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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案

• 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的方便食品类“潼关肉夹馍”商标于2014年4月申请

，并于2015年12月完成注册；

• 2020年12月开始，潼关肉夹馍协会委托律师做全国商标维权，希望所有做

“潼关肉夹馍”的商户都能加入该协会共同发展；

• 2021年11月21日开始，河南郑州、洛阳、焦作等地市，多家带“潼关”字

样的小吃店被指涉嫌侵权。商户们称，找他们维权的是陕西“潼关肉夹馍

协会”，要求他们赔偿3至5万元不等，要想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这个

商标，则需缴纳99800元。



结果：2021年11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指出，“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

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

（1）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

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2）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

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案



知识产权保护启示

⚫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如果产品有独特的配方、设计、或长

期经营口碑很好的品牌，或者产品的某些特性与特定的地理环境

相关，为防止被别人搭便车，就要去寻求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专

利、商标或地理标志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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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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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耙耙柑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商标注册人：

成都市蒲江地方名特

产品保护促进会



郫县豆瓣



我国地理标志当前认证现状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截止2021年8月底，中国已累计认定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2482个，累计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注册6381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市场主体14315家，建设

74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国际地理标志认证

法国是最早实行原产地保护的国家之一，

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种保护制

度造就出法国葡萄酒的世界著名品牌—

—香槟酒和干邑酒，在保护产品质量、

信誉，维护果农、酒商的合法权益，维

护国家形象，促进国际贸易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并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国际

公认。



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1、地域性。只允许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按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加贴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销售，鲜明地标示了产品原产地域，

清楚地告知消费者该产品来自何地，保证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2、表明了产品的质量信誉。地理标志产品大多数是地方特色产品，产品风

味稳定，特点突出。

3、反映了一个地域历史。地理标志产品作为一种自然和人文资源，是一种

历史的客观存在，既是稀缺的，也是不可再生的。对这些产品进行地理标志

保护，就是保护历史，保护传统和文化，保护民族精品。



一、什么是地理标志？



什么是地理标志？PART 01



晏子使楚与地理标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

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

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

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

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

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

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

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

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

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



地理标志产品要满足特定的条件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

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条件1 特定的环境：淮南的水土

条件2 特定的品质：味道

条件3 特定的产品：橘子

条件4  品质与环境具有因果关系：淮南的水土与其当地生产的橘子味道具有

因果关系



构成地理标志的四要素

⚫ 特定环境：特定的自然或人文因素

⚫ 特定品质：产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

⚫ 因果关系：特定环境是形成特定品质的内在原因

⚫ 标志本身：地理标志的识别符号



为什么要保护地理标志？

⚫ 保护地理标志，可以保证产品品质，获取消费者信任，带动产业发展和当地

经济发展。

⚫ 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意识不足。在本身产品已售罄的下放任侵权行为的存在。

如果不保护地理标志，长期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最终影响

当地的产业发展。



1. 地理标志是什么？

地理标志是什么？

地理标志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我国地理标志（Geograpoic Indications of Origin）的概念

《商标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

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

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地理标志为什么规定在商标法里 ？

地理标志和商标的关系 ？



⚫ 是不是地理标志必须包含地名？ 不是的

例如：正山小种

⚫ 是不是必须为农产品？不是的。

除了农产品，还有手工艺品，酒类，都可能申报，如：蜀秀

⚫ 地理标志要求的高品质一定能过理化指标来衡量吗？不是的

例 ：奥地利一些区域的葡萄酒 ，通过感观特性来鉴别 ，是对风味的品鉴

我国地理标志的概念（续）



地理标志简答

⚫ 地理标志可用于哪些产品？

地理标志通常被用于农产品、食品、酒类和酒精饮料、手工艺品和工业品。

⚫ 地理标志的保护期限？

在许多专门的立法中，地理标志注册并没有特定的有效期。这就是说，对已

注册地理标志的保护在注册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将一直维持有效。

作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一般通过可续展的10年保护期加以

保护。



⚫ 谁能使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使用权属于规定地理区域内的生产者，他们遵守生产产品

