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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的原版系英文，即Linking People, Places and Products - A Guide for Promoting 

Quality linked to Geographical Origin and Sustainabl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由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与加强国际地理标志研究（SINER-GI）于2009年联合出版。此中文翻译由中国

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安排并对翻译的准确性及质量负全部责任。如有出入，应以英文

原版为准。

ISBN 978-7-109-16327-0

本信息产品及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提供的材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原文及原译文中无此内容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或发

展状态、或对其国界或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提及具体的公司或厂商产品，无论是否

含有专利，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或产品得到粮农组织的认可或推荐、优于未提及的其它类

似公司或产品。本出版物中表达的观点系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粮农组织的观点。

版权所有。粮农组织鼓励对本信息产品中的材料进行复制和传播。申请非商业性使用

将获免费授权。为转售或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商业性用途而复制材料，均可产生费用。如

需申请复制或传播粮农组织版权材料或征询有关权利和许可的所有其他事宜，请发送电

子邮件致：copyright@fao.org，或致函粮农组织知识交流、研究及推广办公室出版政策及

支持科科长：Chief，Publishing Policy and Support Branch，Office of Knowledge Exchange，

Research and Extension，FAO，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00153 Rome，Italy。

© 粮农组织 2009年（英文版）

© 粮农组织 2012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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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与地理原产地相关的品质计划

在全世界范围，对于带有特定（特别是和原产地、传统以及特定知识相关的）质

量标签的食品和农产品，社会期望值和消费者需求在不断增长。推广和保护此类与原

产地相关的品质可有助于农村发展、食物多样性和消费者选择。这特别是保护和推广

当地自然、文化和社会资源的结果。此外，近期新机制的发展（例如理标志）需要加

以引导。所以，粮农组织在2007年启动了一项与原产地相关的品质计划，以便通过支

持成员国及利益相关方实施基于原产地的品质机制，促进农村发展。这种机制既包括

管理机构层面也包括生产者层面，都是针对特定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量身打造。

网址：www.foodquality-origin.org

在粮农组织内部，该指南是营养和消费者保护司和农村基础设施及涉农产业司共

同合作的产物，两个司都支持制定特定品质机制以加强可持续发展。

粮农组织食品质量及标准处感谢法国农业及渔业部对特定品质信托基金项目

（2007—2010）提供的资金支持，该信托基金项目支持知识开发和成员国与地理原产地

相关联的品质方面的经验分析，并使该指南得以出版。

加强地理标志国际研究项目（SINER-GI）
是欧盟支持的一个研究项目和网络（重点工作8.1：政策性研究），自2005年5月

开始至2008年7月结束。该研究项目于2007年之前由Bertil Sylander负责协调，2007
年到项目结束由Gilles Allaire负责协调。SINER-GI项目的目标是建立并分享一个关于

地理标志取得成功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的统一的、全球性的科学基础。

这一科学工作的目标是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有效地支持。该项目以全球众多研究人

员的参与和案例研究所构成的网络为基础。SINER-GI项目联盟感谢欧盟在第六个关

于研究、技术开发和示范活动框架计划之下为特定目标研究项目SINER-GI SSPE-CT-
2005- 006522所提供的财政支持。

网址：www.origin-fo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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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指出，“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

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

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能实现粮食安全。”这是一个宽泛的定义，其中食物的

特定品质和属性、多样性以及当地可获得性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世界不

同地区，人们世代积累形成了一些地方特色、实用知识、著名的典型地方食品

以及特定的景观，反映了自然资源和生产系统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今天，这

种存在于特定产品、产地和人之间的联系不仅是需要加以保护的遗产，同时也

代表着一种市场价值取向，因为消费者对与地理原产地、传统和典型性相关品

质表现出来的兴趣越来越大。

鉴于其对农村发展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潜在积极作用，粮农组织于近期

扩大了特定品质框架下活动的范围，将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品质纳入进来。

为了监管和协调这一新工作领域的进展，粮农组织设立了一个关于“有区别的

优质食品和农产品”非正式跨部门工作组。过去几年，分别在全世界不同地方

举行了数场研讨会，以提升人们对与地理原产地相关品质重要性的认识，及其

对于立法框架、认证机制及推广活动的要求的认识。研讨会举办地点包括地中

海盆地（2007）、拉丁美洲（2007）、欧洲西南部（2008）和亚洲（2009）。参

加研讨会的代表建议粮农组织编写技术指南，以帮助有关政府官员和利益相关

方制定和实施特定品质计划。

粮农组织非常高兴能提供这份指南，它是众多专家、关于有区别的优质

食品和农产品跨部门工作组成员以及欧盟支持的SINER-GI项目所属专家网络

密切合作的成果。这一合作使我们得以获得关于具有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质量的

产品、过程、计划以及建立这些计划的经验和最佳实践方式方面的各种信息。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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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这份指南，与世界各地所作的案例研究一起，能够帮助利益相

关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和小生产者，制定和实施与地理原产地相

关联的优质产品计划，并利用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兴趣改善其生计，同时促进

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

Ezzeddine Boutrif

营养及消费者保护司司长

有区别的优质食品和农产品跨部门工作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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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书作者感谢粮农组织所有为本书作出贡献的人，包括：Florence Tartanac、
Charlotta Jull、Jerome Mounsey、Emmanuelle Lecourtois、Amélie Le Coent、Jo 
Cadilhon、Martin Hilmi以及SINER-GI网络专家Gilles Allaire、François Casabianca、
Denis Sautier、Erik Thévenod-Mottet、Peter Damary、Magali Estève、Frédéric 
Wallet 和 Anna Perret，感谢他们提供的资料和意见。

感谢其他专家所提供的意见和指导，包括：Dominique Barjolle、Annie 
Chapados、Alexandra Grazioli、Marco Perri以及粮农组织关于“特定优质产

品自愿标准和计划”跨部门小组的成员：Renata Clarke、Doyle Baker、Cora 
Dankers、Janice Albert。此外还要感谢粮农组织营养及消费之保护司司长

Ezzeddine Boutrif提供的建议和指导。

本书作者和资料提供者

Gilles Allaire，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 图卢兹分部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研究员。他是欧盟研究计划SINER-GI项目的科学协

调员。他分析了有关地理标志的公共政策，并多次参加在世界各地的实地考察

以及在南非、土耳其、巴西、阿根廷、智利和欧洲举行的多次有关地理标志的

国际研讨会的组织工作（2006—2008）。

Filippo Arfini，帕尔马大学 经济学系

帕尔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他在地理标志产品农业—食品链管理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参加过多项国家级和国际地理标志产品研究项目。他负责

为欧盟原产地标识产品开发，人文、创新和可持续性（DOLPHINS）项目和

SINER-GI项目编制本实用指南的工作组的协调工作。

Giovanni Belletti，佛罗伦萨大学 经济学系

佛罗伦萨大学经济学系农业经济学和农业环境及农村政策教授（Ⅰ）。他

的研究领域是农业食品供应链组织、质量经济学和政策（特别是涉及与原产地

相关联的方面）、地方农业食品系统、农业—环境政策、农业旅游和农村发展

动力学。他参与了SINER-GI项目，并在其中分担了地理标志社会和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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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包（WP）、政策建议工作包的责任，同时还进行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杜阿尔

特峰咖啡的案例研究。

Jo Cadilhon，联合国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事处市场营销事务官员（质量改进工作）。他从市场

营销角度为农产品质量改进提供技术支持。由于他在市场营销和供应链管理方

面的专长，他曾参加过下列活动，如区域市场研究、实地项目支持、为成员国

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能力建设和机构强化。

François Casabianca，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科尔特分部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研究工程师。他是SINER-GI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他隶属于位于科西嘉岛的一个研究部门，致力于畜牧活动开发。作为一名动物

