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
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首都流通
业研究基地主办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首都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及应对
之策”网络论坛成功举行。 13位全
国著名的商贸流通专家采用线上
会议的方式，从疫情给首都实体商
业、电子商务、物流快递、住宿餐
饮、居民消费带来的影响及对策等

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与实践探讨。
全国各地 300 多名学者、 教师、研
究生及商贸流通领域从业人员借
助互联网平台分享了这场学术盛
宴。

本次论坛也是北京工商大学
发挥学科优势，为北京市打赢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线战役”
做贡献的实际行动。

北京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黄先
开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
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
首都商贸流通业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 他表示，依托北京工商大学建
设的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在疫情
暴发的非常时期，能够及时为关乎
民生的商贸流通业战胜疫情、创新
发展建言献策，既是北京工商大学
学科优势的发挥，也是政府智库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
究所原所长任兴洲认为，此次疫
情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餐
饮、旅游、酒店、批发零售和交通出
行等消费锐减。 2019年，北京市第
三产业比重高达 83.52%（全国占
比 53.91%）。 因此，此次疫情对北
京市的影响更大一些。 受疫情严格
防控和当前居民消费心理变化等
因素的影响，消费性服务业的恢复
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特别是聚集性
消费特征明显的餐饮、旅游、院线
观影等行业恢复难度较大。 当
前，北京市商贸服务行业应着力
复工复产， 在加强防疫的前提下，
重点做好货源组织、 质量把控、产
销对接、物流配送工作。 同时，鼓励
商业企业创新业态和经营模式，鼓

励电商发展和线上线下融合，推进
末端共同配送服务和无直接接触
配送等服务。

北京物资学院副校长何明珂
认为，快递物流业是保民生、保运
行、保复工的关键力量，必须确保
快递物流业的正常运转。 他从完善
快递物流治理体系、保快递物流复
工、促先进技术应用、助业务模式
创新、出政策措施红包五个方面提
出了建议。

全国高校贸易经济教学研究
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主任
王晓东则表示，要重视对批发市场
这种以摊商形式聚集而成的从事
零售或零兼批的平台型交易组织
的制度创新，加快其转型升级。 他
表示，经过此次疫情更应重视批发
在流通中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依绍
华认为，疫情对具有聚集性、体验
性、社交性的餐饮业短期内影响很
大，未来弥补性或报复性消费肯定
会存在。

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专家、北
京工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张浩从
六个方面探讨了北京市生活必需
品的供应保障。

消费性服务业受冲击
＞＞＞

����受疫情严格防控和当前居民消费心理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消费性服务业的恢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京东云与 AI 农业云总经理王
涛介绍，京东作为知名电商和高科
技企业，在疫情发生后，以国家新
一轮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为技
术支撑，从疫情科学防控(智能防
控)、 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智能生
产、智能流通、智能消费三环节）、
强化服务保障（产业服务、智能产
教、智能营商）三方面全力推动疫
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京东云与
AI 携手政府保障了各地菜篮子供
应，京东的快递小哥、物流配送、智
能技术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蓝源资
本研究院副院长刘春生认为，抗疫
期间， 新业态、 新模式如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 盒马鲜生、美团
买菜、 每日优鲜满足了首都居
民的刚需；便利蜂、多点等便利
店+电商成为很多社区的指定供货
商；大悦城、银泰百货等利用抖音、
快手、 微信群等进行线上直播销
售，以线下同城配送模式服务千家
万户；蘑菇街暂时取消平台费和直
播费，吸引品牌供应商入驻；中石
化易捷加油站推出 App 一键到厢
卖菜服务。

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专家、北
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谈
到， 首都 95%的农产品由外埠供
应，疫情给聚集性的农产品交易带
来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移动/智能
菜篮子（京东通州七鲜超市）、无接
触安心送（美团）、直播卖菜、加油
站零接触购菜等异军突起。后疫情
时期，应探索建设数字农产品“拉
式供应链”体系，以“高效、安全、健
康、绿色、智能的生态链和生态圈”
来满足首都居民对农产品安全、绿
色、智能等新消费的需要。