的特定条件。

⚫ 如何行使地理标志权的权利？

如同所有知识产权权利一样，地理标志的权利通过适用国内法来行使，典型

的情况是在法院行使。采取措施的权利可属于主管部门、检察机关或任何利

益相关方，无论其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营机构。国内法规

定的处罚措施包括民事（限制或禁止非法活动的禁令、损害赔偿等）、刑事

或行政措施。

地理标志简答



二、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制度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制度PART 02



2.1 地理标志的界定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就本协定而言，地理标志是指识

别一商品来源与一成员领土或该领土内一地区或地方的标识，该商品的特定

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归因于其地理来源。

• 四要素：特定产品

特定区域

特定质量、特定的声誉或其他特征

具因果关系



2 .2 地理标志相关术语

• 货源标记：最早出现在1883年的《巴黎公约》中，反应的是商品的产品信息

。产品上的标签写的 “中国制造”，这就是货源标地，和地理标志的区别在

于，不传递商品的质量或特性，只是用来说明货物从哪里来，不表示有特定

的质量或特性。

• 原产地名称（Appellation of Origin） ：最早出现在《巴黎公约》，但并没

有对原产地名称进行定义，随着时间的发展，目前比较主流的理解，是体现

产品和产地的强关联关系。而地理标志在TRIPS里，并没有强调产品和产地的

强关联关系，尤其产品品质和产地。原产地名称必须出自产地区域，那么可

以说原产地名称是地理标志的下位概念。



2. 2 地理标志相关术语(续)

2.2.1 地理标志的前身

⚫ 《巴黎公约》第1条第（2）项规定了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有“货源标记或原

产地名称”（Indications of source or appellation of origin），这里并没

有区分货源标记与原产地名称，而是将两者视为一体。

⚫ 《巴黎公约》并没出现地理标志这一说法，因为将货源标记视为是地理标记。

⚫ 我国对地理标志与原产地名称没有做严格的区分。

⚫ 经过多年发展现在国际上已经将货源地标记与原产地名称做了区别。



2. 2 地理标志相关术语(续)

2.2.2 地理标志的出现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前身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BIRPI)，在

1966年11月11日出台的《发展中国家商标、商号及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示范

法》第51节注释中，明确表述“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两者都是地理标志”。

⚫ WIPO在1975年起草的《地理标志保护条约草案》第2.1条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指出地理标志包括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

⚫ WIPO在1975年《巴黎公约》修订基础草案中也采用了上述含义，准备以“地

理标志”取代“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两个术语。



2. 2 地理标志相关术语(续)

2.2.3 地理标志的发展

⚫ 1986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1990年瑞士提

交的TRIPS协议本文提案及欧盟提出的同一提案中，均采用了与WIPO

最初“地理标志”不同的含义。（货源标记>地理标记>原产地标记）

⚫ 1992年，欧盟制定的《关于保护农产品和食品地理标记和原产地名称条

例》第2条第2款（b）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通过的《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NAFTA）第1271条，基本上采用了这一“地理标志”的定

义。



2.2.3 地理标志的发展(续)

⚫ 1994年4月15日通过的TRIPS协议正式文本中第21条第2款对“地理标

志”加以确认。（货源标记>地理标记>原产地名称）

⚫ 1996年，WIPO的《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第4条注释

4.11指出，地理标志和原产地名称均属于货源标记。

⚫ 2015年5月20日，WIPO通过的《原产地名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

瓦文本》对地理标志的定义，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

2.2 地理标志相关术语(续)



《里斯本协定》的定义

⚫ 原产地名称定义：在原产缔约方受到保护、由一个地理区域的地名构成或 包

含该地名的任何名称，或者众所周知指称该地理区域的另一名称，该名称用

于指示一项产品来源于该地理区域，并且赋予该产品以声誉，而该产品的质

量或特征完全或主要取决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因素和人的因素。

⚫ 地理标志定义：在原产缔约方受到保护、由一个地理区域的地名构成或包含

该地名的任何标志， 或者众所周知指称该地理区域的另一标志，该标志标示

一项产品来源于该地理区域，而该产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

其地理来源所决定。



2. 2 地理标志相关术语(续)