科学家，他致力于研究当地牛肉和猪肉生产，关注地理标志操作规范的细化，

特别是在当地品种和技术知识方面。

Peter H.G. Damary，瑞士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协会

瑞士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协会食品供应链和地理标志工作负责人，瑞士

地理标志网络成员，他负责开发地理标志国际培训模块。他在食品供应链开发

工作和质量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目前正在从事国际地理标志工作和瑞士的地

方食品推广工作。

Magali Estève，瑞士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协会

负责欧洲东南部当地食品生产相关项目以及瑞士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协

会的国际合作中有关原产地标识产品机构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事务。她参与了

SINER-GI项目，并负责领导与巴尔干地区的大学和地方有关方面的科技合作。

Martin Hilmi，联合国粮农组织

驻罗马粮农组织总部农村基础设施及涉农产业司顾问，小企业管理和市

场营销教授。他在农村基础设施及涉农产业司的工作涉及农场管理培训及推广

材料、农场商务学校培训材料、小型农业企业多样化发展和农村交通。他为本

指南提供技术编辑，提供了地理标志产品和地理标志组织市场营销方面的内

容，并进行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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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tta Jull，联合国粮农组织

驻罗马粮农组织总部发展法处法务官员。她目前正在做几个涉及地理标

志法律制度框架制定和评估的技术合作项目。她在贸易和环境法律及政策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加入粮农组织之前曾在多个国际组织工作过，包括国际统

一私法协会和美洲国家组织。

Amélie Le Coent，联合国粮农组织

驻罗马粮农组织总部顾问。她目前正在作特定质量产品自愿标准和计划，

并为粮农组织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质量计划提供支持。她曾做过法国有机

农业方面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农民提供当地有机供应链（当地分销

网络和学校餐厅公共市场）组织方面的支持。她并为本指南提供了协调和编辑

方面的支持。

Emmanuelle LeCourtois，联合国粮农组织

驻罗马粮农组织总部顾问。她目前正在作特定质量产品自愿标准和计划，

并为粮农组织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质量计划提供支持。她曾经做过针对认证

产品增强小农户进入市场的商业模型工作，特别是针对注册地理标志产品。她

编辑了粮农组织案例研究，并为本指南提供了编辑支持。

Andrea Marescotti，佛罗伦萨大学经济系

佛罗伦萨大学经济学系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经济教授。他的研究活动包括

供应链分析、农业—食品市场营销、替代农业—食品体系、短供应链、食品质

量、地理标志和农业发展。在SINER-GI项目中，他与其他人共同负责有关地

理标志社会经济问题工具包2的工作，以及有关政策建议的工具包7的工作，

并作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杜阿尔特峰咖啡的案例研究。

Jerome Mounsey，联合国粮农组织

驻罗马粮农组织总部准专业官员。他就职于粮农组织家畜生产处，所做

的项目涉及奶类和肉类生产、营养、食品安全、环境及向发展中国家有效传播

技术知识等。他目前还参与支持粮农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黑山、菲律宾及阿富

汗的实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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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Perret，瑞士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协会

洛桑瑞士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协会地理标志专门协作者。她有组织国际培训

班和考察团组以及接待对瑞士地理标志政策感兴趣的国际代表团方面的经验。她

为SINER-GI项目做了两个北美洲案例研究，一个是佛罗里达的柑橘，一个是

圣 · 让湖蓝莓（魁北克省）。她尤其对优质食品的环境和消费者方面的情况感兴趣。

Denis Sautier，法国国际发展农业研究中心

法国蒙波利埃法国国际发展农业研究中心食品学研究院研究员，专门研

究食品质量计划。他与其同事目前正在参与许多有关地方特色产品全球认知的

研究和培训活动。在SINER-GI项目中，他负责协调案例研究部分，这为本指

南提供了许多见解和例子。

Florence Tartanac，联合国粮农组织

驻罗马粮农组织总部农村基础设施及涉农产业司农业产业官员。她的专长领

域是小规模涉农产业、涉农产业管理、食品认证、商业伙伴关系以及创新促进。她

于2001年加入粮农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办事处，2005年调到罗马总部任职。

Erik Thévenod-Mottet，瑞士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协会

负责瑞士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协会关于地理标志的科学活动。他曾就职

于一个葡萄酒专业协会和一个专门地理标志认证机构。过去10年，瑞士农业

和农村地区发展协会参与了欧盟关于地理标志的一系列研究项目，提供有关地

理标志实施、管理和开发主题的培训计划和专业知识。

Emilie Vandecandelaere，联合国粮农组织

驻罗马粮农组织总部食品质量及标准处特定质量官员。她是地理原产地

相关联质量项目主管。她提供了粮农组织案例研究，以及实施与地理原产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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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Frederic Wallet，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图卢兹分部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图卢兹分部经济学研究工程师。他所研究领域是地

理标志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农村政策创新过程以及地理标志保护计划。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他所做的中国和法国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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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地、农产品和食品

加强人、产地、农产品和食品之间的联系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这种关系获益于在全球市场背景下于特定地理区域创造价值的地方能

力。原产地产品表现出特定的质量属性，这种属性与其产地相联系，并经过长

期以来以其地理标志所树立的声誉，使之有别于其他产品。因为这种与众不同

的产品能够满足特定的需求而获得额外的回报。消费者日益关注与文化、身份

及可持续生产方式相关联的农产品及食品的特殊属性。不仅如此，这类产品还

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世界文化遗产、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村减贫的潜在作用。

地理标志产品的属性反映了特定地理区域当地自然资源（气候、土壤、

当地动植物品种、传统工具等）与文化因素（传统、实用知识和技能，其中有

一部分是也代相传的）之间的独特组合，将产品、人和产地之间联系起来。

产区众多参与者的行为（农民、加工企业、当地消费者、公共机构、非

政府组织等）及其与外部因素之间的互动，历经岁月，建立起与特定地方和人

群相联系的产品特性。这一过程涉及不同参与者，他们相互协调融洽其生产和

商业行为。

为可持续发展建立地理标志

原产地产品可以成为通过区域管理方式实现质量良性循环的关键，这意

味着通过地理标志程序对产品的提升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并随着时间推移自

我强化，从而能够保护食用农产品及其相关社会系统，并帮助当地利益相关方

获得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可持续性：

● 经济可持续性应当为生产者带来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并提高整

体农村经济的活力；

● 社会文化可持续性应当加强社会参与各方的能力，从而可以参与有关

地理标志产品的决策和行动并获得公平的利益回报。当地参与者应当

提高对自己的工作和文化特点及当地知识和传统的意识，并为之感到

骄傲；

● 环境可持续性应当将行动建立在为子孙后代保护和改进当地自然资源的

基础之上，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地貌、土壤和水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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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地理标志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将依赖于如何利用当地资源以及当

地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制定地理标志使用规则的重要性

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受到外部压力和当地利益相关方之间缺乏协

调的双重威胁。市场全球化和新技术可能会危及传统农业体系和加工技术。此

外，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价值往往会吸引模仿者、假冒者和搭便车者，既有

来自原产区的，也有来自原产区之外的。误导性做法主要涉及产品名称的使

用，有时还涉及产品的具体特征。

鉴于这些原因，强烈建议在当地建立起通用规则，以防止产品特性的丧失，

避免滥用，增强消费者信心。这包括制定操作规范以界定产品与其地理原产地

之间的联系；建立当地组织以确保当地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和产品一致性。

这样地理标志能够得到公共当局的认可，并根据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1994）的知识产权规定加以保护。生产者可以决定根据本

国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申请地理标志登记。这样，地理标志的使用要求对受权使

用者进行正式的身份认定，这需要通过集体的努力来实现。

在地理标志基础上管理价值链

对于任何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产品而言，需要建立一个管理体系来根

据当地特定资源及操作规范确立的准则建立可持续的受益者体系，即适应当

地特定情况的地理标志组织。事实上，获得法律保护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

为利益相关方和特定地理区域保持可获利性和可持续性体系过程中的一个里

程碑。最终目的是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营销、贯穿整个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生产者和加工者高度的责任感和问责制，总的来说会涉及一系列技术或管理

创新。

质量良性循环：发展的方法论

地理标志在地方的实施包括不同的活动和要求。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

循环可以作为支持当地利益相关方处理建立地理标志生产系统所涉及的各种问

题的方法，并增强可持续发展潜力。本指南中建议的这一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

性循环包括不同步骤：确认当地资源，地理标志产品资格认定（制定规则），

回报（管理地理标志系统）以及当地资源再生以强化可持续性。公共政策在这

个循环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便提供充分的制度框架，并有助于原产

地产品为农村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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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

