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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工作作为质检部门服务
经济发展的重要品牌，
是推进质量振兴、 标准
化战略的重要抓手，是
质监部门联系社会的桥
梁、对接领导的平台、引
起社会关注的捷径，在
提升地方特色产品知名
度、服务“三农”、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 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在实际工作中，
受专业性强， 涵盖学科
广、协调部门多，多部门
交叉管等诸多不利因素
影响， 使得这项工作的
推动难度比较大， 应当
由政府牵头组织开展工
作。因此，做好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工作， 质监部
门是职责必须， 责无旁
贷。

序号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商标 批次
1 湘 莲 湖南省宏大湘莲产业合作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县花石镇政府院内 彭红艳 龙莲 第三批
2 湘 莲 湖南大洲莲业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县花石镇新湖路 黄洲 万荷堂 第三批
3 湘 莲 湖南莲美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县花石镇马垅村 文建平 第三批
4 湘 莲 湖南金隆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县龙口乡董家枰村 董序军 金隆 第三批
5 湘 莲 湘潭县花石远东湘莲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县排头乡桐梓村 胡铁强 第三批
6 湘 莲 湖南莲冠湘莲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县花石镇湘莲市场 胡正光 莲冠湘 第三批
7 湘 莲 湘潭县华龙湘莲食杂果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县龙口乡董家枰村 董龙 第三批
8 湘 莲 湖南堂皇湘莲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县花石镇花岭路 128 号 贺宗堂 堂皇 第三批
9 碣滩茶 湖南省沅陵碣滩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沅陵县迎宾南路高电巷 12 号 舒珲 凤娇、五溪湖 第二批
10 永丰辣酱 湖南省湘军永丰辣酱有限公司 湖南省双峰县工业科技园 彭华根 永丰 第二批
11 雪峰蜜桔 洞口县醪田蜜桔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洞口县醪田镇温家村园艺场 黄启勇 第一批
12 湘西猕猴桃 湘西老爹生物有限公司 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南路 69 号 王晓勍 老爹果王 第二批
13 汉寿甲鱼 湖南龙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汉寿县龙阳镇五里桥汽车总站候车室 2 楼 李小平 汉寿甲鱼 第一批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蒋新祺接受媒体采访

常德酱板鸭
香、辣、鲜、醇，风

味独特， 营养丰富，是
颇具代表性的地方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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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湖大闸蟹
肥厚，背青腹白，黄毛金

爪，肉质细嫩，香鲜甜美，膏
黄丰腴细腻， 含有丰富的蛋
白质和微量元素。

汉寿玉臂藕
品种独特、 外观漂

亮、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被世人誉为“泥水深处的鲜水果”。

罗代黑猪
全身被毛为灰黑

色，皮肤呈粉红色，四肢
下端为白色，俗称“乌云
盖顶，四蹄踏雪”。

祁东酥脆枣
外观漂亮， 肉厚核小，

口感酥脆、甜中带香，因其
优良品质享誉国内外，被世
人誉为“南方枣王”。

石门马头山羊
板皮质量好，繁

殖率、 屠宰率高，生
长速度快。

湘珍珠葡萄
外形圆润饱满，颜色

紫黑发亮， 酷似珍珠，被
誉为“湘之珍珠”。

新晃龙脑
又称天然冰片、

右旋龙脑，是一种非
常珍贵的中药材和
名贵的香料。

舜皇山土猪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风味独特。

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企业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副局长陈立新

·质监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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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想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地理
标志产品？ 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
作有何意义？

答：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 对地理标志做了专门
定义：“地理标志是指识别一货物来源
于一成员领土或该领土内一地区或地
方的标识，该货物的特定质量、声誉或
其他特性主要归因于其地理来源。”该
协议还将地理标志作为与版权、商标、
专利、工业设计、集成电路布图、商业
秘密等并列的知识产权。

国家质检总局 2005 年第 78 号
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对地理
标志的定义是“本规定所称地理标志
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
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
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
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
品。 ”该定义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定义
相一致。

湖南拥有多样化的地理气候条
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生物资源丰
富，自古以来就享有“九州粮仓”、“鱼
米之乡”的美誉，孕育了众多特色鲜
明、品质优良的地理标志资源。 但目
前大都停留在粗放阶段，产品质量不
稳定，附加值较低。 如何把“特色”变
为“优势”，开发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工作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抓手。

地标产品保护有五个重要作用，
用专门体系保护地理标志有利于提
升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质量，有利于

保护民族特色产品和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

利于合理利用资源， 促进可持续发
展， 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有
利于提高产品的内外市场竞争力，打
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