（郭馨梅 于海龙）

企业积极创新应对疫情
＞＞＞

����抗疫期间，新业态、新模式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无接触安心送为居民
生活提供了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
长荆林波强调，疫情之下机遇与挑
战并存。机遇在于面临一场全新的
场景革命———消费者被动隔离在
家。 挑战在于：一是如何理性判断
疫情的走势与周期；二是如何加速
转型、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和全渠道
革命； 三是如何确立市场定位，更
好地服务目标顾客；四是一些小企
业不可避免地面临倒闭，如何求生
乃至可持续发展；五是如何建立一
套全新的治理体系。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
研究部主任赵萍谈到， 疫情发生
后，旅游消费戛然而止，因出入境
限制等原因未来恢复周期会很长；
其次是文化体育消费，电影院和体
育馆关门歇业；大规模餐饮堂食停

业、小规模快餐半停业，百货店、购
物中心等大型商业设施客流骤减，
满足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超市、菜店
等客流量很大；互联网消费受影响
最小。疫情将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和行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政府“放管服”意识增
强，倒逼企业转型发展和线上线下
融合。

周生生（集团）中国策划战略
规划总经理黄子龙结合企业的实
际，预测疫情过后短期内百货和购
物中心难有爆发式增长，对其缓慢
恢复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和心理准
备，要线上开展自救，发挥快捷物
流和快捷支付服务在无接触购物
和缩短等候时间上的优势，推动数
字化转型。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燕川详细介
绍了公司如何汲取 2003 年非典疫
情教训，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春
节前积极备货， 克服员工休假、人
力不足的困难， 科学安排和调度，
安全稳定地保证市场供应的成功
经验。他对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跟
风投资、 赚快钱的做法表示了担
忧。

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
主任韩健徽表示，商业街成为受疫
情影响严重的领域，他建议出台有
针对性的复业复市扶持政策，制定
短、中、长期恢复运营预案，做好新
老政策的衔接和落地。 建议恢复

“五一”黄金周，实现假日消费的较
快回补。

机遇与挑战并存
＞＞＞

����疫情之下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面临一场全新的场景革命，挑战在于如何加速转型、实
现全渠道革命。

13位权威专家在线给首都商贸流通业战“疫”支招

加速融合 迎接一场全新的场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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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新港海关助力企业享复工实惠

疫情防控期间，天津海关所属新
港海关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
对 30 余家重点税源企业进行电话调
研，第一时间了解疫情防控期间企业
遇到的实际困难，精准发力，启动应
急机制， 制定一系列为企业节省成
本、盘活资金的关税便利措施，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

据了解，这些措施包括：积极落
实政策对企业疫情期间的汇总征税
期限进行顺延， 对有关货物的滞报
金、滞纳金进行减免；建立全链条的
预案应急机制，囊括审单、核销、财务
等海关内部各环节，并加强与银行的
联系配合， 从制度上确保高效运转；
根据贸易实际情况建议企业采取传
真或无纸申报方式，解决因疫情造成
的正本单据无法传递问题；免于征收
高级认证企业最终结算差额保证金，
为企业节约成本；对已具备退还保证
金条件的企业第一时间办理手续，对
应退应转的保金保函做到日清日结，
实现企业“零等候”。

（李兵 本报记者 齐天宝）

湖南邵阳市商务局帮企业解难题

受疫情影响，由于国内工程师不
能前往，哈萨克斯坦切热河水电站项
目水能发电机组无法安装， 供应商
湖南山立水电设备制造公司高层
心急如焚。湖南省邵阳市商务局了
解到该公司情况后，派人员上门服
务，协助该公司通过借助现代通信技
术， 采取境内外远程在线指挥的办
法，解决了问题。 湖南山立水电设
备制造公司董事长姜庆红告诉中
国商报记者，当前，该公司已恢复生
产，正在加紧赶制印尼、乌干达等国
家的订单。