本指南的目标

本指南的目标包括：

1.解释什么是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品质以及地理标志概念；

2.提高对原产地产品在农村发展方面的潜力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的认

知度；

3.通过提供具体的工具和方法帮助在地方实施地理标志计划。

本指南以世界各地的跨学科研究和实例证据为根据，其服务对象包括实

际从业人员、协助者、来自公众或私人机构的农村发展专家、供应链代表以及

政策制定者、农村社区领导人和培训者。本指南主要服务于那些从事农业和食

品系统开发、可能有兴趣从农村发展的视角推动和保护当地食物和当地资源

（传统、实用知识和自然资源）的人。事实上，在帮助当地参与者认识到原产

地产品的潜力，并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理解适当的规则的重要性以及使地

理标志系统立足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这些协助者的作用

至关重要。

当地利益
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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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避免提供规定性或标准解决方法，而是提供循序渐进的方式，以回答

开发工作行动者和协助者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他们寻求确认、界定和保护质量与

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产品，以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复杂的要素组合。

本指南的结构

本指南的每一部分分别介绍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的一个特定环节，

最后一部分介绍相关的公共政策：

● 介绍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

● 确认：潜力的认识和评价（第一部分）；

● 资格认定：建立规则和操作规范（第二部分）；

● 回报：市场各方面（第三部分）；

● 再生：可持续发展道路（第四部分）；

● 公共政策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第五部分）。

每一章提供有关概念、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研究具体例子，以及一些实

践练习。指导原则和模型也提供了具体活动或文件，分布于各有关章节。

在每一章结尾，我们为读者提供了自我测评（实践），以便读者可以结合

各自当地条件和背景仔细思考有关问题。

在本指南的结尾，我们提供详细的词汇表，对技术性和概念性术语作了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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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的不同步骤

基于原产地的
质量良性循环的

不同步骤

因为产地、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某

些食品和农产品因其具有的特定品质特点而闻名。这种

生产的独特性使产品具有成为可持续发展构成部分的潜

质。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地利益相关方应当将潜在的当

地资源转变为活的资产，加以保护和改善，提高社会的

认知度，并增加市场回报。

本部分内容介绍了质量良性循环相互关联的不同阶

段，这一良性循环方式在推广基于原产地的产品的基础

上推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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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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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的不同步骤

原产地产品所对应的是有区别的产品，这种与众不同的特性是源于其地

方特点或典型性。地理标志产品身份的确定由其原产地的特殊环境所决定，这

赋予它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具体的特性、质量或声誉。这种产品依托于其产地，

这是质量良性循环的基础，它意味着提升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质量能够在经

济、社会和环境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因为对所涉及的当地资源的保护而

不断得到加强。这种良性的质量对应着价值创造和保护过程，这一过程分4个
主要的阶段（参见图1）。通过对产品潜质的认识，当地利益相关方能够就启

动保护当地资源且同时提升附加值达成一致意见。附加值来源于消费者和相关

市场对产品的认可，并可通过对确定其独特品质所须的产品名称的官方认可和

法律保护得到进一步强化。原产地产品及其推广体系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市场的

回报和当地资源的再生。

图1  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

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的主要阶段包括：

1.确认：对产品潜质的当地认识和评价；

2.产品资格认定：制定价值创造和当地资源保护的规则；

3.与市场营销方面相关的产品回报；

4.以当地资源再生强化系统可持续性；

5.为良性循环各阶段提供制度框架和可能支持的公共政策。

当地利益
相关方

1

23

4

当地特定
资源

产品市场

社会

确

	认

回

	报

公共
政策

资
格

认
定

5

再
	生



4

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

在整个循环过程，当地及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作用（生产和市场营销 、公

共部门、非政府组织、研发中心⋯⋯）对所有阶段都至关重要。制度框架（公

共政策和法规）在促进和规范与地理计划相关联的品质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

1.确认（第一部分）

启动过程的第一步是明确确认

产品及生产所需的当地资源。这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生产者对特定当

地资源相关联的“潜力”的认识，这

是采取集体行动以维护产品价值的基

础。确认一种声誉及所涉及的特定资

源，以及其与产品品质的关联，可能

需要科学研究和分析，要么是涉及资

源（如土壤分析、产品历史等）要么

涉及产品及其声誉（口味、消费者调

查等）。在这个阶段，支持与具体科学技术能力同等重要。

2.资格认定（第二部分）

资格认定阶段是社会（消费者、

市民、公共机构、其他价值链参与方

等）认识原产地特定产品价值的过

程。资格认定要求清晰且统一的对产

区、生产过程、和产品品质属性的描

述，以及使用合适的工具确认和保护

所有这些特征，并使之易于识别。因

此，地理标志标签在显示产品、地理

区域及特定品质之间联系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并由此使原产地产品成为了

地理标志产品。

资格认定要求当地生产者制定操作规范，规定达到特定品质的明确标准

和要求（制定规则）。相关区域的生产者应当集体制定规则并以能够保证特定

品质的方式加以实施。

这一过程对于向消费者提供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特定产品品质以及确

保当地资源再生（保护和改进）得到恰当的管理这两个方面都十分关键。

皮卡柠檬（智利）：直接在田间确认产品

的具体特点

楚傲可可（委内瑞拉）：妇女在村庄的教

堂前以传统方式晾晒可可豆；晾晒场所的

特点为晾晒提供了独特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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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的不同步骤

3.回报（第三部分）

回报阶段对应的是社会为取得原产

地产品相关服务向生产者支付报酬的机

制：特定的属性涉及自然和文化资源的

内在品质、保护和促进等。地理标志产

品的回报必须能够支付生产成本，往往

高于工业化加工和进口的产品，以便确

保一定的利润水平，从而保证可持续性。

主要的回报机制是通过市场实现的

（即通过价格和市场准入）。地理标志产

品的市场营销要求采取集体策略来管理

集体资产以取得附加值，即产品声誉。因此，管理地理标志产品生产和市场营

销的集体构架就非常重要。

当地特定资源的回报也可以通过非市场机制取得。事实上，市场机制不

能完全回报产品的某些价值，如某种特定的当地遗传资源的整体价值（即一种

当地品种、一种特殊的土地管理系统、保护特定的地貌等）。如果是这种情况，

可能有必要通过直接的公共支持来回报这些价值（如公共财政支持或技术支

持）（参见第五部分）。

4.当地资源再生（第四部分）

系统再生意味着使整个循环链资

源得到保护、更新和改进，以便实现原

产地产品系统长期可持续性，从而保证

原产地产品的存续。因此，再生阶段关

系到对前几个阶段实施状况的评估（确

认、资格认定和回报）以及对其在3个
方面影响的评估：经济、社会和环境。

此外，当地资源再生，包括原产地

产品声誉的改进和地理环境，可能对当地

其他经济和社会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因而

在这一阶段，有必要加强扩大地理战略。

然而，特殊资源的再生并不是自发的，即使当产品变得更加利润丰厚时

亦是如此。因为这取决于当地各方对经济关系及当地资源管理的态度。再生要

回报：亚洲某地方市场

北内乌肯的克里奥尔山羊（阿根廷）：

保护产品和资源使年轻人可以留在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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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1：价值创造过程

