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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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沪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螺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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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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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源斐、何彬斌、黄容、李夤、徐超莲、李何剑、韦红梅、罗岸峰、姚汉霖、

陈生、韦锦福、熊朝宣、杨辉祥、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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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进一步规范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和管理，维护和提高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在国内外市场的品质和声誉，依法保护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范。

本文件根据《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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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

用管理部门、使用条件、使用申请程序、公告备案和合法使用、商标质押融资、权利和义务，以及管理

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申请、使用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S45/ 034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柳州螺蛳粉

T/LZLSF 003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柳州螺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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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管理部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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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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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使用条件

5.1 基本要求

申请使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市场主体，应满足基本要求：

——已提交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

——生产的产品符合“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特定品质；

——通过商标使用审理委员会评审；

——得到商标持有人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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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5.2 生产地域范围

柳州螺蛳粉生产地域范围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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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特定品质

应符合DBS45/ 034 和T/LZLSF 003的规定。

6 使用申请程序

6.1 申请材料

申请使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申请人（市场主体）应向商标持有人提交以下材料：

——申请人签署的《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人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各一份；

——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申请人合法使用的商品商标；

——由具备合法资质、相应检验检测能力、受商标持有人委托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近三

个月内的产品全项检验报告和特定品质检验报告。

6.2 审核流程

商标持有人自收到商标使用申请和相关材料后，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下列审核工作：

——商标持有人组织对申请人产品产地（生产场所）进行实地核查并填写实地核查表；

——依照 6.1 的规定，核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交由使用审理委员会审核，并出具书面评审意见。

6.3 评审结果

6.3.1 通过

申请人生产的产品符合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使用条件、并按6.1的规定提交申请材料的，

商标使用审理委员会给予通过评审，并于作出评审决定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核发商标准予使用通知书。

6.3.2 不通过

申请人生产的产品不符合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使用条件、未能按6.1的规定提交申请材

料的，商标使用审理委员会不予通过评审，并于作出评审决定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核发商标不予使用通

知书；待申请人符合使用条件并按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应当核发商标准予使用通知书。

6.4 使用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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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凭核发的商标准予使用通知书办理如下事项：

——与商标持有人签订《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向商标持有人申请领取《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准用证》。

6.5 到期续签规定

6.5.1 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有效期 3 年，到期如继续使用，使用人须在合同有

效期届满前 60 个工作日内向商标持有人提出续签申请，提交续签申请表，由商标持有人按照 6.1 的规

定进行核查，对符合本规则使用条件的申请人给予续签，并按相关规定备案。

6.5.2 对不符合本规则使用条件的，申请人必须在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重新提交商标持有人核

查，通过后给予续签，并报监管部门备案。

6.5.3 逾期不申请、续签核查不通过，合同有效期届满后原使用人不应使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7 公告备案和合法使用

7.1 公告备案

商标持有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代申请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提交许可备案材

料，经公告备案的申请人（被许可人），方可成为使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的合法使用人。

7.2 合法使用

7.2.1 合法使用人应当在柳州螺蛳粉产品外包装显著位置上，并列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

7.2.2 合法使用人在柳州螺蛳粉的外包装上印制或委托他人印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时，不应擅自

改变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的文字字体和编排结构，并在商标标识的正下方标注“商标注册号：

19254463”，整体标识规格面积应大于等于 2.5 cm×2.5 cm，见附录 A。

7.2.3 合法使用人在柳州螺蛳粉的外包装上印制或委托他人印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时，不应擅自改变

专用标志的图文结构、样式和色彩，应在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合法使用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整

体标识规格面积应大于等于 2.5 cm×2.5 cm，见附录 B。

8 商标质押融资

商标持有人对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具有专用权，商标合法使用人对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具有使用权，

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质押融资应以商标持有人的具体要求为准。

9 权利和义务

9.1 权利

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合法使用人的权利：

——在其产品上或包装上使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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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进行广告宣传；

——优先参加商标持有人主办或协办的技术培训、产品展销会、博览会、贸易洽谈会等经贸交流

活动；

——优先推荐参加国内外权威机构组织的品牌评价活动，合法使用人列入商标重点保护名录，予

以重点保护。

9.2 义务

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合法使用人的义务：

——严格履行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许可使用合同；

——确保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的特定品质和质量安全，维护商标声誉和品牌公信力；

——接受相关职能部门对产品质量和特定品质不定期的检验检测，接受商标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管理使用制度机制，确保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印制、使用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不应向他人转让、出售、许可

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专用权。

10 管理

10.1 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管理机构具体实施下列工作：

——负责《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范》的实施和执行；

——组织、监督授权被许可人合法使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在职责范围内对使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产品质量开展行业自我管理；

——负责对使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的产地来源、特定品质、信誉或其他特征进行

监督管理；

——组织、协调、保护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

10.2 违反本规则及下列情形之一，商标持有人有权终止与使用人的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收回《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准用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提请撤回该使用人

的使用许可备案：

——使用人生产的柳州螺蛳粉产品经检验检测不合格受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处罚、造成严重社会

负面影响、严重损害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声誉的；

——使用人生产的柳州螺蛳粉产品不符合柳州螺蛳粉特定品质标准、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受到监

管部门处罚、严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损害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声誉的；

——使用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其他严重损害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声誉的。

10.3 商标使用应符合下列备案要求：

——对本规范条款的修改应当经商标使用审理委员会审议后，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备案公告；

——商标持有人与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许可人签定的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人名录，

应报送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10.4 为保证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权威性，商标持有人应接受各

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的监督， 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妥善处理地理标志产品的消费投诉。

1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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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使用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使用许可费用标准，由商标持有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并报有

关部门审批后实施。

11.2 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管理费用由柳州市螺蛳粉协会收取，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管理、促进运用和保护，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品

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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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合法使用人在柳州螺蛳粉的外包装上印制或委托他人印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时，应参考图A.1。

商标注册号：19254463

图 A.1 柳州螺蛳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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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合法使用人在柳州螺蛳粉的外包装上印制或委托他人印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时，应参考图B.1。

图 B.1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