为确保外贸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邵阳市商务局积极落实“一企一策”
帮扶政策，用政策利好帮助外贸企业
对冲疫情不利影响，集中统筹出口企
业新增国外订单情况，鼓励国内国外
两个市场同步发力，全力争取实现今
年贸易增长既定指标。 截至 3 月 3
日， 邵阳市已有 560 家外贸企业复
工，复工率达到 89.6%。
（周超群 陈定海 本报记者 谢作钦）

申请（专利权）人：泰安市卓越装具激光加工有限公司申请号：CN201920680091.6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台式摇臂钻床固定夹紧装置
发明（设计）人：董强、辛显勇、陈自建、马俊玉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青春创业开发区振兴街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台式摇臂钻床固定夹紧装置，包括底座，所
述底座的一侧设有钻床本体，所述钻床本体的一侧位于所述底座上设有操作
台，所述操作台的四周均设有固定夹紧装置，所述固定夹紧装置包括固定柱，
所述固定柱的内部设有第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的内部设有调节柱，所述调
节柱的一侧表面开设有若干调节槽，所述调节柱的一端贯穿所述固定柱，且，
向所述第一空腔的外部延伸与夹块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柱的上方固定设有固
定块，所述固定块的内部设有第二空腔，所述第二空腔与所述第一空腔之间
相连通，所述第二空腔的内部插块，所述插块与所述调节槽相匹配。 有益效
果：提高稳定性，提高了安全性，提高了工作效率。

新注册发明专利集中统一公示 公示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申请（专利权）人：通道立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915266.1
专利名称：一种猪胶及加工工艺
发明（设计）人：黄保国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恭城村（蔬菜二组 8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猪胶及加工工艺，配方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分别是：
80-100 份的野猪骨、20-30 份的野猪皮、15-20 份的党参、15-20 份的山
楂、15-20 份的当归、15-20 份的熟地、3-5 份的黄酒、8-10 份的冰糖和适
量纯净水；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原料选取；步骤二，清洗配料；步骤
三，分次熬煮；步骤四，文火浓煎；步骤五，胶质冷凝；步骤六，切块阴干；该猪胶，采用党
参、山楂、当归和熟地四种滋补中药两次煎水共同熬制猪胶。

申请（专利权）人：黑龙江力维康乳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422843.3
专利名称：一种女士瘦身养颜奶粉
发明（设计）人：许展旭
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工业开发区绥北路西鸡讷公路北侧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女士瘦身养颜奶粉及制备方法， 属乳品加工技术领
域，本发明由以下原料制成：鲜牛奶、混合油、复合维生素、矿物质元素、泛
酸、胆碱、牛油果粉、乳清蛋白粉、胶原蛋白粉、复合益生元、脱盐乳清粉、叶
酸、木瓜粉、葛根粉、烟酸、红枣粉、乳糖、脱脂乳粉、桑葚粉、决明子粉，本发
明的瘦身养颜奶粉的味道香醇好喝且热量低，减肥效果好、停止后不易反弹
且饱腹感好，能替代高热量的食物需求，是女性瘦身养颜的营养补充奶粉。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胜威塑料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247166.7
专利名称：一种高性能聚丙烯塑料包装桶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孙金鹏、乔书强
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古盛路 15 号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性能聚丙烯塑料包装桶， 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组
分：聚丙烯树脂 100 份、聚丙烯接枝马来酸酐 2-8 份、硬脂酸锌或 N,N'- 乙撑
双硬脂酰胺或者硬脂酸钙 0.5-5 份、偶联剂 0.5-1.5 份、聚丙烯蜡 1-3 份、
钛白粉 1-3 份、 水镁石纤维 5-20 份、 海泡石纤维 3-15 份、 硅灰石纤维
3-15 份。 本发明塑料包装桶具备较高力学强度、硬度和承载能力、较高耐热
变形、防泄漏、抗静电和具备阻燃效果等良好的综合性能。
申请（专利权）人：永州市永旺爆破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96189.X
专利名称：一种基于施工现场的人员管理方法
发明（设计）人：唐庚华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朝阳办事处诸葛庙村二组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施工现场的人员管理方法，属于施工管理技术
领域，包括下列步骤：在入口处设置识别装置，输入施工人员的特征信息，上传至识
别装置；在进入时，在施工人员身上安装定位装置；在管理处设置监控室，监控区域包括
施工场内部所有位置同时监控施工人员位置， 监控室同时与定位装置连接；
将监控信息上传至监控室内部终端设备供查看； 该发明根据预先存储工作
人员的个人信息、 采集到所有佩戴所述定位终端进入所述施工现场的工作
人员的实时脸部信息与工作人员在施工现场中的实时定位信息， 实时地获
取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的现场信息，从而实现对工作人员的管理。