塔利温的藏红花（摩洛哥）

塔利温的藏红花产于摩洛哥的安蒂阿特拉斯山。当地有关方面已经把推

广和保护这一原产地产品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一个手段，并将基于原产地的循

环作为方法。

1.确认

塔利温的藏红花具有特殊的品质，

享有盛誉。摩洛哥—法国非政府组织

“灌溉和开发组织”的宣传增强了当地人

的意识。该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活动，

支持确认、资格认定和产品回报各阶段

的工作（粮农组织、苏斯马萨德拉区域

理事会、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慢餐运

动组织，等）。确认阶段突出了塔利温藏

红花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特定品质：

● 它具有经试验室检测确认的高品

质和特定风味，其与产地之间的联系早在9世纪已经有报告；

● 当地自然资源在特定品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经火山土过滤的雨水

和来自Siroua Massif的水；

● 传统操作方式对于耕种（替代作物、天然肥料等）和产品的加工都很重

要，而妇女和年轻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案
例
研
究

求贯穿整个供应链的公平分配原则：在当地生产系统和市场各阶段之间，以及

在当地生产系统内部的公平分配。

特定当地资源的再生还应确保环境、地貌、文化、传统及社会关系免受

经济活动的不利影响。

5.公共政策对整个良性循环的作用（第五部分）

在发展当地原产地产品以便强化其对于农村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方面，

公共部门（如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地区、当地政府、其他权威部门和机构）

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首先，它们可以提供充分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帮助其

实现对地理标志集体财产权的认可、管理和保护。

不仅如此，支持性公共政策还可以提供有利条件，帮助加强原产地产品的

开发，有利于在整个良性循环的各个阶段带动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积极影响。

法国国际农业研究所研究中心在做

土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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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的不同步骤

案
例
研
究

● 实用知识与柏柏尔文化及当地化之间密切联系 ,传统村落保留了强有力

的社区传统。

2.资格认定

确认产品的潜力（土壤分析、成分分析、市

场研究、品尝等）有助于界定项目的实施，以升

级和销售产品。产品升级涉及所有生产阶段：耕

种、收获、储存和包装。为了确定藏红花质量，

生产者曾使用有机和公平贸易认证，而现在他们

正在对产品名称进行地理标志登记，以便表明其

与产地相关联的特殊性。制定地理标志操作规范

也是该项目的一部分。

3.回报

对集体工作进行的评估基于运

作良好的乡村协会，这些协会支持

生产者协会和合作社的建立，并提

供了更好的市场潜力。市场研究有

助于确认和设立与欧洲公平贸易公

司之间的商业联系，同时改善当地

市场营销（传统集市、旅游业等）。

集体推广（宣传）在当地得到加

强，这特别要归功于一年一度的塔

利温藏红花节，还要感谢国际著名

大厨们的功劳。

4.再生

项目考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

可持续性，特别是在界定产品和生

产过程方面。首先的影响是推动操

作规范制度和市场营销的途径（例

如，什么市场应当给予优先地位，

什么样的可持续农业操作方式将作

为标准等）。

来 源：Garcin，D.G. Carral, S. 
2007年；粮农组织技术合作计划。

包装的类型是产品界定的

一部分

2007年11月法国大厨Gérard  Vives参加实

地考察并在他的餐厅推广这一优质食材

第一届塔利温藏红花节—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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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人及产地之间的联系

1.1

1

第一部分
确认：意识和潜力

为了启动或加强原产地产品在当地的推广进程，质

量良性循环的第一步是确认产品与产地之间的联系，其

潜力和需求，以便对未来作出规划。本部分在下列各章

分别探讨了当地利益相关方面对的几个重要问题：
● 当地产品、产地及人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是否存

在按照可持续方式推广原产地产品的潜力？（1.1

章）
● 介入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过程的原因是什么？

（1.2章）
● 为何需要制定集体规则以及确定对原产地产品声

誉的集体权利，并以之作为下一步资格认定的基

础？（1.3章）
● 如何采取集体行动？来自生产系统和产地内外哪

些行为主体可以参与其中？（1.4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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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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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人及产地之间的联系

1.1

1

1.1  产品、人及产地之间的联系

内容提要

原产地产品有潜力成为建立在推广和保护当地资源基础之上的可持续

质量良性循环的一部分。这一潜力存在于其特定品质之中，而这种品质是

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土壤特点、当地动植物品种等）、当地技艺、历史、

文化习俗以及产品生产加工的传统技艺独特组合的结果。当地各方的第一

步是通过确认产品品质与当地环境之间的联系认识到这种潜力。

启动建立在具有地理原产地相关特定品质产品基础上的质量良性循环的

可能性，取决于以下3方面主要前提条件：

● 产品：体现出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某些特点，由此被赋予特殊品质和

市场声誉，满足特定消费者需求。

● 产地：独特的品质特色源于产地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 人：当地生产者继承了传统和技艺，必须推动他们和其他当地利益相关

方一道，参与价值创造和保护的过程。

图2  人、产品及产地之间的互动

产品

特定品质和声誉

人

从事集体价值创造和保护

过程的动力和能力

产地

产区

当地自然和人文资源：土

壤、气候、品种、实用知

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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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

1.1

1

产品：特定品质和声誉

一些农产品和食品表现出特定的特色，与产地具有内在的联系，这为其

带来特定的声誉。特奎拉龙舌兰酒、帕尔马地方乳酪、印度大吉岭茶或香槟酒

只是部分例子，反映了产品的名称获得了与其产地相联系的声誉。特定品质意

味着有一些特色使该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

相区分，消费者对其区别对待，无论是在

本地市场、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

鉴于其在市场上与众不同的特点，典

型性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特色，意味着

产品不仅特殊，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这源

于其自然和人文生产因素的结合，而这又

植根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因此这种产品不

能在其他地方生产。独特程度以及对当地

资源的关联度是衡量其典型性的标准。

消费者的认知与原产地产品的声誉以

及其市场认可度相关联。有必要开展市场

研究（参见3.2章），通过回答不同的问题来确认这一声誉和认可度。例如，是

否存在特定的需求和为其支付代价的意愿？消费者是否将特定产品与其他同类

产品相区分？是否存在具体产品的特定消费者目标群体？

因此，产品的名称在消费者对特定品质产品的认知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消

费者通过地理名称和标识来识别它，名称和标识可以明确地指向特定地点和人群。

特定特色的例子

不同的客观或者主观的具体特色会对消

费者产生吸引力。这既可能与内在品质也可能

和外在属性相互关联。内在品质包括气味、质

地、口味、形状和颜色；外在属性包括生产、

加工及消费方式。这特色提供了主观的、非物

质的或象征性属性，或者是情感方面的（如归

属于某一社区“同源”的感觉），或者是伦理

和社会的（如保护传统和知识，支持当地生产

者，环境友好等），或者是社会风尚的（如产

品反映我们的社会地位）。

插文1：产区和典型性

产区是指限定的地理区域，那里

生活着特定的社区，经历长期的历史演

化，发展出集体的生产方法和知识。产

区的基础是物理和生物环境之间的互动

系统，以及与表达来源、典型性及带来

产品声誉相关的人文因素。

典型性是一种继承属性，具有历史

和地理来源，通过文化特征和遗产植根

于特定地理区域。 草场独特的植物种类赋予牛奶特殊的风味和

化学成分并使奶酪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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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人及产地之间的联系

1.1

1

产地和当地资源

产地指的是特定地理区域，它具有其自然资源（物理和生物环境）及与

一代代居民及生产者相联系的人文资源。其地理范围限定于特定空间并与人和

环境的互动相联系。“产区”体现了一个地理区域经历一定时间能够为产品提

供独特性和典型性的能力。

案例研究1：确认特定品质和声誉

乌布苏沙棘（蒙古）

乌布苏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 L）是一种

营养十分丰富用途广泛的浆果，富含维生素，尤其

是维生素C及其他矿物质。在蒙古，传统上它被用

来加工果汁和果油。

乌布苏省是蒙古野生沙棘的故乡，野生沙棘最

早于20世纪40年代在那里进行人工种植。乌布苏省

的自然环境独特，由大湖盆地（咸水湖）和冷水河流

构成，气候十分严酷。为了抵抗严酷寒冷的气候，沙

棘进化出丰富的油含量，使维生素和矿物质得以长期

储存在果实之中。除了这一特定气候条件之外，富含

碘的湿土加上永久冻土水分的滋养，也是塑造乌布苏沙棘的独特品质的因素之

一。这些特殊属性不仅得到当地消费者认可，也得到国际认可。特别是在日本和

韩国，沙棘被用作生产有机果汁和化妆品的原料。对源自乌布苏地区沙棘产品不

断增长的需求促使当地一些生产者采取行动为他们的产品争取地理标志保护。

来源：Ts. Enkh-Amgalan, 2009年。

艾湄湾盐（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东海岸）
艾湄湾生产的盐是一种通过自

然蒸发获取的海盐，产自海滩传统

的盐水沼泽。这种盐是艾湄湾地区

非常干燥是微气候的产物。艾湄湾

盐独具特色，其结晶体比常规的海

盐结晶体要小。其颜色呈米黄色，

略带粉色光泽。艾湄湾盐比工业盐

更加松脆，咸度偏低。它的气味复

杂：一开始偏酸，而后渐渐变苦。其售价是其他盐价格的两倍。

来源：Durand C., 2009年。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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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

