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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三高永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22A07H0Y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138(4) 

成立时间：2021年2月22日 

负责人：李珂珂 

住所地址：无锡市新吴区龙山路2-18-1402 

联系电话：0510-82825390 

执业代理师：李珂珂



— 2 — 

二、北京轻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346437357P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12(17) 

成立时间：2016年11月29日 

负责人：陈晓华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锦溪路99号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

园603-24室 

联系电话：0510-81603202 

执业代理师：陈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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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中恒高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688321821R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49(8) 

成立时间：2019年11月8日 

负责人：刘震 

住所地址：江苏省锡山技术开发区芙蓉中三路99号 

联系电话：13585083048 

执业代理师：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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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三聚阳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3464297953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50(7)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10日 

负责人：刘海尧 

住所地址：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111号软件园天鹅座D座

203室 

联系电话：18013190272 

执业代理师：刘海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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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品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32(3) 

成立时间：2010年7月28日 

负责人：徐鹏飞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堰桥文惠路18-1-1305室 

联系电话：0510-83590877 

执业代理师：杨小双、宋松、冯铁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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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江阴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44(28) 

成立时间：2020年5月9日 

负责人：徐星星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滨江东路2号3812-3816 

联系电话：0510-86689808 

执业代理师：徐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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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无锡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44(29) 

成立时间：2020年8月10日 

负责人：朱彦菁 

住所地址：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钟书路99号无锡国金中心30楼 

联系电话：0510-81833286 

执业代理师：朱彦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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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北京和信华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无锡滨州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90(24)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10日 

负责人：张国权 

住所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599-5（1号楼）三楼305-

3室 

联系电话：13665106188 

执业代理师：张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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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北京中济纬天专利代理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MA1Q2H6E2W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29(32) 

成立时间：2017年8月31日 

负责人：赵海波 

住所地址：江阴市新百业广场二期北楼商务楼12楼1203 

联系电话：0510-86598088 

执业代理师：赵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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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北京中政联科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无锡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1YRJGW2U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89(12) 

成立时间：2019年7月29日 

负责人：谢恺 

住所地址：无锡市新吴区金城东路333-1-707 

联系电话：18351959757 

执业代理师：谢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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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北京市领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MA1MUH1J08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590(2) 

成立时间：2018年9月8日 

负责人：陈有业 

住所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珠江路205号 

联系电话：18600738377 

执业代理师：陈有业、王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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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北京和联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3MA228EFMXH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21(26) 

成立时间：2020年10月30日 

负责人：穆小燕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中山路531-2205 

联系电话：15190031993 

执业代理师：穆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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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无锡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65(3) 

成立时间：2021年2月5日 

负责人：韦丹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中南路106号京师律师大厦 

联系电话：0510-68576808 

执业代理师：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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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北京华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22JM8666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76(21) 

成立时间：2020年10月10日 

负责人：刘文华 

住所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100号科教软件园17号楼401

室 

联系电话：0510-85189585 

执业代理师：刘秀颖、刘文华、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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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1N92GQ9X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23211(1) 

成立时间：2016年11月25日 

负责人：张勇 

住所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100号 

联系电话：0510-85191287 

执业代理师：张勇、彭素琴、林娟、仇钰莹、王海婷、刘景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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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上海顺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江阴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MA1P0JDT39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03(1) 

成立时间：2017年5月18日 

负责人：蒋骏杰 

住所地址：江阴市澄江中路159号A座1102-1室 

联系电话：0510-81602390 

执业代理师：蒋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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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上海浦一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3MA1XTT7193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11(1) 

成立时间：2019年6月18日 

负责人：戴广志 

住所地址：无锡市梁溪区钟书路99号国金中心2313号单元 

联系电话：13901902807 

执业代理师：戴广志



— 18 — 

十八、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江阴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71(1) 

成立时间：2021年2月20日 

负责人：吴磊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澄江中路159号D座5楼 

联系电话：0510-81602390 

执业代理师：吴磊、华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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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上海诺衣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无锡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3MA1WBBFM3F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98(2) 

成立时间：2018年3月24日 

负责人：衣然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人民中路123-3109 

联系电话：021-36401186 

执业代理师：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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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591139214R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0(12)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3日 

负责人：赵华 

住所地址：无锡市江阴市澄江中路159号A座713室 

联系电话：025-86853736 

执业代理师：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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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206BD73B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0(14) 

成立时间：2019年10月24日 

负责人：李想 

住所地址：无锡市新吴区天山路6-2903 

联系电话：0510-85258835 

执业代理师：余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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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南京苏高专利商标事务所宜兴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4(2) 

成立时间：2010年5月4日 

负责人：向文 

住所地址：宜兴市新街街道兴业路298号卓易软件大厦1504-

1室 

联系电话：0510-87486988 

执业代理师：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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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南京苏高专利商标事务所无锡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4(8) 

成立时间：2014年1月28日 

负责人：张弛 

住所地址：无锡市锡山区府北路18号f栋101 

联系电话：0510-88205729 

执业代理师：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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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南京天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宜兴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18(1) 

成立时间：2010年3月9日 

负责人：刘成群 

住所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绿园路31号 

联系电话：0510-80200070 

执业代理师：高原、刘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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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无锡盛阳专利商标事务所经开区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27(1) 

成立时间：2020年8月3日 

负责人：顾吉云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经济开发区嘉业财富中心6-704 

联系电话：0510-68880768 

执业代理师：顾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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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常州佰业腾飞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无锡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209KP38G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31(4) 

成立时间：2019年10月24日 

负责人：姜晓钰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清源路18号530大厦C栋508-

1 

联系电话：0510-85383085 

执业代理师：姜晓钰、毛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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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常州佰业腾飞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宜兴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2MA220ND32R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31(6) 

成立时间：2020年7月21日 

负责人：王巍巍 

住所地址：江苏省宜兴市新街街道同峰村 

联系电话：0510-87665676 

执业代理师：王巍巍、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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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宜兴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37(11) 

成立时间：2021年6月23日 

负责人：黄振华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万达中心写字楼2609室 

联系电话：0510-87077557 

执业代理师：黄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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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南京正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43(8) 

成立时间：2016年12月26日 

负责人：姜梦翔 

住所地址：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堰新路311号3号楼1211室 

联系电话：0510-83692088 

执业代理师：姜梦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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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苏州市中南伟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无锡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57(3) 

成立时间：2016年7月25日 

负责人：杨慧林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清扬路333号南长创业大厦

11楼1109室 

联系电话：0510-85747422 

执业代理师：夏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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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苏州国诚专利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6MA1XJB4LX5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93(1) 

成立时间：2018年12月3日 

负责人：陶纯佳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探索路6号B610室 

联系电话：0510-66928811 

执业代理师：陶纯佳、陈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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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南京中高专利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92MA22U1JJ5P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333(4)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9日 

负责人：陈章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八街1-2202-6号厂房 

联系电话：15861655942 

执业代理师：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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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深圳市创富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1XCRHKX7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367(4) 

成立时间：2018年11月9日 

负责人：张天平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野花园80号北大楼177室 

联系电话：0510-86885033 

执业代理师：张天平、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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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昆明合众智信知识产权事务所无锡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53113(21) 

成立时间：2018年12月4日 

负责人：汤文旋 

住所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广益路287-1403 

联系电话：18068293303 

执业代理师：汤文旋



— 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