申请（专利权）人：永州市永旺爆破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96198.9
专利名称：一种施工安全监理方法
发明（设计）人：唐庚华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朝阳办事处诸葛庙村二组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施工安全监理方法，属于施工管理技术领域，包括
下列步骤：设置施工限制进入通道；在施工现场安装若干监视器，设置监视
器集中控制室；在进入通道旁设置材料进入检测；在施工板房处设置门禁系
统，同时门禁系统与监视器连接；将监视信息上传至控制室，通过控制室观
看施工场地内部信息； 该发明提供的施工安全监理方法可以对工程质量起
到智能监控，操作简单，工程安全更有保障，同时对施工所用的材料进行管
理检测，防止施工过程中材料的丢失与偷窃。

申请（专利权）人：桂林客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号：CN201911024636.9
专利名称：一种电动汽车增程器控制方法 发明（设计）人：杨玉辉、田留胜、刘卫、沈
俞丞、杨晓云、李嘉园、邓青、蒙承秦、黄伟建、何益同、白桦、卢乾兵、罗俊、黄仕阳、黄
磊、张旭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苏桥经济开发区苏桥（工业）园广州街 9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增程器控制方法，其包括监控针对增程器
的工况进行选择触发操作，增程器工作模式具有自动模式、手动模式、关闭
模式、峰值模式及跛行模式中至少选择触发一种模式；增程器设有用于人机
交互的控制翘板开关及显示仪表； 根据选择触发操作切换控制翘板开关的
档位以启用增程器的工作模式； 根据电动汽车的工作状态进行判断增程器
选择的工作模式是否满足启动条件；若是，则启动增程器选择的工作模式，
使增程器根据电动汽车的工作状态输出满足电动汽车正常工作的功率；本
发明具备多种工况模式应对不同工作状态下， 不同工况模式输出不同的功
率满足功率的需求，降低增程器的油耗和提高工作效率。

申请（专利权）人：湘潭中创电气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388485.4
专利名称：一种高温冶炼炉进料口防堵疏通装置
发明（设计）人：颜爱囯、娄志林、颜玲轩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楚天北路东方金谷产业城二期 D07 栋 1107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温冶炼炉进料口防堵疏通装置。它包括固定
安装于冶炼炉进料平台上且位于下料斗外围上方的支架， 支架的中心固定
安装有一个气缸；气缸的活塞杆下端安装有一个气动振动马达，气动振动马
达的下部安装有冲击头；冲击头的外径略小于下料斗底部的进料口的内径，
气缸的中心轴与进料口的中心线重合；当气缸的活塞杆收缩时，气动振动马
达及其冲击头停留在下料斗上部，当气缸的活塞杆伸出时，带动气动振动马
达向下运动，使其冲击头进入进料口内，将进料口四周凝结的物质冲下而进
入冶炼炉内；装置与可编程控制器 PLC连接，控制装置定时间断性震动疏通
进料口。 本实用新型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安全环保。