2.2.3 地理标志的发展(续)

⚫ WIPO于2015年5月20日通过的《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

内瓦文本》 ，将地理标志与货源标记、原产地名称区分。成为三个有不

同含义的的概念。

⚫ 至此，WIPO 和WTO对地理标志的界定达成了共识。



TR
货标记源

原产地名

地理标志

1966-1975年期间，
WIPO最初界定的关系。

1984年在GATT中提出-1994年在TRIPS中确定。
其后，1996年和2015年WIPO对该关系加以确认
。

原产地名

地理标志

货源标记

地理标志与货源标记、原产地名的关系发展变化

2. 2 地理标志相关术语(续)



TR

根据《巴黎公约》、TRIPS协议、《里斯

本协定》和《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等

国际公约对货源标记、地理标志、原产地

名等术语的界定，这几个概念加上商业标

识从上位到下位的逻辑关系：商业标识>

货源标记>地理标志>原产地名称

原产地名

地理标志

货源标记

商业标记

2. 2 地理标志相关术语(续)

地理标志与货源标记、原产地名、商业标识的关系



2.3 地理标志国际保护在中国最初的法律依据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规定: 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

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应纳入知识产权范畴。该公约规定“不得作任何

保留”,我国作为公约成员国应认为已接受上述规定。

⚫ TRIPS协议关于地理标志的规定。



2.4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

国际公约

1.《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3月20日缔结，1884年7月7日生效。

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1993年12月15日通过，1995年1

月1日生效。

3.《制止商品来源虚假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1891年4月14日缔结，

1892年7月15日生效。



2.4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续)

国际公约

4. 《原产地名保护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1958年签订，1966年9月25  

日生效。（中国未加入）

5.《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2015年5月20日通过

2020年1月生效。



国际公约

6. 自由贸易协定（FTA）中涉及到知识产权条款中的对原产地地理标识的保

护的规定。

◆ 1992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712条，以及2018年11月签署以取代前

者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欧盟1992年7月14日《关于保护农产品和食品地理标记和原产地名称条例》

，以及后来被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农产品和食品质量体系的条例》

取代。

2.4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续)



国际公约

◆2004年，《美-澳自由贸易协议》第172条

◆2005年，《欧-美葡萄酒贸易协议》：相互承认各自葡萄酒加工标准

2.4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续)



中国签定的国际条约

◆2005年《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第10条：被列入条约附件的中国和智利

的地理标志将在对方境内依其“国内法律法规，以与TRIPS协定规定一致的

方式作为地理标志受到保护”。 该条约附件列入的地理标志如下

中国地理标志：绍兴黄酒、安溪铁观音

智利地理标志：智利皮斯科酒

2.4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续)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签定的国际条约

◆2009年4月28日签订《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146条：列入附件十的中国

和秘鲁地理标志在对方境内按照其“国内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与TRIPS协定规定一

致的方式作为地理标志受到保护”。

中国２２种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绍兴酒、涪陵榨菜、宁夏枸杞、景德镇瓷器、镇江香

醋、普洱茶、西湖龙井茶、金华火腿、山西老陈醋、宣威火腿、龙泉青瓷、宜兴紫砂、库尔勒

香梨、岷县当归、文山三七、五常大米、通江银耳、巴马香猪、泰和乌鸡、福鼎四季柚、南京

云锦。

秘鲁4种地理标志产品：斯科酒、楚鲁卡纳斯陶瓷、库斯科大粒白玉米和伊卡帕拉菜豆。

2.4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续)



中国签定的国际条约

◆2010年4签订《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116条：列入附件九的中国

和哥斯达黎加地理标志在对方领土按照其“国内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与TRIPS协定

