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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071087051F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127(1) 

成立时间：2013年5月7日 

负责人：李辉 

住所地址：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锦峰路158号101PARK5幢 

联系电话：13520300150 

执业代理师：童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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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57050670D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27(7) 

成立时间：2010年8月2日 

负责人：王萍 

住所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

园区星桂街33号凤凰国际大厦2404单号 

联系电话：13951107591 

执业代理师：王萍、李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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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银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1NJPFR8D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43(2)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28日 

负责人：张敬强 

住所地址：苏州高新科技城学森路9号 

联系电话：0512-66932678 

执业代理师：张敬强、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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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众合诚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5822688153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46(4) 

成立时间：2013年8月1日 

负责人：王熙文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9号 

联系电话：0512-65151461 

执业代理师：王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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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三聚阳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593965675J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50(2) 

成立时间：2012年3月21日 

负责人：项凯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209号 

联系电话：13331115859 

执业代理师：王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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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北京工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66(1) 

成立时间：2014年3月7日 

负责人：郭一斐 

住所地址：苏州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9号5号楼9层 

联系电话：18610257496 

执业代理师：郭一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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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3389621433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70(3)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2日 

负责人：陈万青 

住所地址：苏州高新区学森路9号知识产权聚集区4号楼 

联系电话：0512-66896661 

执业代理师：陈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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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北京同恒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62925830U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75(2) 

成立时间：2010年7月28日 

负责人：杨慧红 

住所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

园区华池街88号2幢906室 

联系电话：0512-68700826 

执业代理师：叶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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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北京林达刘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NQG558Q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77(3)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25日 

负责人：李茂家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98号太平金

融大厦1104室 

联系电话：0512-85187039 

执业代理师：张淏、李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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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北京连和连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331228747C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278(3) 

成立时间：2013年6月7日 

负责人：李静方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北京西路6号西楼609室 

联系电话：0512-53739109 

执业代理师：李静方、夏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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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北京国昊天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323653639L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15(1) 

成立时间：2015年1月30日 

负责人：李潇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平街388号腾飞创新园

A1栋808室 

联系电话：010-59946677 

执业代理师：李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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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北京一格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昆山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16(5) 

成立时间：2014年3月28日 

负责人：赵永伟 

住所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花都艺墅102号楼610室 

联系电话：18912687870 

执业代理师：赵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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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北京商专润文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20K33FXE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17(7) 

成立时间：2020年4月17日 

负责人：赵春正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9号5号楼805

室 

联系电话：0512-68780355 

执业代理师：赵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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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北京鸿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科技城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086951957T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27(2) 

成立时间：2014年2月25日 

负责人：姜虎 

住所地址：苏州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9号 

联系电话：0512-66801692 

执业代理师：姜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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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北京品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072772181H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32(5) 

成立时间：2013年6月7日 

负责人：刘臣刚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嘉瑞巷8号乐嘉大厦1012室 

联系电话：0512-89573889 

执业代理师：刘臣刚



— 16 — 

十六、北京汇信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346163843K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35(5) 

成立时间：2015年6月3日 

负责人：陈红 

住所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港城大道城西桥北侧1幢 

联系电话：18915703233 

执业代理师：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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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北京科亿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3982072626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50(13) 

成立时间：2014年6月4日 

负责人：刘艳春 

住所地址：苏州市吴中区金枫路216号东创科技园B2号楼801

室 

联系电话：0512-80962660 

执业代理师：刘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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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北京同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09405026XC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57(2) 

成立时间：2014年2月25日 

负责人：刘洪勋 

住所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东华林街118号2幢801室 

联系电话：0512-62529888 

执业代理师：刘洪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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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北京远大卓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苏州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69(3) 

成立时间：2013年7月2日 

负责人：薛菲 

住所地址：苏州市高新区浒关镇新浒商业城一幢414 

联系电话：18015559207 

执业代理师：薛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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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北京智汇东方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91(1) 