申请（专利权）人：西安天泽利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973670.4
专利名称：一种盲插式自锁连接器 发明（设计）人：杨海涛、王平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西部大道西段 190 号晟源科技基地 5
号楼 1 层 E 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盲插式自锁连接器，包括插头和插座；所述插头包
括插头外壳，密封套套设于插头外壳外；插头外壳的右端设有第一台阶孔，
钢珠放置于第一台阶孔内；插头绝缘子固定于插头外壳内，插头内导体固定
于插头绝缘子内，接触头固定于插头外壳内并连接插头内导体；所述插座包
括插座内导体，插座绝缘子套设于插座内导体外，插座外壳套设于插座绝缘
子外，插座外壳的外壁中部设有插座凹槽。 本发明采用钢珠自锁的形式，自
锁紧后不需要辅助固定，且相对于现有的钢珠自锁连接器，体积更小，能够
适应更多的操作环境。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华源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53368.5
专利名称：一种热反射涂料及其涂装方法
发明（设计）人：陆峰、徐海飞、马国栋、 季生兵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6085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热反射涂料，包含了经过配比的氟碳树脂和丙烯酸
树脂，使得涂料可以直接在无固化剂的条件下烘烤固化，物理性能优异，同
时配合热反射颜料，使得整体涂层耐候佳、TSR(总太阳能反射率)高，使用到
屋顶和前面能起到室内温度调节的功能，降低能耗。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中恒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068861.2
专利名称：一种高压冷水气动清洗机
发明（设计）人：周济浩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石柱镇姓傅村富民路 61 号
摘要：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压冷水气动清洗机，包括底板，所述底板的前侧
固定连接滤清器、贮气罐和空气过滤装置，所述贮气罐位于滤清器和空气过
滤装置之间，所述底板的后侧设有单缸双作用泵和气缸，所述单缸双作用泵
与气缸的活塞杆通过活塞杆连接器连接，所述气缸上设有自动换向装置，所
述自动换向装置分别与贮气罐及气缸连通， 所述滤清器通过管路分别与单
缸双作用泵的进液口和水源连通， 所述单缸双作用泵的出液口通过管路连
接清洗枪，所述空气过滤装置分别与气源和贮气罐连接。 本发明是单纯机械
结构，没有任何电路，杜绝了电动清洗机易漏电伤人的安全隐患，具有结构
简单、安全环保、性能稳定、自动保护和使用寿命长特点。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澎达自控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004918.2
专利名称：瀑布落差发电方法及装置 发明（设计）人：侯小迅、侯冈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未英胡同 49 号 2 号楼 8A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瀑布落差发电方法及装置。 瀑布落差发电装置包括
机架，机架上从上到下安装 N个做功模块。 做功模块包括转轮，转轮上安装
多个储水桶，转轮底部下方安装接水漏斗，接水漏斗旁设有翻转挡板，转轮
安装在中心转动轴上，最上面的做功模块的转轮顶部上方安装注水漏斗，接
水漏斗、注水漏斗下方为注水位置，注水漏斗置于瀑布水流落口处的瀑布导
流槽的出水口下方。 采用第一发电方式时，所有做功模块通过齿轮传动机构
共同与一发电模块连接，发电模块安装在机架底部。 采用第二发电方式时，
每个做功模块各自与一发电模块连接而组成单元模块， 各发电模块并联连
接输出。 本发明利用瀑布的落差实现发电，发电效率高，充分利用了瀑布这
种自然资源。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中农寻蜜人生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651510.3
专利名称：一种养蜂箱 发明（设计）人：黄强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站前路 11 号 3号楼一层 8106 室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养蜂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养蜂箱。 该养蜂箱包括
内部具有容纳腔室，一端面上设有开口，侧壁上设有至少一个蜜蜂进出口的
箱体；至少一个设置在所述箱体内，与所述箱体内侧壁相连接的巢脾；设置
在所述箱体内底端，与所述箱体内侧壁连接，且蜜蜂无法穿过的过滤网；设
置在所述蜜蜂进出口处，与所述蜜蜂进出口相配合的盖体；以及设置在所述
箱体开口处，与所述箱体开口形状相配合，且与所述箱体转动连接的盖板；
所述盖板上设有一用于清理所述过滤网下方杂物的清理槽口。 采用上述方
案，不仅解决了不开箱观察蜂箱内状况的问题，同时可以不开箱对蜂箱内的
杂物进行清理，而且能够方便快捷进行取蜜操作。