问：我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
已开展了十年，现在的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

答：今年，湖南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工作经过 10 年的发展，截止 2013
年 7 月， 全省对 38 个地理标志产品
实施了专门保护， 产品范围覆盖酒
类、禽肉类、水产品、茶叶、中药材、水
果、蔬菜、工艺品等多种特色产品，涉
及养殖业、 种植业和加工业等领域
180 个产品、2000 余家企业，年总产
值逾 700亿元。 目前，经注册登记核
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企
业共 206家。获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
品质量得到了有效保障，国内外市场
竞争力显著增强，保护地理标志产品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比如 ， 浏阳花炮由保护前的
2000多家整合为 1000家左右，产业
集群实现的产值由 50 亿元上升为
231 亿元， 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60%， 国内销售占到全国的 50%。
2012 年 5 月 10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
烟花爆竹技术委员会（ISO/TC264）
秘书处在浏阳成立。 再比如，临武鸭
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后，企业从一
个资产 127 万元、 负债 270 万元、年
产量 3万羽、年加工产值 40 万元、仅
有 16 个工人的小型加工厂， 发展成
为资产过亿、 年养殖加工临武鸭过
1000 万羽、 年产值达 6 亿元、 员工
1600 多人的全国农业 500 强企业，
带动了从事临武鸭产业相关种植、养
殖的农户近 6 万户。 还有一个例子，
如安化黑茶，实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后，不到三年时间里，年产值从不到
3亿元飙升至 15亿元。 可以说，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企业提升的大舞台，富民兴农的永久
牌“金饭碗”。

问：请介绍一下质监部门在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十年的工作实践，我们主要
的工作表现在 5 个方面：一是制定规
划，有序培育。 先后四次对全省地理
标志产品资源进行了普查筛选，提出
了“一县培育一品，一市新增一品”的
阶段性工作目标，建立了全省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发展规划，循序推进。 二
是坚持实施“精品战略”。 围绕“传统
农业省份，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省
情，确定了工艺品、茶叶、肉制品等为
重点发展方向。 目前，上述三类产品
占了我省现已实施保护产品的 50%
以上，仅茶叶类产品先后有桃源野茶
王、古丈毛尖、安化黑茶、碣滩茶、玲
珑茶等 5 个产品实施了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 三是完善了政策保障措施。
我省常德、郴州、永州等地先后对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实施了专门的
奖励制度。 长沙、邵阳、怀化、湘西州、
益阳等地也高度重视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工作较为出色。 四是加强了培
训指导。 组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
人员前往四川、江苏、浙江等地进行
实地考察，邀请国内知名权威专家学
者来湘授课，通过培训建立了一支工
作能力突出的工作队伍。五是注重宣
传引导。 召开了 10 多次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新闻发布会以及授牌仪式活
动，通过湖南日报的专刊专栏，宣传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特色，增强了地理
标志产品的知名度，扩大了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工作影响。 去年，对已经获
得保护的 30 个产品通过文字、 图片
形式汇编成画册，由友志副省长亲自
作序，并向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
协及企业进行免费赠送，扩大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影响。
问：未来的工作如何开展以继续

发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重大作用？
答：对全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

作而言，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政
府、行业、职能管理部门和企业，需要
社会方方面面齐抓共管， 共同努力。
对于质监部门而言，当前重点工作就
是要抓好培育申报与监管管理，充分
发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作用。 要加
强申报与培育。 要继续抓好地理标志
产品资源调查与培育，抓好省局《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实施办法》的贯
彻执行，按照“一县培育一品，一市新
增一品”的工作目标，积极推动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申报，着力扩大我省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数量。 要加强宣传与
引导。 要保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宣传
工作的经常化，着力宣传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
我省“四化两型”建设中的作用，提升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的影响力和
地位。 要注重保护规模与质量效益的
协调发展，引导产品结构的均衡与优
化， 积极探索地理标志产品与经济、
贸易、文化、旅游的有机结合和成效
展示，不断扩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
作影响。 要强化监督与管理。 要严格
审核专用标志使用企业的使用资格，
组织查处假冒地理标志产品和伪造
冒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等行为，
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的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质量违法假冒事件，保证地
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 积极探索
不合格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核准使
用专用标志企业的退出机制，切实让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权益受益方得到
实惠。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助力湖南发展
———对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蒋新祺

我省自 2003 年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以来，省质监系统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推动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不断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那么，地标产品保护工作在“质量兴
湘”战略中有何地位？ 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蒋新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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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汤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