1.1

1
自然资源往往和人类活动

干预相联系，因为物理环境也是

人为选择塑造的结果，在文化遗

产和当地技能知识基础上，人们

根据其选择的生产方法改变环境

以与之相适应。在这个意义上，

产品属于当地社区，是他们创

造、改变、保护了再生产所依赖

的特定环境、当地自然资源、技

术以及文化，并代代相传。

产地及其不同构成要素、传统及实用知识技能是当地人民长期行为的

产物。这意味着产品与当地社区密切相连，并具有遗产的性质。因此，一

种产品的名称以及市场声誉不能作为个人或者单个私人主体的财产。相反，

当地社区拥有产品的集体权利，有权确保其产品依照社区自身设定的规则

生产。

人：集体视角和行动潜力

由于其遗产的属性，产品的特殊性和声誉属于当地人民，他们分享从中

获益的集体权利。因此，需要采取集体方式实现质量良性循环，以便推广和保

护原产地产品和当地资源。价值创造过程的潜力依赖于当地社区协调行动并集

体推广产品的意愿、动机和能力，特别是当地生产体系。

具有地理原产地相关特定

品质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创造过程

涉及许多利益相关方，许多不同

参与者可能对产品感兴趣。首

先，生产（供应链）参与方发挥

核心作用，在传统生产体系内，

妇女、老人和家庭往往具有特别

的重要性。事实上，当地社区成

员可能将产品视为其当地文化的

一个要素，并位于当地活动的核

心地位。当地机构、公共部门、

消费者、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等，无论位于地理范围内外，都可能对推广这

一原产地产品产生兴趣（参见1.4章）。

物理环境和自然资源

可以在许多不同因素中识别出具体特色，

如季节性温湿度水平，风、土壤和水的物理化

学特点，日照情况和草场构成。这是能够赋予

农产品和食品特殊品质最重要的物质资源之

一。遗传资源是另一类特定当地资源。当地动

植物品种经历一定时间适应了特定环境，往往

形成了农产品和食品特定品质。

遗产和实用知识

例如特定动植物品种遗传资源，是农业生

产者经过多年有意选育的结果。特定的农艺、

育种技术和原材料加工都是当地开发出来的，

并考虑了当地环境和原材料的特殊性。这些知

识往往是针对“特定环境”的，并且是“非正

式的”（没有书面资料）。它在当地社区内部分

享，通过实践和使用而代代相传，适应了当地

变化的环境，并通过边做边学的过程保留在组

织内部。



15

产品、人及产地之间的联系

1.1

1

案例研究2：与物理环境的联系

杜阿特峰咖啡（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农业及林业研究所与法国国

际农业发展研究中心为PROCA2项目（一

项多米尼加咖啡品质改良和特色咖啡推广

项目）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评估了多米

尼加共和国不同产区的质量潜力。具体地

说，他们购买了100％红色成熟咖啡果实，

并对其进行加工，以取得最佳的品质（采

获后几小时之内去除咖啡豆果肉，控制发

酵周期，用干净的水两次清洗，控制湿度

等）。咖啡的品质评价包括物理评价（咖啡

豆的大小、残次数量、密度及成色）和冲

泡后性状。该研究揭示了多米尼加各咖啡

生产区的特点和潜力。这激发了许多开发

原产地咖啡的项目，包括通过地理标志手段的激发。事实上，根据该研究不同

产区的相关方展开了一场讨论，目的是更加精确地划分地理边界，特别是海拔

分界线和行政区划分界。其中的一项地理标志计划就是“杜阿特峰咖啡计划”。

来源：Belletti G. 等人，2007。

案
例
研
究

这些利益相关方可能对地理原产地产品的开发产生不同的影响，表达他

们自己对产品的观点以及各自的利益。与商业考虑不同，当地消费者可能对产

品的某些具体方面更感兴趣。另一方面，大型和（或）现代公司与工匠作坊和

小企业相比，可能会对产品的不同方面感兴趣。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对生咖啡进行挑选 在摩洛哥塔利温地区，妇女正在摘除藏红

花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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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

1.1

1

案例研究3：从确认到资格认定的道路

北内乌肯的克里奥尔山羊（阿根廷）

北内乌肯的克里奥尔山羊是

一种来自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的

当地山羊品种，仅产于天然山地草

场。它是根据季节性放牧迁移的当

地牧民的传统知识进行培育的。阿

根廷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于2001年
开始了一项由生产者参与其中的参

与式计划，以确认、保护和改良该

品种。该计划对这一山羊品种及其

基因构成进行了深入的鉴别，使用

了特定的动物遗传方法，并考察了与当地环境和实用知识之间的联系（www.
fao.org/ag/againfo/programmes/en/genetics/map.html）。

这项计划有助于揭示赋予羊肉地理原产地特定品质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

重要性和独特性，从而说明开发地理标志产品的潜力。根据确认的结果，生产

者得到阿根廷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以及其他当地相关方的支持，进入资格认定

阶段，制定地理标志使用的规则。

来源：Pérez Centeno, M. 2007。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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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人及产地之间的联系

1.1

1

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产品

● 你的产品有何具体特色？为何你的产品与市场上销售的同类产品相比与

众不同？

● 你的产品哪些特点对购买者和消费者最具吸引力？

● 你知道该产品有多少类型？

●  你的产品的特色将来会发生变化吗？哪些特色会？为什么？

产地和特定资源

● 你的产品的特定品质从何而来？

●  产品生产过程中用到的自然资源有哪些？

● 有哪些实用知识、特别知识和技能与原产地产品相联系？

● 你在哪里以及可能在哪里生产这种产品？

●  你是否可以追溯产品的历史？你是否知道有关你的产品的一些“故事”

（叙述，传说）？

人

● 产品生产过程（供应链）涉及哪些当地相关方？

● 哪些当地相关方虽然不直接介入产品生产过程，但是可能对产品定价和

保护感兴趣？

● 对产品感兴趣的外部参与方有哪些（如大学、政府、零售商、加工企

业）？

● 不同类别的参与方有何特点？他们在推广和保护该产品方面是否具有动

机和目标，具体是什么？

在表格中列出

1）你的产品的独特品质；2）生产过程涉及的独特当地资源；3）品质和

当地（自然及人文）资源之间的联系。

1）独特品质 2）独特当地资源 3）评价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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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

1.1

1
1）产品涉及的参与方；2）他们的特点；3）他们的动机

1）参与方分类 2）特点 3）动机

当地（供应链内外）

a）⋯⋯

b）⋯⋯

a）⋯⋯

b）⋯⋯

a）⋯⋯

b）⋯⋯

非当地

a）⋯⋯

b）⋯⋯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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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一个可持续视角来说明为何引入基于原产地的集体进程