成立时间：2015年7月15日 

负责人：薛峰 

住所地址：苏州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9号 

联系电话：0512-66890933 

执业代理师：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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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北京卓恒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Y3UJ682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394(9) 

成立时间：2019年6月6日 

负责人：王珂瑜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西二环路1188号23号

楼315室 

联系电话：0512-63539573 

执业代理师：王珂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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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北京金智普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1A9HRXK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01(9) 

成立时间：2020年4月24日 

负责人：徐会娟 

住所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方泾路10号1号楼402室 

联系电话：0512-67233861 

执业代理师：徐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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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北京风雅颂专利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5MG5P55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03(12)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1日 

负责人：苏婷婷 

住所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

园区新平街388号24幢1层北侧Desk25（集群登记） 

联系电话：13812751900 

执业代理师：李晓楠、苏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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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北京天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MA1XWD2U75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21(19) 

成立时间：2019年3月19日 

负责人：宋凌林 

住所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178号（自主创新广场2号楼2B035

工位（集群登记）） 

联系电话：13775788466 

执业代理师：宋凌林



— 25 — 

二十五、北京科家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MA1W3LL059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27(8) 

成立时间：2018年3月22日 

负责人：王策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华元路188号3层B8307-02室 

联系电话：18862117651 

执业代理师：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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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北京超凡宏宇专利代理事务所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63(11) 

成立时间：2020年6月11日 

负责人：黄亚茹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吴中东路175号1003室 

联系电话：0512-83987668 

执业代理师：黄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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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北京精金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X1WAN3X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70(3) 

成立时间：2018年8月27日 

负责人：张黎 

住所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236号博济苏印智造1幢529

室 

联系电话：13179602811 

执业代理师：刘俊玲、张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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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北京瀚仁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YJ5UD48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82(2) 

成立时间：2019年6月17日 

负责人：周春梅 

住所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中银惠龙大厦1幢1610B室 

联系电话：0512-67484996 

执业代理师：周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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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北京中政联科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XLHTUXY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489(7) 

成立时间：2018年12月27日 

负责人：张磊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东城商业广场1幢104

号 

联系电话：13862510238 

执业代理师：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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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北京众达德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25QYTN2G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570(22)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8日 

负责人：姚萱萱 

住所地址：昆山市玉山镇萧林路699号大德玲珑商苑7号楼

3007 

联系电话：13914983286 

执业代理师：姚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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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北京华智则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1XGPRP0X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573(1) 

成立时间：2018年12月14日 

负责人：姜子朋 

住所地址：苏州市高新区瞰湖生活广场23幢2706室 

联系电话：18852407772 

执业代理师：姜子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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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北京科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21FX25X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595(2) 

成立时间：2020年8月3日 

负责人：徐红岗 

住所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328号创意产业园8-201-003

单元 

联系电话：0512-67862306 

执业代理师：徐红岗、刘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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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北京盛凡智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22KKHF7J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16(4) 

成立时间：2020年10月27日 

负责人：梁永昌 

住所地址：苏州市吴江区 

联系电话：0512-88858960 

执业代理师：梁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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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北京和联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1TCWDJ63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21(4)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6日 

负责人：吴昌旭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湖街道观塘

路1号西交大漕湖科技园C幢902室 

联系电话：13338666771 

执业代理师：吴昌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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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北京卓岚智财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

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1YKMAX2C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24(3) 

成立时间：2019年6月20日 

负责人：葛传勇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太仓市城厢镇太仓世纪广场财富商务

大厦1115室 

联系电话：0512-33009570 

执业代理师：葛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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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北京中创博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MA260A9510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36(4) 

成立时间：2021年6月15日 

负责人：梁海波 

住所地址：苏州市人民路3188号19幢806室 

联系电话：18615353769 

执业代理师：梁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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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北京润川律师事务所苏州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43(1) 

