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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中建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南京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5MA1WL7UG3F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004(4) 

成立时间：2018年6月11日 

负责人：刘湘舟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福园街133号1918室 

联系电话：13851511117 

执业代理师：刘湘舟、王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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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轻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MKJML1G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12(14) 

成立时间：2016年5月19日 

负责人：朱虹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秣周东路12号（南京紫金

（江宁）科技创业特别社区） 

联系电话：025-52171666 

执业代理师：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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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中知法苑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1CAJJ0Y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26(1) 

成立时间：2020年6月10日 

负责人：李明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文景路99号6幢1023室 

联系电话：15801302449 

执业代理师：张博雅、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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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众合诚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2BWJB0L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46(34) 

成立时间：2020年10月9日 

负责人：刘珊珊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园西路180号

A513室 

联系电话：025-58229952 

执业代理师：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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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三聚阳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MML4R26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50(8) 

成立时间：2016年8月12日 

负责人：王鑫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秣周东路12号 

联系电话：025-52179716 

执业代理师：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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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北京挺立专利事务所（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MRXA50C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65(5) 

成立时间：2016年8月23日 

负责人：李苏哲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古平岗4号紫金智梦园C座2

楼205室 

联系电话：025-85912356 

执业代理师：李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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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京睿博行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Y8XKQ31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97(10) 

成立时间：2020年3月31日 

负责人：杨传凤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芝兰路18号4幢 

联系电话：18655272918 

执业代理师：张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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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北京龙双利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262TMR7F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29(2) 

成立时间：2021年5月25日 

负责人：王君 

住所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2号世茂城品国际广

场C座10楼1002号 

联系电话：010-82606695 

执业代理师：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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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北京品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25J2A67P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32(13) 

成立时间：2021年4月15日 

负责人：陈金忠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金兰路2号绿地之窗商务广场B-1幢

1513室 

联系电话：025-58760997 

执业代理师：陈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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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44(2)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1日 

负责人：李玲玉 

住所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8号新城科技园国际研发

总部园5A栋11-12层 

联系电话：025-89601106 

执业代理师：李玲玉、曹义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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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北京弘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63(11)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11日 

负责人：许伟群 

住所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浦口高新区高新路9号自主创

新广场4层402室 

联系电话：025-58852951 

执业代理师：许伟群、逯长明、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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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北京德崇智捷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1MA1MJ3Q73C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67(1) 

成立时间：2016年3月16日 

负责人：张燕宁 

住所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太平门街6号金陵御花园贵宾楼

1706 

联系电话：025-84817958 

执业代理师：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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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北京翔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4MA1X80JQ6J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80(1) 

成立时间：2018年9月27日 

负责人：向维登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2号1003室 

联系电话：025-85991010 

执业代理师：向维登、黄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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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北京中政联科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89(13) 

成立时间：2019年9月2日 

负责人：周巍 

住所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545号 

联系电话：18550511078 

执业代理师：周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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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北京力量专利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UY85A79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504(5) 

成立时间：2018年3月30日 

负责人：丁仕红 

住所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幕府东路199号A7栋210室 

联系电话：13405859909 

执业代理师：李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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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北京汇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253K428A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531(5) 

成立时间：2021年1月27日 

负责人：霍从芳 

住所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工农新村288号-218 

联系电话：025-83707782 

执业代理师：霍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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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北京众达德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245R5J27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570(11) 

成立时间：2021年1月22日 

负责人：查薇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西路2号百家湖科

技产业园B区5栋（科创时代）109室二楼 

联系电话：025-86199165 

执业代理师：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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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北京思创大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MQJY09D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14(2) 

成立时间：2016年9月28日 

负责人：刘亭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95号江苏议事园大

厦2012室 

联系电话：025-83323043 

执业代理师：刘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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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北京卓岚智财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

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0PBWA2F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24(6) 

成立时间：2019年12月27日 

负责人：蒋真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101号北外滩水

城第十四街区03幢109室 

联系电话：13770560835 

执业代理师：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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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北京云嘉湃富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266URE7F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78(3) 

