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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

“双11”临近，市场促销花样频出

地理标志产品，如何做精做强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11月1日至3日， 第二届金芒果地理标志
产品国际博览会（简称“金芒果地标会”）在长
沙举行。 展会以“美好生活，从地理标志开始”
为主题，来自全国23个省市区283个地理标志
产品参展。 湖南130多家地理标志产品企业组
成参展方阵， 让观众和客商领略湖湘地理标
志产品的魅力。
这是一张张闪亮的“湘”字名片。 浏阳花
炮、安化黑茶、古丈毛尖、湘西猕猴桃、汨罗粽
子……目前我省已有地理标志产品80个，地
理标志商标150个。
这些熠熠生辉的地理标志保护品牌，代
表湖南特色和优势产业， 如何进一步做精做
强，迈向高质量发展？

一场盛会聚焦“地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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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类、茶叶、水果、花卉、工艺品、水产品、
肉制品……本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汇
集了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最具代表性的
地标产品。
“湘”字品牌异彩纷呈。 长沙馆展示的沙
坪湘绣、罗代黑猪、铜官陶瓷、浏阳花炮、浏阳
菊花石雕、浏阳夏布、宁乡花猪、沩山毛尖等
产品，展区主体形象融入长沙民俗建筑特色，
成为一道道亮丽风景。 新化馆展出的新化黄
精、新化红茶、白溪豆腐、新化糯米水酒等，吸
引大批“食客”驻足。
汨罗粽子的独特香味让人流连忘返。 这
个展位特别开辟体验互动区，现场人头攒动，
不少游客争相品尝。 汨罗粽子因产于端午文
化源头汨罗而得名，已有2000余年历史，状如
牛角、色泽淡黄、入口软糯香甜。
“没想到湖南有这么多特色好产品！ ”做
食品生意的张玮连续两天到展会现场， 盘算
着寻找代理或加盟的机会。 他告诉记者：“都

是相当不错的品牌，找准了，小本投入经营，
也有可观的收益。 ”
一场以“地理标志”为主题的全国性行业
盛会，为“地标产品”注入了新的热度。

助推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地理标志是产品特定产地来源、 优良品
质和声誉的代名词。 金芒果地标会集中展示
了我省地理标志产品产业的不俗实力和发展
态势。
目前我省获批地理标志总计达230件。 其
中2019年新增地理标志产品 2个， 即汨罗粽
子、溆浦瑶茶；新增地理标志商标5件，即古丈
红、津市茶油、溆浦蜜橘、武冈青钱柳、湘乡水
府茶。
省里把推进地理标志工作作为助推精准
脱贫、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9年，
设立了18个地理标志品牌培育项目， 张家界
大鲵、 桑植蜂蜜纳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
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
这是一把把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仅在
湘西，猕猴桃即带动30万农民脱贫致富；全省
51个贫困县市，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覆盖率达
到近75%；有80%以上的产品实施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以后产值增长一倍以上。
如，在汨罗粽子传统产业优势带动下，汨
罗市积极打造屈子祠粽香小镇，形成了100多
家企业与作坊的产销群体， 年创造产值上亿
元。 溆浦瑶茶遍布溆浦县19个乡镇，总面积达
8万多亩， 已被列为溆浦精准脱贫的重点项
目。
长沙地理标志发挥了“培育一个地标，带
动一个产业，搞活一地经济，富裕一方百姓”
的作用。 其中，浏阳花炮产业集群2018年实现
总产值246.4亿元。 宁乡花猪产业规模2019年
有望达到40亿元，列入省政府“百亿产业”打
造项目。罗代黑猪依托“公司+农户”“企业+贫
困户”的方式，直接带动当地农户1000多户，
平均增加收入2000元。
“湖南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和地理标
志商标使用企业1147家， 地理标志产品产值

省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湖南日报 11 月 4 日讯（通 讯 员 刘 珂 ）省军
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日前上线运行， 将为全
省军民融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服务机构
等，提供信息管理与发布、科技创新与成果转

化、运行监测与产业发展、产融对接、设备设
施资源共享、政策咨询“智库”等公共服务，目
前首批入驻各类服务机构45家， 提供服务项
目16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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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多亿元，为助推精准脱贫、服务乡村振兴
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运用处负责人介绍。