规定一致的方式作为地理标志受到保护”。

附件9中国地理标志清单只提及待贸易委员会协商后确定，未列出具体内容，哥斯达黎加列

了10项地理标志。

2.4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续)



中国-哥斯达黎加协定



中国哥斯达黎加协定



中国-哥斯达黎加协定提及的地理标志



提到遵守TRIPS协

议，对地理标志通

过商标或者其他法

律制度给以保护。

但没有列出具体地

标内容。

中国-澳大利亚协定



中国签定的国际条约

◆ 2020年9月14日，中欧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协定包括十四条和七个附录，主要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规则和地理标志互认清单

等。纳入双方共550个地理标志（各275个），涉及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

根据协定，安溪铁观音、五常大米、四川泡菜等我国第一批100个知名地理标志将

在协定生效后立即获得欧盟的保护，有效阻止仿冒等侵权行为的发生。第二批175个地

理标志将于协定生效后四年内获得保护。根据协定，我国相关地理标志产品有权使用欧

盟的官方标志。

2.4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续)



小结1：地理标志与商标在使用上的区别

⚫ 地理标志用于识别来源于一个特定地区的产品，而商标用于识别来源于特

定公司的商品或服务。

⚫ 商标通常包含新奇标志或主观标志，而用作地理标志的名称通常由地理区

域的名称预先决定。

⚫ 商标可以转让或许可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因为其与特定企业而非

特定地区相联系； 地理标志可以由原产地根据特定标准生产产品的任何

人所使用，但由于地理标志与原产地相联系，它不能转让或许可给该产地

之外的人，也不能转让给不属于获得许可的生产者群体的人。



小结2： 地理标志与产地标记的不同之处

产地标记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说明某国（或国内某地）是产品原产国或原

产地的标记。与地理标志相比，产地标记并不意味着该产品主要因其原产地

而具备任何特定的质量、声誉或特征。产地标记仅仅要求标有产地标记的产

品源自某地理区域。产地标记的例子包括在产品上提及国名，或标有“……

制造”、“……生产”等字样。



小结3：地理标志与原产地名称的联系与区别

⚫ 联系：原产地名称是一种特殊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和原产地名称均要求其

涉及的产品与原产地之间存在质量上的关联。二者均提示消费者产品的地理

来源，以及产品与原产地有关的质量或特征。

⚫ 区别：两个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原产地名称与产地的关联更为紧密。受原

产地名称保护的产品，其质量或特征必须完全或主要取决于地理来源。这一

般是指原材料应取自产地，并且产品的加工也应在产地进行。 对于地理标

志而言，只需一项归因于地理来源的标准——无论是质量还是产品的其他特

征——即可成为地理标志，甚至仅是产品的声誉亦可。



联系：通过地理标志来识别的产品，通常是在特定地区由社区代代相传的传统方法和知

识的成果。同样，通过地理标志来识别的某些产品可能包含在特定地区发展而来的传统

艺术遗产的典型要素，即“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对于利用自然资源制造并具有源自其

