富

荣、顾桃红、何芝兰、柏晓辉、

吴锦菲、崔珺、陈艳荣 

秋美 枫香属     

249 20211005 2021.09.08 

祁门县查湾森工采育场、

黄山学院、安徽省林业科

技推广总站 

房震、郑勇奇、潘健、翟大才、

冯伟、顾桃红、赖玖鑫、黄平、

林富荣、何芝兰、柏晓辉、吴

锦菲、崔珺、陈艳荣 

秋艳 枫香属     

250 20211006 2021.09.08 

黄山学院、顾桃红、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

究所 

翟大才、郑勇奇、顾桃红、陈

峰、柏晓辉、潘健、何芝兰、

吴锦菲、崔珺、陈艳荣、赖玖

鑫、黄平、林富荣、房震 

秋丽 枫香属     

251 20211007 2021.09.09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 
王晓冬、马立华、李广明、马

东萍、姜思佳、韩志程、刘玮 
玲珑 锦带花属     

252 20211008 2021.09.09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 
马立华、王晓冬、李广明、马

东萍、姜思佳、韩志程、刘玮 
秋月 锦带花属     

253 20211009 2021.09.09 
安徽省彩枫农林科技有

限公司、任杰 

任杰、易向宝、陈竹、赵竑绯、

王艳、徐华龙、朱璐 
丹莉 栎属     

254 20211010 2021.09.09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 
吴福川 红丝绸 

玉叶金花

属 
    

255 20211013 2021.09.10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刘天平、胡明飞、黄海泉 绿芙 蔷薇属     



30 
 

256 20211014 2021.09.10 宜良多彩盆栽有限公司 胡明飞、刘天平、黄海泉 绚丽 蔷薇属     

257 20211015 2021.09.13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

农科所 

蔡卫佳、王昊、陈芬、马丽、

刘威、刘博、阮倩倩、罗桂杰、

刘旭、谭军、李瑞雪、姜若勇 

褶缎裙 木槿属     

258 20211016 2021.09.13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

学研究所 

王亚军、梁晓婕、安巍、陈彦

珍、曹有龙、贾占魁、石志刚、

李越鲲、张曦燕、尹跃、王孝、

赵建华、何昕孺、段淋渊、闫

成楠 

宁农杞 20号 枸杞属     

259 20211018 2021.09.13 

宁阳维景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泰安市泰山林业

科学研究院 

李承秀、孙维合、程甜甜、孙

忠奎、孔凡伟、燕语、张安琪、

于永畅、任红剑、孙飞、杜辉、

张林 

鎏金 流苏树属     

260 20211019 2021.09.14 

安徽省林业科技推广总

站、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祁门县查湾

森工采育场 

翁新光、柏晓辉、郑勇奇、房

震、翟大才、何芝兰、吴锦菲、

崔珺、陈艳荣、赖玖鑫、黄平、

林富荣、顾桃红、陈峰、郭香

吟、冯伟 

秋红 枫香属     

261 20211022 2021.09.15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

农科所 

蔡卫佳、王昊、刘博、马丽、

陈芬、刘威、阮倩倩、罗桂杰、

刘旭、谭军、李瑞雪、姜若勇 

紫卷云 木槿属     

262 20211023 2021.09.15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

农科所 

王昊、蔡卫佳、马丽、陈芬、

刘博、刘威、阮倩倩、罗桂杰、

刘旭、谭军、李瑞雪、姜若勇 

红日映雪 木槿属     

263 20211025 2021.09.15 
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

所 

郑坚、钱仁卷、胡青荻、张旭

乐、马晓华、陈义增、林韧安 
蓝梦 铁线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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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20211027 2021.09.20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英特慕斯福

(Intermuxphot

)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12.12 厄瓜

多尔 

265 20211028 2021.09.23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扬子

茉莉谷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喻方圆、王继华、陈晨、黄博

帆、刘泽茂 
初雪映红 安息香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266 20211029 2021.09.23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60616(IPT160

6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9.16荷兰 

267 20211030 2021.09.23 
石家庄市神州花卉研究

所有限公司 

李志斌、白霄霞、蒋淑磊、石

硕、李萍、李坤、张骁骁、李

昕 

蜜汁恋 楝属     

268 20211031 2021.09.24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夏阳、李双云、庞彩红、付茵

茵 
翠茵一号 结缕草属     

269 20211032 2021.09.24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夏阳、付茵茵、李双云、庞彩

红 
翠茵三号 结缕草属     

270 20211033 2021.09.24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夏阳、庞彩红、付茵茵、李双

云 
翠茵二号 结缕草属     

271 20211034 2021.09.24 

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

究中心、深圳市兰谷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 

崔洪秋、王玉、李利强、王美

娜、陈建兵、王志才、李健、

饶文辉、王鹏、徐海锋 

鹏斛 2号 石斛属     

272 20211035 2021.09.24 

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

究中心、深圳市兰谷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 

李利强、陈建兵、崔洪秋、王

美娜、王玉、王志才、孔德敏、

王鹏、徐海锋 

鹏斛 1号 石斛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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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20211036 2021.09.24 

澳大利亚巨花苗圃有限

公 司  （ Grandiflora 

Nurseries Pty. Ltd.） 

H.E. 舒 德 尔 斯

（H.E.Schreuders) 

格拉

13928(GRA1392

8)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74 20211037 2021.09.24 

澳大利亚巨花苗圃有限

公 司  （ Grandiflora 

Nurseries Pty. Ltd.） 

H.E. 舒 德 尔 斯

（H.E.Schreuders) 