走向“精而强”，亟须新突破
带到展会现场的侗藏红米卖断货了。 新
晃侗藏红米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姚茂洪一半
是高兴，另一半却是忧思。
“产量有限，产品单一，市场还没打开。 ”姚
茂洪直言，新晃侗藏红米是全国唯一同获
“国家
遗产”和
“国家地标”的产品，发展机遇难得。 但
因人力、资金等投入有限，侗藏红米产品开发尚
未有大的进展，仍是非常小众的辅助性食用米。
其公司是当地最大的侗藏红米专营企业， 目前
销售规模仅1000万元左右。
姚茂洪认为，侗藏红米不愁卖，但质优价
低，没能形成大产业。 当地大部分企业能够认
识到地理标志商标的好处， 但因见效慢而不
愿过多投入资金宣传。 还有同行企业不能抱
团发展，也影响了品牌壮大。
侗藏红米的“遭遇”并非个案。 新化糯米
水酒、白溪豆腐、浏阳夏布、沩山毛尖等品牌，
均面临类似发展瓶颈。
我省地理标志产品不断增加， 仍存在特
色品牌“名气不大”，特色产业“块头较小”等
问题，制约着农民增收和区域经济发展。 单是
农产品领域，有待培育诸如阳澄湖大闸蟹、五
常大米、宁夏枸杞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品牌。
“推动我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高质量发
展，亟须着眼长远制定战略发展规划，出台专
项政策措施，加大培育力度。 ”中南大学知识
产权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何炼红分析说， 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有自身特性，其从“小而美”向
“精而强”发展，还需要全省相关部门协同发
力，改变重申报、轻使用、轻保护的局面。
业内专家还提醒， 地理标志产品的产业
化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质量稳定，二是规
模充足。 推进产业化要切合实际。 另外，应注
重整合银行信贷资金、创业投资资源，吸纳社
会资本，向地理标志产业倾斜，破解地理标志
营销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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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谨防网络消费陷阱
湖 南 日 报 11 月 4 日 讯 （ 记 者 刘 永 涛
通 讯 员 刘灵宁）
“
双11”临近，能否舒心放心

网购？ 近日召开的省规范网络经营行为行政
指导座谈会传出消息，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
“
双11”等网络集中促销严格执法，精准监
对
管，并提醒消费者谨防各种形式的消费陷阱。
去年“双11”期间，监测显示我省网络
市场存在不少问题：价格“先涨后降”；无法
付款完成交易、付款完成后被告知无货退款；
不提供发票、开发票需买家自付快递费用、开
发票需另支付税款；快递物流方面，包裹挤压
变形、包装盒被水浸湿、未电话通知收货人直

接放代收点、物流严重滞期（12天）；虚假宣
传、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等情况。
“双11”期间，不少商家通过秒杀、赠红
包、领券立减等促销手段吸引消费者。市场
监管部门提醒， 消费者应当从商家的信誉
度、商品的销量、其他消费者的评价等各个
方面综合考虑来判断决策。不要只贪低价，
有些商品实行价格“先涨后降”，不要被虚
假折扣所迷惑，不被明显低价所误导。要货
比三家，增强维权意识。在支付“预售定金”
前要详细了解商品预售细则， 一旦遇到自
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要依法主动维权。

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牵手湖南大学

共建联合创新实验室
湖 南 日 报 11 月 4 日 讯 （通 讯 员 刘 天 胜
记者 李 永 亮 ） 近日，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创新中心与湖南大学举行签约仪式，并
为“智能感知器件与系统联合创新实验室”
揭牌。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和特长，通
过联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国家级和省市
级重大专项、产业化基金等项目的立项、申
报和项目的执行工作， 实现产学研的优势
结合。
此次签约是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 也是推动湖南大学双一流建
设的重要抓手。 湖南大学副校长汪卫斌表
示，该校将汇聚专家智慧，与国家先进轨道

交通装备创新中心共建联合创新实验室，
积极转化科技创新成果，实现互惠共赢。国
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主任、 国创
科技公司总经理李林表示， 将结合市场端
和需求端，建立良好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使研发价值充分体现。
据介绍，目前，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创新中心已联合湖南大学， 成功申报了省
重点研发计划“轨道交通无线无源声表面
波温度感知芯片及系统”。双方正就教育合
作与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科技
创新与成果转化、 技术咨询与服务等方面
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

脐橙熟
果农乐
11 月 4 日 ， 道 县
上关街道向阳村万亩
脐橙基地， 果农在收
获脐橙。 近年来， 该
县加快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步伐， 坚持把脐
橙产业作为农业主导
产业来抓， 打造“道
州脐橙” 区域品牌，
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目前全县
共开发脐橙20.5万亩，
1.6万名农民从事脐橙
产业。
蒋克青 摄

该平台是省军民 融 合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的
枢纽平台，包括要闻动态、政策法规、产业园
区、供需信息、技术产品、服务机构、政务指
南7大板块， 内含部分市级和军民融合示范
基地窗口服务平台以及 供 需 对 接 、 创 业 孵
化、技术保障、管理咨询和投资融资5类服务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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