地理来源的品质的手工艺品等有形产品而言，尤其如此。 如：蜀绣 、印度瓦拉纳西

(Varanasi)地区的巴纳尔西(Banarsi)纱丽、泰丝中的南奔锦缎、春那目所染泰丝、加拉信

泰丝。

区别：地理标志并不直接保护与传统知识或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客体，这些在常规

的知识产权制度中依然属于公有领域。但是，地理标志可以为后代保存传统知识或传统

文化表现形式，从而间接地为它们的保护作出贡献。举例来说，对某种地理标志产品的

生产标准进行描述就是一种保存，这样的描述可能包含对传统方法或传统知识的描述。

小结4：传统知识和地理标志的联系与区别



在地理标志范畴内，通用名称是指已经成为该产品的惯用名的名称，尽

管这些名称指称产品的来源地。用于奶酪的“卡门贝尔”一词就是成为

通用名称的地理标志的例子。该名称现在可用于指称任何卡门贝尔型奶

酪。

地理标志向通用名称的转化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发生。这可能造成

某一具体标志在某些国家被认为构成了地理标志，但相同的标志在其他

国家却可能被当作通用名称的局面。

小结5：什么是“通用”地理标志？



通过地理标志识别的产品的生产者群体可以申请保护。这些生产者可以组

织成一个实体，例如协会，该实体可以代表这些生产者并确保产品满足某

种已经商定或遵守的要求。 在某些司法辖区，本国主管机构（例如当

地政府机构）也可以申请保护。

小结5：谁可以申请保护地理标志？



三、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



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PART 03



以商标法（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专门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方式来保护地

理标志，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做法。

3.1.1 以商标法为主的保护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移民国家以商标保护为主，但不排拆专门法保护。

3.1.2 专门法为主的保护

欧洲大陆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摩洛

哥、罗马尼亚和突尼斯等国。但不排除商标保护。

3.1 主流保护模式



3.1.3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通过禁止未经授权对地理标志的使用来间接保护。

美国采用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最初是为了防止可能会导致消费者混淆及误导

消费者的行为。

3.1.4 双轨制保护

中、日、韩东亚国家采用商标法和专门法保护。

3.1 主流保护模式(续)



3.2 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基本规则

地理标志是知识产权

保护的一类客体

WTO成员必须对地理

标志提供法律保护

WTO成员可以选择地

理标志保护模式

WTO成员对于在其来源

国不受保护或中止保护

的地理标志无保护义务

WTO成员之间对地理

标志的保护一般遵循

互惠原则



使用香槟名称的条件

例：法国对香槟的保护

特定产区

• 产自香槟区

• 巴黎东北部，法国位置
最北的葡萄园。香槟地
区最著名的三大产地是
马恩河谷(Vallee de la 
Marne)、兰斯山
(Montagne de Reims)
与白丘(Cote des 
Blancs)。

特定品种

• 选用指定的葡萄

品种

• 主要使用三个葡萄

品种，霞多丽

(Chardonnay)、黑

皮诺(Pinot Noir)与

皮诺莫尼耶(Pinot 

Meunier

特定工艺

• 根据指定的传统

工艺生产流程酿

造

• 采摘、压窄、一次

发酵、调配、本次

发酵、熟成、转瓶、

除渣、补液等工艺

要求严格。



法国在全世界打

了 700 多 个 官 司

来维护香槟名称

例：法国对香槟的保护（续）

法国香槟协会建

立了完善的保护

原产地域产品的

法律法规体系，

以及全球侵权监

测网络。

1843年，法国香槟

（Champagne）

地区的几家酒庄联合

提起诉讼，告卢瓦尔

河谷的葡萄酒庄侵犯

了香槟的商标权

1892年，法国加

入《商标国际注册

马德里协定》，自

此，缔约国均对法

国香槟加以保护

1993年，法

国政府诉圣

罗兰一案

1999年与瑞

士协商解决香

槟名称的争议

2013年，法国

香槟注册成为

中国的地理标

志商标



四、中国地理标志发展历程



中国地理标志发展历程PART 04



第一阶段：

⚫ 1985年3月-1995年2月，根据《巴黎公约》对原产地名称进行保护。

4.1 地理标志商标

由于国内没有法律保护，采
用行政手段进行保护



第一阶段：

1. 地理标志商标



第一阶段：

1. 地理标志商标



国内第一件对原

产地名的保护



第二阶段：

1995年3月-2001年11月，根据行政法规、规章对原产地名称进行保护。

4.1 地理标志商标（续）



（1） 由原国家工商总局发布，1995年3月1日实施的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2条：集体商标是指由工商业团体、

协会或其他集体组织的成员所使用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用以表明商品的经营者

或服务的提供者属于同一组织 。

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检测和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

由其以外的人使用在商品或服务上，用以证明该商品或服务的原产地、原料、

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其他特定品质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

4.1 地理标志商标（续）



这次一起公布了

50件证明商标



中国第一件地

理标志证明商

标“库尔勒香

梨”