1.21.2  以一个可持续视角来说明为何引入

基于原产地的集体进程

内容提要

由于原产地产品的品质深深植根于特定当地资源并与之相关联，因

此，生产系统的存续和改进对于支持当地经济和生活方式能够发挥重要的

作用。在保护产品特色的同时增加产品价值可以为特定当地资源带来回报

和再生，这不仅对生产系统有利，而且对农村发展活力、当地社会以及往

往较为脆弱的自然资源有利。这意味着与可持续发展的另两个支柱—环境

和社会建立相互促进的关系。

农村可持续发展

原产地产品对农村发展的贡献不仅包括农业增长和农业经济发展，还包

括其他当地活动的发展，具有社会方面的内容和增强当地参与方的力量（社区

参与确定目标、社会平等、社会增长活力、当地人口的信心），以及当地资源

的作用。

这种贡献也可以从可持续

发展方面考虑，这一理念源于推

动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即“在不

影响子孙后代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前提下满足当前的需求”。推广

和保护原产地产品可以作为解决

可持续发展问题3个互补的支柱

的工具：经济、环境和社会，因

为它们对于原产地产品而言具有

内在的相互联系。

原产地产品对于农村及可

持续发展的贡献对脆弱和边远地区尤其重要，这些地方常见的各种限制条件及

竞争力不足的生产环境可以通过价值创造转变为资产。由于特殊生态意义，特

定自然资源在物质和经济生产力上与常规资源相比往往生产率偏低，同时其生

产系统在数量和价格上没有竞争力，但是可以从特殊和高价值的特色上使产品

引入价值创造和保护过程的潜在好处

● 在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生产、加工、分销）

保持和（或）增加当地收入及当地就业。

● 使当地人民得以留在和生活于生产地区。

● 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 保持传统农业生产，同时对地貌、有利栖息

地具有潜在积极贡献，从而有利于生物多样

性及土壤保护。

● 保持传统加工体系和配方。

● 保持当地传统以及与产品相关联的当地文化

的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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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1
1.2 与众不同。很多在当地草场上饲养的

特定品种牛正是这种情况，它们可能

产奶率偏低，但是根据当地工匠作坊

的配方，可以用它来生产特殊的奶酪。

经济支柱：通过组织起来增加价值和利益

进入市场

通过市场认可，进入特殊产品新的小众消费市场，或者防止由于更具有

竞争力的产品的威胁而从现有市场上消失，原产地产品具有创造附加值的潜

力。如果更高的增值部分可以在生产者之间公平地再分配，这将有助于保证当

地生产者的适当收入。

更高的售价往往是支持原产地产品战略的首要目标之一，但是经济价值

的增加也意味着更好的市场准入，或者是进入新市场，或者是保持现有的市

马雷马牛是马雷马地区（意大利）一种十分特殊

的牛的品种，这种牛就成本和生产效率而言极为缺

乏竞争力。对其牛肉的特色加以定价，使这一品种

的牛能够存在下去，它们在这一产区没有替代品种

插文2：来自产品差别的溢价

国际市场上具有特殊产地来源的咖啡与普通咖啡价格比较2006年8～12月（美元

/英镑）。

来源：Teuber R. 2007。

  平均零售价                 3.17

  哥伦比亚精品                    9.92

  危地马拉安提瓜                  10.07

  哥斯达黎加塔拉祖        10.09

  坦桑尼亚豌豆形咖啡          11.14

  苏门答腊曼特宁         11.16

  巴布亚新几内亚       11.22

  埃塞俄比亚哈拉尔      11.28

  爪哇                             11.36

  埃塞俄比亚耶加雪                 11.45

  苏拉维西                         11.91

  肯尼亚AA             12

  100％可那                    29.87

  牙买加蓝山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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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一个可持续视角来说明为何引入基于原产地的集体进程

1.2场，这要归功于产品的差异性。换言之，它应当允许当地生产者参与市场，即

使在更具竞争力的外来产品的竞争面前，仍能从中获得一个好的价格，足以支

付生产成本。

通过在整个过程实施品质保证机制和

可追溯体系，价值创造成为消费者对产品

原产地及一般品质要求保持信心的一个推

动力。取得和维持有利可图的市场渠道对

保持当地资源具有关键作用。通过有效地

营销这些产品，相关农业活动可以得到保

存甚至更加多样化，从而推动相关产业发

展如旅游业，并且还能防止当地人外迁。

生产系统所涉及的特定当地资源，即独特

的动植物品种、饮食传统及文化，对于旅

游业和美食文化也弥足珍贵。

保持传统产品的市场存在

在许多偏远的地区，如山区和沙漠，无数

传统产品濒临消亡，因为其生产不具有竞争力

（生产成本、外人的模仿）。这反过来迫使人们

离开这些地方。推广原产地产品，提高认知

度，保护其免于市场不正当竞争，可以使产品

的生产得到延续。具体例子可参考以下案例：

图里亚尔瓦奶酪（第3.2章案例研究4）；科蒂

哈奶酪（第3.3章，案例研究11）；皮卡柠檬

（第5.2章，案例研究3）。

案例研究4：声誉对于坤西施柚子（泰国）价格形成的影响

柚子是一种产自热带或邻近热带地区的水果，

源自东南亚地区，它是葡萄柚的主要祖先。它在低海

拔沿海地区生长旺盛，但是由于其种植区域限制，其

生产往往被葡萄柚盖过。柚子是广为人知的甘美多汁

的水果，对于东南亚许多消费者来说它比葡萄柚更受

欢迎。据称，坤西施柚子（泰国）的品质源于人为干

预，采用特定的种植传统和生产技术，并辅之以独特

的地理环境。坤西施柚子被那些愿意支付更高价格且

眼光独到的消费者和种植者挑选出来。2005年，佛

统地区商会为这种水果建立了地理标志系统，对其进

行认定和保护，提高其市场价值。

地理标志可以成为更高市场价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对于出口、

采购价格和水果品质，坤西施柚子被视为其他地区水果的一个衡量基准。来自

佛统地区的水果（地理标志指定区域）比来自佛丕或其他地区近乎同样品质的

水果价格高出2～4泰铢。来自该国其他地区的供给也在增长。目前，即使在

对水果原产地心存一定怀疑或有所保留的情况下，消费者仍愿意为声称是来自

佛统地区的柚子支付更高的价格。贸易商主要依靠合作伙伴来确保产地来源，

这要归功于出口商与合作伙伴长期合作建立起的信任关系。

来源：Tongdee, S.C. 2007。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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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受益于地方组织

价值创造过程要求小规模参与方之间的合作（沿供应链横向和纵向联系）

以加强地理网络。得益于当地利益相关方与公私部门合作互动，当地参与方甚

至可以与 更大规模的公司相竞争。

对于原产地产品，小规模公司可以通过很少的推广和市场营销投资获

得很好的附加值，事实上无需投资于新产品，推广也可以通过集体的方式

开展。

除了与原产地产品的供应链直接相联系的活动之外（贸易、保护、包装、

控制），推广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还可以强化其他当地活动，特别是在旅游业

和美食业方面。

环境支柱：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生物多样性

● 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确认产品和产地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对当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如此，往往与原产地产品相联系的是传统

生产体系和精细的操作方式，与现代技术和投入品相比对环境的影响更

低。

● 生物多样性：原产地产品往往使用传统、本地或适应当地环境的特定动

植物品种和微生物。推广这类产品能够帮助对抗趋向专业化和经济理性

化的压力，从而防止栖息地、典型地貌和遗传资源的消失。

厄瓜多尔阿里巴可可：推广过程的目标还包括保护古老

的可可品种，它们日益被新的和产量更高的品种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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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会支柱

由于原产地产品一般长期在同一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生产，它们结合了强

有力的经验性和被当地经验验证的实用知识，这些知识为生产者所掌握，包括

如何管理良好的生产过程和在特定当地环境中实现特定高品质。不仅如此，产

品、人和产地之间的联系往往使地理标志产品成为一种文化和象征性符号，以

及当地人口的一个身份要素，超越纯经济的范畴。

因此，社会角度包括许多方面：

● 原产地产品与保护边远地区自然和文化遗产、传统、实用知识及生活方

式相关联。

● 原产地产品的集体属性强化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联系，不仅通过当地

组织和生产领域更高程度的平等，还包括外部因素，因为所有当地利益

相关方都牵涉其中（如公共部门、旅游业利益相关方、学校等）。

北内乌肯的克里奥尔山羊（阿根廷）：在所有当地人

参与之下保护“克里安塞罗斯人的生活方式”并增进

“当地自豪感”（即通过设计标识学校竞赛）

● 推广原产地产品能增进当地参与方的自豪感，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相关生

活方式，包括每一个参与者（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得到

认可并被认为有价值。对于偏远地区由其是这种情况，这里的生产体系

与现代生产体系截然不同。

● 传统生产，以及产品的加工的工作往往由妇女承担，因而对其工作给予了积

极的社会和经济认可，并为其在农场和小规模工厂参予创造活动提供机会。

● 对用于食品和农业的各种当地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有助于改进粮食和

生计安全，同时保护典型产品能为消费者提供食物多样性和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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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参与手中可持续地理方式的工具