格拉

14746(GRA1474

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9.01.01 肯尼

亚 

275 20211038 2021.09.24 

澳大利亚巨花苗圃有限

公 司  （ Grandiflora 

Nurseries Pty. Ltd.） 

H.E. 舒 德 尔 斯

（H.E.Schreuders) 

格拉

161225(GRA161

225)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3.01美国 

276 20211039 2021.09.24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瑞安索斯

(Meiriansois)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15.12.14美国 

277 20211040 2021.09.24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慕斯泰德

(Meimustrad)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08.01 云南

省 昆 明 市 ；

2017.10.11日本 

278 20211041 2021.09.24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奥克赛腾

(Meiokseten)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18.04.05 肯尼

亚 

279 20211042 2021.09.24 
多盟集团公司（Dümmen 

Group  B.V.） 

西尔万•卡穆斯塔（Silvan 

Kamstra） 

多盟瓦丽

(Dorovalrie)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0.08.01 肯尼

亚 

280 20211043 2021.09.24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开

054317(IPK054

3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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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20211044 2021.09.26 

澳大利亚巨花苗圃有限

公 司  （ Grandiflora 

Nurseries Pty. Ltd.） 

H.E. 舒 德 尔 斯

（H.E.Schreuders) 

格拉

151213(GRA151

213)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8.12.12 澳大

利亚 

282 20211045 2021.09.26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开

105316(IPK105

3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83 20211046 2021.09.26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开

398813(IPK398

813)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9.17 肯尼

亚 

284 20211047 2021.09.26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开

405017(IPK405

0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1.01 肯尼

亚 

285 20211048 2021.09.26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开

450018(IPK450

018)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86 20211049 2021.09.26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克里斯蒂安•万斯（Christian 

WANS） 

玫玛达克

(Meimarduc)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21.08.01 山东

省 日 照 市 ；

2017.04.30荷兰 

287 20211050 2021.09.26 

法国玫兰国际有限公司

（ MEILLAND 

INTERNATIONAL S.A）  

阿兰•安东尼•玫兰（Alain 

Antoine MEILLAND） 

玫妮菲克

(Meinyffick) 
蔷薇属 

北京众合诚成

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2019.03.21 肯尼

亚 

288 20211051 2021.09.26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英特格罗凡宝

(INTERGROOVAN

BOM)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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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20211053 2021.09.26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开

072816(IPK072

8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1.01 肯尼

亚 

290 20211054 2021.09.26 
靖江市考拉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何卫星 江桉一号 桉属 

北京棕科植物

新品种权管理

有限公司 

  

291 20211057 2021.09.27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

学研究院 

秦波、黄欣、唐黎明、孙开道、

李进华、林茂、杨开太、蒋日

红、黄红宝、杜铃、秦赐梅 

圣代 紫薇属     

292 20211058 2021.09.27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英特慕思丽格

(INTERMUXPLIG

)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1.01.15 肯尼

亚 

293 20211059 2021.09.29 华中农业大学 
张佳琪、包满珠、刘国锋、邵

长生、汤思涵 
华农盘龙 悬铃木属     

294 20211060 2021.09.29 华中农业大学 
包满珠、张佳琪、刘国锋、郑

往腾 
华农雄风 悬铃木属     

295 20211061 2021.09.30 华中农业大学 
包满珠、张佳琪、刘国锋、林

战帅 
华农舞龙 悬铃木属     

296 20211062 2021.10.05 南京林业大学 
郑笑、王闻天、周必铙、熊星、

殷梦雅、刘国华 
金方 5号 方竹属     

297 20211063 2021.10.03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002916(IPT002

9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9.09.03 肯尼

亚 

298 20211064 2021.10.03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48018(IPT148

018)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5 
 

299 20211065 2021.10.03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190614(IPT190

614)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9.02.25荷兰 

300 20211066 2021.10.03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201216(IPT201

2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1.01 肯尼

亚 

301 20211067 2021.10.03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214917(IPT214

9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02 20211068 2021.10.03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215717(IPT215

7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03 20211069 2021.10.04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216317(IPT216

317)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04 20211070 2021.10.06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338616(IPT338

6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9.01.01 埃塞

俄比亚 

305 20211071 2021.10.06 

荷兰英特普兰特月季育

种 公 司  (Interplant 

Roses B.V.)  

范·多伊萨姆（ir. A.J.H. van 

Doesum） 

爱普特

339516(IPT339

516) 

蔷薇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306 20211081 2021.10.08 华中农业大学 
张佳琪、包满珠、刘国锋、王

斐、杨梦晴 
华农福风 悬铃木属     

307 20211095 2021.10.09 

荷兰贝肯坎普植物有限

公 司 （ Beekenkamp 

Plants B.V.） 

S.H. 瑞 格 卢 克 （ Sanne 

Helena Ruigrok） 

贝肯大马导

(BKDAMAGDR) 
大丽花属 

北京隆林恒大

科技有限公司 

2017.12.15 北京

市 顺 义 区 ；

2017.12.11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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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20211100 2021.10.12 

广东美林农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袁德义、肖诗鑫、刘远炳、卢

元贤 
美林 1号 山茶属     

309 20211101 2021.10.12 

广东美林农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袁德义、胡观兴、刘远炳、卢

元贤 
美林 2号 山茶属     

310 20211102 2021.10.12 

广东美林农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袁德义、胡观兴、刘远炳、 卢

元贤 
美林 3号 山茶属     

311 20211103 2021.10.12 

广东美林农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肖诗鑫、袁德义、刘远炳、卢

元贤 
美林 4号 山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