成立时间：2021年6月11日 

负责人：王龙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金兰路1号绿地之窗商务

广场1幢1812室 

联系电话：010-65501101 

执业代理师：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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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北京沁优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4MA21XP6AXX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84(2) 

成立时间：2020年9月11日 

负责人：周庆路 

住所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18号16层C2 

联系电话：025-89665371 

执业代理师：周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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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北京智绘未来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25TEBW3X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89(1)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5日 

负责人：张浩 

住所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庙10号02栋智慧城市产业园

1楼107-7室 

联系电话：010-62535882 

执业代理师：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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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上海精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4MA1QX70NXR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53(30)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22日 

负责人：吉艾艾 

住所地址：南京市秦淮区虎踞南路102号1014室 

联系电话：15161558965 

执业代理师：肖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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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80(1) 

成立时间：2020年9月4日 

负责人：袁敏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扬子江大道208号涵碧楼金

融中心C座6层 

联系电话：025-85515200 

执业代理师：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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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江宁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MQGH88B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0(11)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3日 

负责人：王美章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芝兰路18号4幢（江宁高新区） 

联系电话：025-86853736 

执业代理师：王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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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高新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NAAUU8L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0(19) 

成立时间：2020年5月7日 

负责人：石艳红 

住所地址：南京市高新开发区高科二路9号B幢二楼 

联系电话：025-86649148 

执业代理师：石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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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江北新区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7(13)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3日 

负责人：刘丰 

住所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浦滨路211号扬子科创中心B座12楼 

联系电话：025-58185021 

执业代理师：刘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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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江宁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MQD2L04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24(12) 

成立时间：2016年12月1日 

负责人：朱远枫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芝兰路18号4幢（江宁高新园） 

联系电话：18652094056 

执业代理师：朱远枫、韩红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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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无锡华源专利商标事务所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28(1) 

成立时间：2020年4月13日 

负责人：严梅芳 

住所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兰花路19号2号楼 

联系电话：0510-82759668 

执业代理师：严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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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江宁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37(9) 

成立时间：2021年3月25日 

负责人：李生臣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327号城

建大厦12楼 

联系电话：15005149199 

执业代理师：李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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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溧水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37(10) 

成立时间：2021年5月26日 

负责人：张红霞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中山西路21号工信大楼3楼 

联系电话：025-56619695 

执业代理师：张红霞、马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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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南京业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江

宁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26874985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321(2) 

成立时间：2021年6月15日 

负责人：李静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吉大道1号（江宁开发区） 

联系电话：025-52626926 

执业代理师：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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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合肥东信智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南京鼓

楼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251EQ12L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4143(3) 

成立时间：2021年5月6日 

负责人：刘寒冰 

住所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5号南工大科技创新大

楼B座1104室 

联系电话：025-83172205 

执业代理师：刘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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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合肥东信智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南京高

淳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8MA25TR699R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4143(4) 

成立时间：2021年5月10日 

负责人：朱韩军 

住所地址：南京市高淳区东坝信息新材料产业园1335-18号 

联系电话：025-66696669 

执业代理师：朱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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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深圳市兴科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5HB817J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260(10) 

成立时间：2021年3月31日 

负责人：郑云弟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水家湾街84号B

区503-2室 

联系电话：18251963821 

执业代理师：郑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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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深圳市创富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6MA239WTH31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367(29)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27日 

负责人：林霞 

住所地址：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竹丰路5号1幢2432室 

联系电话：0755-25855581 

执业代理师：林霞、齐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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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深圳市兰锋盛世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53N5Y49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504(7) 

成立时间：2021年1月27日 

负责人：赵思纯 

住所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江淼路88号

腾飞大厦11-522室 

联系电话：15395004321 

执业代理师：赵思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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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深圳峰诚志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22R6CY0H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525(4) 

成立时间：2020年10月30日 

负责人：赵爱婷 

住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395号恒通大厦

411室 

联系电话：15021571727 

执业代理师：赵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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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51219(8) 

成立时间：2020年7月28日 

负责人：周盼 

住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泰山路151号新丽华中心20

层 

联系电话：025-69077088 

执业代理师：周盼



— 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