成立时间：2019年8月10日 

负责人：张超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10号新联大厦南楼

804 

联系电话：0512-68275925 

执业代理师：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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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北京华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1W3WEP5A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76(2) 

成立时间：2019年7月31日 

负责人：张强 

住所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南湖路125号13幢4层C410-

1室 

联系电话：18018192995 

执业代理师：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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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北京索睿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2336KY1Q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79(5)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18日 

负责人：曹蓓蓓 

住所地址：昆山开发区春旭路16号4层M37 

联系电话：17751229907 

执业代理师：曹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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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北京沁优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40A896A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684(7) 

成立时间：2021年1月21日 

负责人：田婕 

住所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科营路2号中新生态大厦12层1207-

17室 

联系电话：18962633061 

执业代理师：田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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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北京智行阳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26GUFY9G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738(7) 

成立时间：2021年7月13日 

负责人：叶鑫 

住所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19号（国泰新天地广场）

Z713 

联系电话：18952445094 

执业代理师：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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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北京棘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MA25BD2U9H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740(5) 

成立时间：2021年4月15日 

负责人：苗冠军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相城大道168号A座

1621室 

联系电话：0512-65939983 

执业代理师：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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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北京哌智科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57PE27Y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745(6) 

成立时间：2021年3月5日 

负责人：张璇 

住所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

区集贤街88号1#楼的第9层910室 

联系电话：18896525703 

执业代理师：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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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北京哌智科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昆山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25FLKD84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11745(14)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6日 

负责人：包加健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陆家镇新民路55号4号房602

室 

联系电话：18896525703 

执业代理师：包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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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上海翼胜专利商标事务所昆山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18(1) 

成立时间：2009年11月2日 

负责人：董巧新 

住所地址：江苏省昆山市柏廬中路401号7-27室 

联系电话：0512-57562165 

执业代理师：郭亚芳、陈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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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上海思微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37(1) 

成立时间：2014年4月1日 

负责人：周耀君 

住所地址：苏州高新区科技城科灵路78号 

联系电话：0512-68708329 

执业代理师：周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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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上海宏京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5YDTN9P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97(1) 

成立时间：2021年5月31日 

负责人：何艳娥 

住所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118号苏悦广场北楼803

单元 

联系电话：021-61769585 

执业代理师：何艳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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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上海诺衣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1W84JF6J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298(1) 

成立时间：2018年3月20日 

负责人：牛芳玲 

住所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北京西路6号 

联系电话：0512-33060571 

执业代理师：牛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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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上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1XJTLQ8G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1300(5) 

成立时间：2019年8月1日 

负责人：李东玲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9号5栋801室 

联系电话：13586451545 

执业代理师：李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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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南京苏科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598600667W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102(1) 

成立时间：2014年4月3日 

负责人：黄春松 

住所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沙洲西路115号 

联系电话：0512-58286117 

执业代理师：黄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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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南京苏科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XE53K1B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102(5) 

成立时间：2018年11月6日 

负责人：蒋慧妮 

住所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99号苏州纳米园西北区

NW02幢507室 

联系电话：0512-62925350 

执业代理师：蒋慧妮、范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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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051890007L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103(1) 

成立时间：2014年1月17日 

负责人：汪青 

住所地址：江苏省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湖山路2号同济

科技广场1幢201室 

联系电话：0512-52137710 

执业代理师：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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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061835714A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103(2) 

成立时间：2014年1月17日 

负责人：周敏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张家港市经济开发区国泰北路1号科

技创业园 

联系电话：0512-58588243 

执业代理师：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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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083117908R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103(3) 

成立时间：2015年1月30日 

负责人：孙仿卫 

住所地址：苏州市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北京西路6号 

联系电话：0512-53206818 

执业代理师：孙仿卫，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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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园区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N2R9F44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103(4) 

成立时间：2017年2月6日 

负责人：吴芳 

住所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加城花园中心大道西128号幛11D室 

联系电话：0512-69152176 

执业代理师：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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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吴中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1XEE6W3E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103(6) 