第三阶段：2001年12月-2019年10月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保护地理标志

（1）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第16条对地理标志保护做出专门的规定：

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

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

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

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4.1 地理标志商标（续）



（2）2002年8月11日，国务院重新制订发布《商标法实施条例》，第6条规定地理

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加以保护。

（3）2003年4月17日，原国家工商总局重新发布《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

办法》。

自此，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纳入了法律的保护。

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地理标志这个词是在《商标法》里，在国际上第一次出现是在TRIPS协
议里面。2001年12月1日开始，中国叫地理标志，不再叫原产地名称。

4.1 地理标志商标（续）



（1）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1999年8月17日实施的部门规章

《原产地产品保护规定》第2条：本规定所称原产地域产品，是指利用产自

特定地域的原材料，按照传统工艺在特定地域内所生产的，质量、特色或声

誉在本质上取决于其原产地域地理特征并依照本规定经审核批准以原产地域

进行命名的产品。

4.2 地理标志产品



（2）2001年3月5日，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颁布了《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和

《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

4.2 地理标志产品（续）



绍兴酒是中国

第一个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原产地域保护

产品）



（3）2005年6月7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部门规章《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规定》，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认定和保护作了专门规定。

（3）2016年3月28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印发了《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办法》。2019年11月2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修改。

4.2 地理标志产品（续）



⚫ 2004年12月，原工商总局与原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

与注册工作的通知》。

⚫ 2007年，原农业部发布部门规章《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2019年4月25修

改。

小结： 我国的地理标志，是通过商标法和专门法保护。通常所说的地理标志保护的三驾马

车就是指：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的制度。

4.3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黎城核桃是

中国第一个

农产品地理

标志



第一个地理标志商标：库尔勒香梨

第一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绍兴酒

第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黎城核桃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

2018年机构职能改革后，

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

产品都归属于国知局管理

。

4.4 机构改革职能变化



新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4.4 机构改革职能变化-相关标识使用



第四阶段：2019年10月起统一认定保护时间期开始

（国知局2019年10月16日发布地理标志官方标志）

《民法总则》、《商标法》、《农业法》、《商标法实施条件》、《集

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和管理办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等

4.5 地理标志官方专用标志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4.6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五、地理标志促进产业发展



地理标志促进产业发展PART 05



地理标志使用概况

⚫ 截至2021年8月底，我国累计

认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482个

，累计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

商标、证明商标注册6381件，

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市

场主体14315家，建设74个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蒲江猕猴桃地理标志注册信息



前言蒲江丑柑地理标志注册信息



前言
蒲江米花糖地理标志注册信息



构成蒲江猕猴桃地理标志四要素

• 特定环境：蒲江县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宜种性广；产地范围内海拔500至800米；土壤为轻壤土、中壤土、砂壤土，土

层厚度在60厘米以上，地下水位在1米以下，土壤有机质含量≥1.0%，pH值为5.5至7.0

• 特定品质：蒲江猕猴桃具有“果形美观、香气浓郁、酸甜爽口、风味独特、营养丰富”

的独特品质。

• 因果关系：蒲江特定的气候、土壤等环境产生其猕猴桃的独特品质。

• 标志本身：2010年9月30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蒲江猕猴桃”实施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