申请（专利权）人：安徽谐和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427385.8
专利名称：一种防弹非金属复合材料板材
发明（设计）人：徐祥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高沟镇隆兴村（1-3幢）
摘要： 提供了一种防弹非金属复合材料板材， 其特征在于， 它为迎弹面层
(1)、支撑面层(2)以及所述两层之间辅以粘结剂层(3)压合而成的结构；所述
迎弹面层(1)为多层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无纬布的叠加压制结构；所述支
撑面层(2)为聚甲醛板材，所述粘结剂层(3)为水性聚氨酯固化层。该板材结合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通过形变缓弹头冲击特性和聚甲醛的抗反复冲击
性能和疲劳强度。

申请（专利权）人：安徽笃舜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20188616.5
专利名称：一种全自动在线清洗机 发明（设计）人：岳彩民、许梦醒、黄碧龙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宿马园区科创中心 2 号楼 10 层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全自动在线清洗机，包括润洗系统、清洗系统、
碱洗系统、注射液系统和纯化水系统，所述润洗系统包括润洗罐，润洗罐的
顶部进水口连接注射用水管道和纯蒸汽进管， 润洗罐的底部出水口通过供
液管道连接卫生型离心泵；清洗系统包括清洗罐；碱洗系统包括碱液桶，碱液桶通
过计量泵连接到供液管道；卫生型离心泵的一个出口通过管道连接废水排放管
道，另一个出口连接到换热器的水进口，换热器的水出口通过管道连接 CIP
供水管道，该管道上设有涡街流量计；本实用新型不使用工程手段，利用设
备代替工程手段实现的在线清洗系统；具有人为干扰因素小，重现性好，可
移植性强，可缩短制药的洁净卫生领域生产线的建设时间等优点，值得大力
推广。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七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30750951.X
专利名称：指甲油瓶
发明（设计）人：胡芳馨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研展路 445 号 4 幢 13层 1302 室
摘要：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指甲油瓶。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
本外观设计产品作为容器，用于盛装美甲指甲油、美甲印油。3．本外观设计
产品的设计要点：产品的形状。 4．最能表明本外观设计设计要点的图片或
照片：立体图。5．省略视图：主视图与后视图对称，故省略后视图；左视图与
右视图对称，故省略右视图。 6．本产品瓶体 A 部位的圆内为透明。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秀域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789072.1
专利名称：仙鹤表演设备
发明（设计）人：吕圣龙、于建平、马超、张燕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 15 号 3号楼一层 101 室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仙鹤表演设备，包括：具有并列安置且位于水下的
一对导轨的轨道系统； 安置在轨道系统上方且具有沿其一对导轨行走的行
走车体的行车系统；安装在行走车体上且相对其旋转的旋转系统；以及安装
在旋转系统上的用于模拟仙鹤俯仰及迈步动作的仙鹤系统。 本发明的仙鹤
表演设备，可模拟并动态再现仙鹤迈步移动的动作，增加表演的观赏性。

申请（专利权）人：宝鸡地通汽车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825149.1
专利名称：一种工装浮动定位装置 发明（设计）人：罗宝珊、王荆腾、张晓东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 195 号院 5 号楼 C 座 3层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工装浮动定位装置,包括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之
间通过纵向滑杆连接，所述纵向滑杆上方设置有横向滑杆，所述纵向滑杆和
所述横向滑杆外侧均开设有定位孔， 所述横向滑杆的两端均通过连接杆连
接有套管，所述套管套在所述纵向滑杆外侧，所述横向滑杆外侧安装有滑动
座，所述滑动座与所述套管的侧面均开设有安装孔，所述安装孔内部安装有
定位组件，所述滑动座的上表面安装有定位浮板。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
有益效果在于：利用纵向滑杆调节定位浮板在纵向的位置，利用横向滑杆调
节定位浮板在横向的位置，利用定位组件与定位孔之间的配合，将定位浮板
连同汽车底盘固定在合适位置，使其对准车身，有助于汽车底盘与车身的合
装。

