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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柳州市标准技术和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广西螺霸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沪桂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善元食品有限公司、广西中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柳州市乐哈哈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柳州市旺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臻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何剑、苏淑彦、何彬斌、黄容、李夤、徐超莲、黄源斐、秦柳馨、廖钧、 

吴颖、韦红梅、姚汉霖、罗岸峰、陈生、熊朝宣、韦锦福、杨辉祥、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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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柳州螺蛳粉”来源于柳州，是长期以来由柳州特定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形成的、具备特定品质和

商业信誉的地方名小吃，目前已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为

进一步严格商标使用管理，严厉打击侵犯“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维护“柳

州螺蛳粉”商标品牌统一形象，切实维护商标持有人利益和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公用商标品

牌引领示范效应，促进产业升级、农民增收，增强投资吸引力，打造出我市面向国内国际的新名片，制

定本规范。   

本文件根据《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文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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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管理所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柳州螺蛳粉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目的、保护范围、商标侵权判定、行政保护程序、管理部门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保护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柳州螺蛳粉  Liuzhou Luosifen 

“柳州螺蛳粉”是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商标注册号：

19254463，指定使用在第30类“米粉、方便粉丝”产品上，商标标识为：“柳州螺蛳粉”文字商标，用

于证明柳州螺蛳粉的原产地和特定品质。 

3.2  

商标侵权  trademark infringemen 

行为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或者其他干

涉、妨碍商标权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损害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4 保护目的 

4.1 提高社会保护意识，构建宣传和监督机制。 

4.2 建立健全“柳州螺蛳粉”系列商标保护体系，加大对螺蛳粉全产业领域的注册保护力度和范围。 

4.3 规范“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维护“柳州螺蛳粉”商标品牌统一形象。 

4.4 强化“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保护方式，构建和完善打击侵权假冒的执法联动机制。 

5 保护范围 

5.1 生产范围 

生产地域范围限于柳州市行政区范围内的城中、柳北、柳南、鱼峰、柳江五区及柳州市辖柳城、鹿

寨、融安、融水、三江五县。 

5.2 产品范围 

获得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备案的合法使用企业的产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A8%E5%86%8C%E5%95%86%E6%A0%87/8565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6%B3%95%E6%9D%83%E7%9B%8A/843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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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标侵权判定 

6.1 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判定 

涉嫌侵权的商标与他人注册商标相比较，可以认定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情形包括： 

a) 文字商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 文字构成、排列顺序均相同的； 

2) 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文字横竖排列，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3) 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4) 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5) 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内容，不影响体现注册

商标显著特征的。 

b) 图形商标在构图要素、表现形式等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  

c) 文字图形组合商标的文字构成、图形外观及其排列组合方式相同，商标在整体视觉上基本无

差别的； 

d) 立体商标中的显著三维标志和显著平面要素相同，或者基本无差别的； 

e) 颜色组合商标中组合的颜色和排列的方式相同，或者基本无差别的； 

f) 声音商标的听觉感知和整体音乐形象相同，或者基本无差别的； 

g) 其他与注册商标在视觉效果或者听觉感知上基本无差别的。 

6.2 商标是否容易导致混淆判定 

6.2.1 商标容易导致混淆包括以下情形： 

a) 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涉案商品或者服务是由注册商标权利人生产或者提供； 

b) 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涉案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与注册商标权利人存在投资、许可、加盟或

者合作等关系。 

6.2.2 商标执法相关部门判断是否容易导致混淆，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a) 商标的近似情况； 

b) 商品或者服务的类似情况； 

c) 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d) 商品或者服务的特点及商标使用的方式； 

e) 相关公众的注意和认知程度； 

f) 其他相关因素。 

7 行政保护程序 

7.1 立案要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

的商标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

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7.2 核查 

7.2.1 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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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b)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c) 属于本部门管辖； 

d) 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 

7.2.2 决定立案的，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办案

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7.2.3 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 

a)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b)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c)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d) 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 

7.3 收集证据 

办案人员应当依法收集证据。证据包括：   

a) 书证； 

b) 物证； 

c) 视听资料； 

d) 电子数据； 

e) 证人证言； 

f) 当事人的陈述； 

g) 鉴定意见； 

h) 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7.4 先行登记保存 

7.4.1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

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采取或者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应当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7.4.2 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证据，应当当场清点，开具清单，由当事人和办案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交当

事人一份，并当场交付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 

7.4.3 对于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采取以下措施： 

a) 根据情况及时采取记录、复制、拍照、录像等证据保全措施； 

b) 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送交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c)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的，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d) 违法事实成立，应当予以没收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法物品； 

e) 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者违法事实成立但依法不应当予以查封、扣押或者没收的，决定解除先

行登记保存措施。 

7.4.4 逾期未采取相关措施的，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自动解除。 

7.5 查封、扣押 

7.5.1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采取或者解除

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7.5.2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应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但是延长期限不应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7.5.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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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事人没有违法行为； 

b) 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与违法行为无关； 

c) 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不再需要查封、扣押； 

d) 查封、扣押期限已经届满； 

e) 其他不再需要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情形。 

7.6 终结报告 

7.6.1 案件调查终结，办案机构应当撰写调查终结报告。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a)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b) 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c) 调查认定的事实及主要证据； 

d) 违法行为性质； 

e) 处理意见及依据； 

f) 自由裁量的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7.6.2 办案机构应当将调查终结报告连同案件材料，交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机构进行审核。 

8 管理部门 

8.1 柳州市螺蛳粉协会是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人，对该区域公用品牌行使管理权，负责

日常管理事务。 

8.2 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照职能开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指导、促进运用、保护和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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