成立时间：2018年12月7日 

负责人：陈婷婷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长蠡路99号吴中科技创业园

205室 

联系电话：0512-69152176 

执业代理师：陈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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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20JMKW3G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103(7) 

成立时间：2019年12月16日 

负责人：方中 

住所地址：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西二环路1188号中国·盛泽

纺织科技创业园10幢106室 

联系电话：0512-69152176 

执业代理师：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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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55028321X4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0(16) 

成立时间：2019年10月28日 

负责人：曹毅 

住所地址：苏州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9号 

联系电话：0512-68325930 

执业代理师：曹毅、尹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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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南京苏高专利商标事务所常熟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4(3) 

成立时间：2010年5月4日 

负责人：张俊范 

住所地址：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园联丰路58号管委会大楼

303室 

联系电话：0512-52938020 

执业代理师：张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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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南京苏高专利商标事务所太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4(4) 

成立时间：2010年5月4日 

负责人：丁静静 

住所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北京西路6号 

联系电话：0512-65238389 

执业代理师：吴静波、丁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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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南京苏高专利商标事务所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4(13) 

成立时间：2017年5月9日 

负责人：颜盈静 

住所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采莲大厦513室 

联系电话：0512-65238389 

执业代理师：颜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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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07(14) 

成立时间：2020年6月1日 

负责人：李海春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宝带路1566号新锐科创中心

1幢606.607室 

联系电话：0512-86860265 

执业代理师：万婧、李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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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南京天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1W9E8M6L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18(2) 

成立时间：2018年4月26日 

负责人：瞿网兰 

住所地址：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金港大道辰龙大厦3楼

8318室 

联系电话：0512-56880058 

执业代理师：瞿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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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淮安市科文知识产权事务所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23(1)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21日 

负责人：张舒燕 

住所地址：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湖大道558号 

联系电话：15962216963 

执业代理师：张舒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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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创智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576710566D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24(2)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23日 

负责人：张倩倩 

住所地址：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9号 

联系电话：13913021441 

执业代理师：张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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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吴江汇科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313920457T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24(7) 

成立时间：2014年4月22日 

负责人：董成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科技创业园综合楼 

联系电话：0512-62925286 

执业代理师：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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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吴中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088380887K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24(8) 

成立时间：2014年4月22日 

负责人：陈珉 

住所地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路216号东创科技园1幢

B1楼903室 

联系电话：15805151646 

执业代理师：俞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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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22TQTF9W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24(19) 

成立时间：2020年10月30日 

负责人：范青青 

住所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东方新天地8幢B903室 

联系电话：15996282881 

执业代理师：范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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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太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30(1) 

成立时间：2013年7月2日 

负责人：徐蓓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向阳路29号3楼 

联系电话：0512-53206903 

执业代理师：徐蓓、杨晔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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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常州佰业腾飞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MA1Y3DQ07X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31(3) 

成立时间：2019年4月11日 

负责人：张励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常熟湖山路99号求真楼2-507 

联系电话：18915629866 

执业代理师：滕诣迪、张励



— 71 — 

七十一、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常熟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37(1) 

成立时间：2013年5月21日 

负责人：朱林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南大

道333号202 

联系电话：0512-52075229 

执业代理师：朱林、胡小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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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37(2)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4日 

负责人：王玉国 

住所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178号自主创新广场1号楼313室 

联系电话：0512-67158697 

执业代理师：王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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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南京正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43(5) 

成立时间：2015年7月15日 

负责人：查鑫利 

住所地址：苏州市工业园通园路28号北侧信息大厦11楼C3室 

联系电话：0512-67588283 

执业代理师：查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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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南京利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MA1PB97T8K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56(1) 

成立时间：2018年7月26日 

负责人：王茹 

住所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

园区现代大厦88号物流大厦1802-58室 

联系电话：0512-67624970 

执业代理师：王茹、王锋、赵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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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无锡中瑞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094031691T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59(1) 