1.种苗繁育：以野生美味猕猴桃实生苗为砧木，嫁接繁殖。

⒉.栽植：

⑴ 时间：春栽1至3月，秋栽10至12月。

⑵ 密度：金艳每公顷≤1110株。红阳每公顷≤1260株。雌雄株之比≤8：1。

⒊.施肥：每年每公顷施用有机肥≥30吨，纯氮≤0.3吨。

⒋.整形修剪：冬季整形修剪后，保持枝条均匀分布，有效芽数保持在每平方米30至35
个。

⒌.花果管理：疏除侧生花、果，保留主花果。每公顷产量金艳控制在30吨一下、红阳
控制在15至22.5吨。

⒍.采收：金艳猕猴桃可溶性固形物达9%以上，红阳猕猴桃可溶性固形物达7%以上，即
可采收。

7.环境、安全要求：农药、化肥等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不得污染环境

蒲江猕猴桃品质管控



项目
指标

金艳 红阳

外观
果形美观整齐，呈长圆
柱形，果皮黄褐色，果
面有极短的茸毛。

果形美观整齐，呈椭圆
形或短圆柱形，果皮绿
色或绿褐色，果面无茸
毛。

果重 75～140克 60～120克

果肉
色泽

果肉金黄色。
果肉黄色或黄绿色，果
心部位有放射状鲜红色。

口感
细嫩多汁，味香甜，风
味纯正。

肉质细嫩，味甜如蜜，
香气浓郁，风味纯正。

指标
类别

果实硬度
（千克/
平方厘米）
（采收时）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

维生素C
含量
（毫克/
100克）

固酸
比

采收时 软熟时

金艳 ≥14 ≥9 ≥14 ≥80 ≥16
红阳 ≥10 ≥7 ≥17 ≥80 ≥20

⒈. 感官特色：果大而均匀、果形美观、香甜爽

口、硬度大、耐贮藏等特征。 ⒉.理化指标

⒊.安全要求：产品安全指标必须达到国家对同

类产品的相关规定。

蒲江猕猴桃特定的品质和特色



“蒲江猕猴桃”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企业

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蒲江猕猴桃 蒲江县西西农业专业合作社

蒲江猕猴桃 蒲江县蜀蒲人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蒲江猕猴桃 成都拒不迷茫商贸有限公司

蒲江猕猴桃 成都璠鲜生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蒲江猕猴桃 成都市汇新源农业有限公司

蒲江猕猴桃 蒲江县名果世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蒲江猕猴桃 蒲江县立恩家庭农场

蒲江猕猴桃 三十度（成都）农业有限公司

蒲江猕猴桃 成都鲜农纷享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蒲江猕猴桃 蒲江县洪平家庭农场



蒲江猕猴桃、蒲江丑柑、蒲江米花糖已被称为拉动蒲江农业产业化发展“三驾马车”。

• 蒲江丑柑在成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后，品牌价值不断提升，让果农切实尝到了地理标志带来
的甜头。目前，“蒲江丑柑”投产面积达10万亩，年产量15万吨，年产值12亿元，品牌价值
达到81.29亿元。

• 蒲江猕猴桃品种主要有红阳、东红、金艳，三个品种，与新西兰猕猴桃形成错季销售的优势
，年产量10.5万吨，综合产值15亿元。品牌价值 达117.08亿元。

•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建成农产品电商孵化园，发展农村电商4000余家，农产品电商交易额
达10.26亿元。

地理标志带动产业发展



• 蒲江立足交通区位优势，建成了现代农业水果物流中心、新发地仓储物流中心等重

大产业项目，规划打造西南地区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引入了国际一流的分选、包

装、冷链物流等设施，全县水果商品化处理率达90%以上

• 从制度、标准、技术、品牌营销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完善示范区运营模式，建立健全

示范区管理、产品标准、产品检测、质量安全追溯四大体系，以“地标+特色产业+

龙头企业+乡村旅游”模式扶持龙头企业、建设示范基地、设立观光点位，探索地标

与乡村旅游、生态农业、新农村建设等产业融合发展。

•

地理标志带动产业发展



发展以猕猴桃国际公园、复兴猕猴桃观光区等以猕
猴桃产业为依托的乡村休闲农业。

地理标志带动产业发展



⚫ 2013年，“蒲江米花糖” 成功注册地理标志商标并成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成都市蒲议食品有限公司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建立蒲江米花糖博物

馆，采用集旅游、购物及体验式消费为一体的销售模式，每周接待游客约

500人次，提高了“蒲江米花糖”的知名度。

地理标志带动产业发展



坚持农旅融合发展

⚫ 坚持用美学理念改造传统

农业农村，推动50万亩

地理标志产业基地“景区

化”。

⚫ 推动地标农产品变身特色

旅游商品100余个。

地理标志带动产业发展



⚫ 蒲江作为地理标志示范区，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模式，连续举办19届樱桃节、11届采茶