推广原产地产品有助于在现有和新兴市场上保持和推广非标准化食品，保护

相关的社会—生态体系，以及保持农村地区人口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会从

生产方面有利于采取地理和整合的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脆弱地区。

虽然如此，需要考虑到当地生产模式对可持续农村发展的真实贡献，这

一点很重要。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的积极影响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同步的，

甚至可能有一些消极的影响。

无论如何，过程和影响必须经过利益相关方的评估，以便逐步改进原产

地产品，实现资源再生。这一点应当根据本指南第四部分将讨论到的关键因素

加以考虑。

案例研究5：库斯科（秘鲁）白玉米对社会可持续性的贡献

库斯科巨型白玉米产自维卡诺塔河

流域的“印加圣谷”，位于海拔2600～
2950米之间。库斯科也是古代印加的首都。

文化遗产保护。这种古老的玉米品

种具有重要的传统和宗教功能。这座山谷

是该国主要的文化和自然旅游胜地的一部

分，例如马丘比丘（Machupicchu）、奥阳

泰坦波（Ollantaytambo）考古遗址或尤

卡伊（Yucay）地区典型的梯田。作为原产地产品推广有助于保护无辈的农作方

式以及被当地生产者视为其传统一部分相关地貌。

生产者的自豪感。库斯科巨型白玉米在2005年被秘鲁知识产权部门认定

为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官方认可与对该产品价值的外部认可相呼应，从而强化

了生产者的自豪感以及对当地社区的身份认同感。

加强社会联系。取得官方认可的程序涉及来自该地区范围的各公私部门，

因此有助于加强机构间网络联系。虽然在生产者层面尚未成立一个适当组织，

但这将成为围绕产品推广目标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一步。

食物和生计。玉米是安第斯山脉居民饮食的关键构成部分，其玉米品种多

样。如果山谷地区旅游业的吸引力对当地市场营销而言是一个有利因素，对生

产者而言却是一个挑战，因为旅游业活动会对农业土地带来压力。提高对这一

典型生产对生产者、旅游业以及当地食物供给的价值的认识将增强各项经济活

动之间的平衡（旅游业和农业生产）。

来源：Rivera Campos和Riveros Serrato, 2007。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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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案例研究6：原产地生产推动脆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利夫诺奶酪（波

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利维诺奶酪最初是一种用绵羊奶制作

的奶酪。其生产起源于几个世纪之前，近

来开始使用牛奶生产。如今利维诺奶酪这

一名称包含几种类型的奶酪，其中正在受

到保护的是一种与该名称相联系的绵羊奶

含量高的类型（至少70％）。其产区条件

非常特殊，除了有丘陵、草场、水草地和

长满灌木丛、橡树和松树林的山地，还分

布着草场、水草地、森林和沼泽的卡斯特

地貌，后者被称为“灰岩盆地”。卡斯特灰

岩盆地是一个三维自然地貌，由于基岩可

溶解岩层（主要是石灰岩）的消溶，塑造

了特殊的形态，是具有高度的生物多样性、

文化遗产、边缘及敏感的地区。由于生物

多样性受到威胁，在一个合作框架下开展

了一项全球项目，名为“迪纳拉弧型地区

行动项目”，通过整合各相关领域的政策，重点关注保护迪纳拉弧形地区的环境

和文化多样性及遗产。对于农业领域，目标是通过地理标志程序增加利维诺奶酪

的价值，从而振兴当地的绵羊生产和草场管理，这对于当地生物多样性和均衡发

挥重要作用。该项目由当地绵羊饲养者和奶酪生产者协会（辛卡协会）启动，并

得到了一家意大利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UCODEP/人类发展团结合作组织）。

案
例
研
究

利维诺奶酪

利维诺是灰岩盆地春季洪水

总体理念

迪纳拉地区以社区
为基础的农村开发和自然资源管理

利益相关方参与—介入—决策—实施

构成要素1 
高质量农产
品 

构成要素2 
自然资源管
理  

构成要素3 
农村旅游业

项目支持：良好的战略计划和支持措施

社区计划项目

来源：Bernardoni, P. 等人，2008年，迪纳拉弧形地区计划 （粮农组织及其他合作伙

伴，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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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你在推广你的原产地产品时的主要目标和期待的结果是什么？

● 你的产品现在对当地系统的积极影响有哪些？

● 列出可能出现的后果和结果。

● 将这些结果与特定的当地资源相关联。

● 该产品可能出现的潜在积极结果有哪些？

● 该产品生产所依赖的当地资源是否面临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何处？

● 该产品与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如何联系？

● 如何进一步考虑其他可持续发展方面问题？

在表格中列出

1）主要目标

2）期待的结果

3）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4）说明其方式：涉及哪些当地资源以及如何涉及并确认需要克服的限制

因素

1）目标 2）期待的结果 3）与可持续发展之

间的关系

4）怎么做？限制因

素有哪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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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当地管理和保护

1.3  地理标志、当地管理和保护

内容提要

地点的名称经常被当地参与方和消费者用来确认产品的特定原产地。

地理标志由于将原产地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区别开来，因此在价值创造的过

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集体性的声誉可能会遭到滥用，包括在当地以及

地理范围之外的地方。地理标志的使用要求一个本地化的共同规则，以便提

高当地生产者之间的一致性，并避免不公平的做法和误导消费者。承认当地

生产者对地理标志的集体权利也是引入产品资格认定的基础性步骤。

为地理标志产品制定共同的地方规则的原因有很多。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包括：

● 促进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协调一致；

● 避免在地理标志使用上的不公平做法和误导消费者。

何谓地理标志（GI）

产品的特色、生产的专门技能和消费经验经过一定时间结合到产品的名

称之中，因而形成的声誉变成一

种珍贵的资产。当这一资产与特

定地理原产地相联系，通常使用

地理标志来指代这种产品而使之

得到识别。

通过当地众多生产者的参与，

一些产品长期以来赢得了与产地

密不可分的声誉。与使用个体公

司名称或商标不同，地理标志能

够将特定产品与特定地理区域联

系起来，从而使一个地区的所有生产者都受益。

地理标志包括4个主要构成要素：

● 明确界定的生产地理区域；

● 特定的生产方法；

● 产品的特定品质；

● 使该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分开来的名称和名声。

地理标志是一个地方或国家的名称，用

以区分一种产品，这种产品的质量、声誉或

其他特色都与其来源有关。地理标志向消费

者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即产品具有某些特

色，而这种特色源于其地理原产地。因此，

地理标志不仅是标识出产品来源，但来源只

是说明了产品的出处（例如：“⋯⋯制造”），

而没有涉及特定品质。



28

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1
1.3

构成地理标志的内容有许多类型的标识：

● 地理名称：它单独构成商品名称（如波尔多或香槟），或者与商品通用名组

合（如哥伦比亚咖啡、阿根廷北内乌肯的克里奥尔山羊或杜阿特峰咖啡等）；

● 指某个地方及其当地人民的名称，符号或词句，而不是地理地点名称

［如特奎拉（龙舌兰酒）、费塔（一种原产于希腊的羊奶干酪）或巴斯马

提（大米）］；

● 也应当被视为地理标志符号的额外的相关特色，如诸如山脉或纪念物的

著名地方图案、旗帜、特定物体的图案、民俗符号等；

● 产品的特定传统形状和外观，例如特别的包装或标签上的共同要素（参

见以下例子）。

地理标志标签图例

 

蒙多瓦什酣奶酪（Vacherin Mont-
d’Or）是一种软奶酪，产自法国和瑞

士一侧的汝拉山区，用云杉树皮包

裹，放在特定的木盒子中。这使得

奶酪具有特殊的外观和味道

“Bocksbeutel”是一个德语名称，指的

是一种特殊扁圆形葡萄酒瓶，受到欧盟

法律保护仅可用于灌装产自德国、希腊、

意大利和葡萄牙指定区域的特定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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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滥用：制定广为人知的清晰规则的需求