申请（专利权）人：安徽烈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30406960.1
专利名称：玩偶（Sunshine）
发明（设计）人：赵家琦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霞路北、佛掌路东 2# 厂房
摘要：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玩偶（Sunshine）。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
途：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玩具及装饰。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
状与图案的结合。4.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立体图。5.本外观设计
产品的底面为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看不到的部位，省略仰视图。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亚铭威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958211.9
专利名称：药品包装盒检测剔废装置及其检测剔废方法
发明（设计）人：张本亮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凤凰山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药品包装盒检测剔废装置，解决了现有技术的不足，
技术方案为：上传送带的下表面与扁平包装盒的上表面贴合，下传送带包括
下传送带水平部和下传送带斜向部， 下传送带水平部与下传送带斜向部的
连接处由转换辊进行折弯形成斜向下的钝角， 下传送带水平部的上表面与
扁平包装盒的下表面贴合，下传送带水平部的输入端朝向前道工序，下传送带斜向
部朝向废品回收区，后续传送带与转换辊之间存在有一个供废品向下运动的空
格位，后续传送带为水平传送带，所述剔废动作装置在空格位处将被认定为
废品的扁平包装盒从上传送带的下表面剔除至下传送带斜向部。

申请（专利权）人：泰安市卓越装具激光加工有限公司申请号：CN201920651788.0
专利名称：一种便于固定和拆卸且具有防雨功能的地铁信号机支架
发明（设计）人：董强、辛显勇、陈自建、马俊玉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青春创业开发区振兴街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于固定和拆卸且具有防雨功能的地铁信号
机支架，包括安装底座，所述安装底座上设有调节座，所述调节座内贯穿设有螺杆
一，所述螺杆一外侧套设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块与所述螺杆一螺纹连接，所述
限位块两侧对称设有活动杆，所述活动杆与所述限位块活动连接，所述活动
杆远离所述限位块一端设有活动轴一，所述活动轴一上套设有连接架，所述
连接架通过活动轴二与所述调节座活动连接，所述连接架一侧有固定环，所
述固定环内贯穿设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上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贯穿设有螺杆
二，所述螺杆二一端与电机的输出端相连接，所述电机固定在所述滑槽内。 有
益效果：防止雨水直接长期累月落在支撑柱上，对支撑柱造成腐蚀损坏。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磨家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30399824.4
专利名称：垃圾厢房门体
发明（设计）人：郭笑琛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泉口路 96 号
摘要：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垃圾厢房门体。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
用于一种作为垃圾厢房的门体。 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门外框
的增厚包边设计，开合门体上的 R60 圆角设计，区别于传统标识更为新颖的
标识图案设计，以及上述各特征的有机结合。 4.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
照片：设计 1 使用状态立体图。 5.请求保护的外观设计包含色彩。 6.指定设
计 1 为基本设计。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无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30295293.4

专利名称：古筝支架

发明（设计）人：毛治平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环城东路 101 号

摘要：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古筝支架。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本外

观用于竖直放置古筝等乐器。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状。4.最

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展开状态图 1。

申请（专利权）人：安徽笃舜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0468406.6
专利名称：填料塔
发明（设计）人：岳彩民;许梦醒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宿马园区科创中心 2 号楼 10 层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填料塔，包括有填料塔体，填料塔体内设有填料和
填料支撑装置，填料塔体底部设有进气口和出液口，所述填料塔体顶部设有
通孔，所述通孔内设有进料管，通孔和进料管之间的环形通道形成出气口，
进料管的底部连通有底部封口的内倒漏斗， 内倒漏斗外套装有底部封口的
外倒漏斗，内倒漏斗的环形锥部以及外倒漏斗的底部均开有若干出液孔。本
实用新型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进料管液体分配不均匀的难题， 具有出料分配
均匀、不受进液流速影响的突出优点。本实用新型将吃气口和进液口设置在
同一位置，将填料塔顶的空间也合理利用，增强了其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制
造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