节、5届丑柑节、13届猕猴桃节、10届春笋节等农事节庆活动。仅“蒲江雀舌”“蒲

江猕猴桃”“蒲江丑柑”综合价值就达415.73亿元，入选2021年区域品牌价值全国

前40强，“蒲江雀舌”获入选首批中欧地标保护名录。

⚫ 明月村依托近万亩“明月雷竹笋”基地，推出农事体验、自然教育、制陶和草木染体

验等项目,打造了蜀山窑、呆住堂等文创项目50余个，吸引150余名村民返乡创业就业

，带动全村农民人均收入达2.7万元，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地理标志带动产业发展



• 官帽社区依托2.5万亩“蒲江樱桃”基地，建成农家乐30多家、国家AAA级旅游景

区1个，“蒲江樱桃节”被评为“中国节庆产业金手指”十大物产类活动之一。

地理标志带动产业发展



地理标志带动产业发展



蒲江与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四川农业大学

等科研院所合作，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平

台，持续开展品种选育、后熟技术、精深

加工等研发应用。拥有全球三大黄肉型品

种“金艳”、红心类优新品种“东红”等

专利品种。

地理标志带动其它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



六、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介绍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介绍PART 06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签署历程

2011年启动

中欧地理标

志谈判。

2018年止，

共经历8年

22轮正式谈

判和上百次

非正式磋商。

2019年，中

欧双方宣布

结束谈判

2020年9月

14日，双方

正式签署协

定

2021年1月

29日，双方

完成内部审

批程序并相

互通知

2021年3月

1日起正式

生效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主要内容

⚫ 协定包括十四条和七个附录，主要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规则和地理标志互认清单等内

容。

⚫ 协定纳入双方共550个地理标志（各275个），涉及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

都是双方久负盛名、家喻户晓的地理标志。还涉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宣纸、蜀锦

等中国特色地理标志。这是欧盟第一次在其协定中纳入此类地理标志。

⚫ 根据协定，中欧双方第一批100个知名地理标志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获得保护，第二

批175个地理标志将于协定生效后四年内获得保护。

⚫ 中欧双方可以使用对方的地理标志官方标志。

⚫ 《协定》为双方地理标志提供高水平的保护。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名单



首批受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



首批受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
（续）



首批受中国保费的
欧盟地理标志



欧盟地理标志名单



欧盟地理标志名单
（续）



欧盟地理标志名单
（续）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利好

（1）促进贸易发展。有利地理标志产品提升国际知名度，促进地理标志产品贸易

发展，开拓国际市场。

（2）待遇更高。我国相关地理标志产品有权使用欧盟官方标志。意味着产品声誉

获得了欧盟认可，有利于我国相关产品获得海外消费者的认可。

（3）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中国在协定中承诺对欧盟相关地理标志提供法律保护。

有利消除欧盟地理标志持有人的后顾之忧，放心把相关产品出口至我国，让消费者

能享用更多欧盟的优质产品。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利好（续）

（4）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对已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产品来讲，协定对相关

企业也带来了利好，更有利于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5）节约成本。地理标志持有人不需要自己去欧盟申请，为企业节省了大笔国

际旅费和聘请律师等费用，以及人工成本。

（6）企业受条约保障。相关地理标志持有人的合法权利受到双重保障。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实行一周年的效果

⚫ 为中欧双方高品质的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彼此市场提供了全面有效的保护与推

广，也为中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更多选项。

⚫ 促进贸易额的增长。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以农产品为主。由于中欧地理标志协

定的签署和落实这一年来，双方农产品贸易在疫情之下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

贸易额预计将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速16%以上。

⚫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签署一周年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再次证明互利共赢是

中欧关系的本质，满足双方民众的期待和需求是中欧的共同责任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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