成立时间：2019年6月19日 

负责人：陆平 

住所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9号国泰东方广

场11楼1115号 

联系电话：0512-58216613 

执业代理师：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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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无锡市汇诚永信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1MT2WF92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60(1) 

成立时间：2016年10月21日 

负责人：王春丽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双银星座商务广场

1幢906室 

联系电话：0512-68551808 

执业代理师：王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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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无锡市汇诚永信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太仓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1XU9314J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60(5) 

成立时间：2019年1月24日 

负责人：王晨光 

住所地址：太仓市城厢镇上海东路86号太仓世纪广场财富商

务大厦2002室 

联系电话：0512-53996663 

执业代理师：王晨光



— 78 — 

七十八、苏州市方略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姑苏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MA1UQ64J5A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267(1) 

成立时间：2020年10月10日 

负责人：薛寓怀 

住所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178号（苏州自主创新广场7号楼

207室） 

联系电话：0512-68365311 

执业代理师：石磊、刘纯、陈慕禾、薛寓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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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南京中高专利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2143YC6G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32333(1) 

成立时间：2020年4月10日 

负责人：沈雄 

住所地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汇润国际商务广场2幢912室

2层 

联系电话：13776052861 

执业代理师：沈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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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0618614534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202(19) 

成立时间：2015年3月6日 

负责人：黄盼 

住所地址：苏州高新区学森路9号 

联系电话：0512-65360512 

执业代理师：黄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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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广州市红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3391867809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214(9)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30日 

负责人：关家强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干将东路178号科技广场1号楼三楼

301 

联系电话：0512-67876108 

执业代理师：关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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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广州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067685630D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224(9) 

成立时间：2013年7月29日 

负责人：唐清凯 

住所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月亮湾路15号中新大厦1006-

1009室 

联系电话：0512-80816060 

执业代理师：冯右明、唐清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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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深圳市威世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高

新区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1MDEA52F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280(2) 

成立时间：2016年1月13日 

负责人：张庆玲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高新区苏州科技城学森路9号 

联系电话：0755-82839168 

执业代理师：张庆玲、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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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广州市越秀区哲力专利商标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分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3310357936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288(5)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10日 

负责人：曾令军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9号知识产权

聚集区5号楼509 

联系电话：0512-66800098 

执业代理师：曾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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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深圳市创富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24YJGK7A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367(31) 

成立时间：2021年1月8日 

负责人：方文彬 

住所地址：江苏省苏州高新区塔园路379号1幢6楼609-47室 

联系电话：0512-68286020 

执业代理师：方文彬、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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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深圳市宾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2638MG59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459(1) 

成立时间：2021年6月2日 

负责人：张广富 

住所地址：苏州高新区旺米街66号4幢4楼432-06 

联系电话：0512-87817796 

执业代理师：张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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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深圳紫藤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MA25PJDC4G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44570(4) 

成立时间：2021年5月6日 

负责人：唐秀萍 

住所地址：苏州市人民路3110号国发大厦6层607B单元 

联系电话：0755-83066895 

执业代理师：唐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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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重庆百润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209N8J9U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50219(3) 

成立时间：2019年10月29日 

负责人：沈锋 

住所地址：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东环路东侧聚汇装饰城G1幢

108号 

联系电话：15961709769 

执业代理师：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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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成都弘毅天承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5609M52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51230(7) 

成立时间：2021年3月16日 

负责人：崔璐 

住所地址：中国（江苏）自有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

园区思安街99号鑫能商务广场1幢101室23层01号 

联系电话：028-86511188 

执业代理师：崔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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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成都七星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22ENP86F 

专利代理机构代码：51253(2)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17日 

负责人：丁晓龙 

住所地址：苏州市高新区学森路9号2号楼B层4-401 

联系电话：0512-66890908 

执业代理师：丁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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