地理标志整合了特定产品的价值、声誉和历史。历经岁月，当地社区发

展出一些非正式的共同规则，将特定优质产品与用以指代该产品的名称联系在

一起，从而成为与地理标志相关联的知识产权的合法使用者。因此，地理标志

成为了价值创造过程的一个重要的集体资产。

当地利益相关方可以利用这一地理标志，参与价值创造过程。如果产品

的特色符合当地传统和品质形象，则将有助于保护和增加地理标志的价值，否

则将有损于地理标志价值。

换言之，每一位生产者的行为都可能从作为一种资产的地理标志中受益，

也可能使其价值受损。只要一种产品从集体声誉中获益，这就意味着已经存在

一定的地方规则，并被生产者遵守。

然而，如果生产者使用地理标志名称却不尊重使这种产品具有典型性和

有价值的原则，这一声誉将会受损。为了使生产者在市场上保护地理标志产品

的特色和价值，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制定明确的规则并加以执行。

与当地规则不相符

地理标志所具有的价值会吸引模仿者、冒用者和搭便车者——既包括产区

之内也包括产区之外的——他们会滥用地理标志名称。此类竞争者会尽可能从

地理标志的声誉中获益，而不去满足产品地理原产地和 /或品质方面的要求。

插文3：规则的正式化和集体行动——尼永橄榄油的例子

古罗马人将橄榄树引进到尼永地区（法国）。尼永

橄榄油驰名约2000年之久。整个20世纪，它都从溢价

中获益。在20世纪70年代，当地生产者和贸易商开始

感受到威胁，许多大型贸易商开始打着“尼永橄榄油”

的旗号销售橄榄油，事实上这些橄榄油是从国外大批

量进口的，仅仅在尼永地区进行了灌装。这种模仿和

滥用名称的威胁刺激了当地供应商和加工商，他们开

始界定和保护其共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合作

社的存在帮助了这一过程。尼永橄榄油被界定为完全使用坦彩（TANCHE）橄榄榨取

的橄榄油，这是一种当地品种，历史悠久，并且特别适应当地盛行的大风和霜冻气候

风险。其地理区域也相应作了界定。尼永橄榄油随后成为法国第一个得到保护的地理

标志产品，另外还有葡萄酒和奶酪。这一开创性经验为涉及多种多样食用农产品的其

他地理标志铺平了道路。

来源：Pecqueur, B.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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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他们可能会危及产品的声誉、价值创造过程、特定当地资源的再生以及

该产品对当地社区的利益。

仿冒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可能不仅仅来自产地以外的生产者。如果生产

过程和内在特色的范围界定太过宽泛而不能保持产品的特定品质，则这一问题

也可能在产地区域内的生产者中出现。

案例研究7：工业化企业对地理标志的模仿——琼塔莱斯奶酪（QUESO 

CHONTALEÑO）（尼加拉瓜）

琼塔莱斯偏远地区的季节性迁

徙放牧农户生产琼塔莱斯奶酪。这

种奶酪被国内消费者称为“琼塔莱

斯奶酪”，风味浓郁，特色鲜明。如

今，交通更为便利地区的牛奶生产

者也开始生产“地理标志琼塔莱斯

奶酪”，以便增加盈利空间，得到更

多的市场机会。这种半工业化奶酪

将取代其现有的产品：“费拉图奶

酪”（queso filato）和“莫罗里克奶

酪”（Queso Morolique）。与此同时，

有一家工业化企业在马那瓜超市销售其工业化生产的“琼塔莱斯类型奶酪” 
（Queso tipo chontale o），并将其出口到美国，销售给怀旧的尼加拉瓜裔消费

者。这种情况造成一些对“琼塔莱斯奶酪”名称的混淆：有的人认为它指的是

根据当地传统和工艺制造的奶酪；而另一些人用它来指代琼塔莱斯地区出产的

任何奶酪。现在尚无国家法律保护和界定“琼塔莱斯奶酪”产品。因此，一些

公司使用来自原产地之外很远的地方的大型密集奶牛场所产的牛奶来生产“琼

塔莱斯奶酪”。

来源：Arfini, F. 等人，2007。

案
例
研
究

在超市销售或出口到美国由工业化企业

生产的琼塔莱斯奶酪

包括不同产品的名称

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地理标志所承载的声誉可能包括范围很广的产品，

它们的外观、生产方法等差别可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区分地理标志的

合法使用与滥用或模仿。

在另一些情况下，同一种产品可能使用几种当地名称，在资格认定过程

中最好只选择使用一个名称（参见2.2章和2.3章）。对于这一问题可能没有简

单的解决办法，但是重要的是鼓励当地利益相关各方趋向一致和建立共识，适

应当地资源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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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地理标志使用地方规则的需求

为了防止滥用和盗用地理标志，确保其作为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特定

品质的标识，服务于生产者、消费者及当地和国际利益相关方，需要在当地一

级制定一套共同规则，以便：

● 用地理标志明确产品并界定利益相关方共享的生产和加工方式。

● 避免不公正的生产和商业做法，防止人们由于制造和销售不同特点和

（或）较低品质的产品并从质量标志的声誉中获益而滥用或破坏地理标

志的声誉。

● 确保产品的质量及其地理

原产地，增强消费者信心。

● 指导当地生产者的行为，

支持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者

协调一致，创造、保护或

改善产品的声誉和品牌价值。

为了执行这些地方规则，当地利益相关各方可以探索各种途径确保遵守

制定，并在保护和担保体系之下保护他们使用地理标志的权利。有必要对情况

作精确的评价，以便建立法律问题之间的联系，这些法律问题需要在能够利用

的规范框架、市场实际情况及生产者战略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当地规则的执行：社会机制和法律保护

地理标志的管理首先是基于生产者自我执行的系统。地理标志也可以通

过非正式机制加以执行，如共识、社会控制、不成文操作规范和标准（参见案

例研究8）。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自我管理和执行可在当地单独实施。当生

产者之间的关系不紧密和（或）市场滥用（产品仿制及地理标志冒用）在国内

或国际市场普遍存在，当地利益相关方可以考虑对地理标志采取法律保护，作

为有效管理的工具（参见第5.1章）。

即使没有对当地生产方式的模仿或分歧问题，对地理标志制定正式认可

的权利也很重要：事实上对地理标志的正式认可——无论是否从法律上——都

能够防止他人注册该地理标志。

如果没有成文法规的法律保护或市场规范系统，可能很难避免地理名称

的滥用，特别是当其声誉很高的时候。缺乏规范框架可能威胁合法的当地地理

标志系统以及促进和保护当地资源的集体努力，同时误导消费者（参见案例研

究7）。

这些规则应当为生产者和所有利益相关

方提供清晰的指导和担保。这些规则通常在

被称为操作规范（CoP）的书面文件中载明

（也叫“要求手册”、“产品明细”或“纪律

文件”）（参见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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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国情况，存在几种保护地理标志的法律工具，包括：

● 有关制止不公平竞争或保护消费者的国家法律，可以是一般性规则，也可

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规则，例如贴标签、认证和农业控制措施等。

● 将地理标志登记置于知识产权之下加以管理：特定地理标志法律和商标

法律，根据各国情况这又分为不同类别。

案例研究8：对当地主食的社会控制和制裁——萨瓦卢（贝宁）的加利粉

（Gari，一种木薯粉）

加利粉是整个西非地区人民最喜爱的

主食。它用熟的木薯粉做成。在萨瓦卢村庄

（西非，贝宁），当地人生产一种特别的加利

粉，叫做“米赛加利粉”（Gari missè），享誉

全国。萨瓦卢当地妇女加工者群体在加工和

贸易阶段对其进行质量控制。她们只允许她

们认识和信任的人参与加工过程。她们自己

直接处理大部分产品。在这一群体中，实施

了社会控制，确保遵循正确的加工规则和市

场规范。不遵守规则就将面临被驱逐出去的

风险。

来源：Gerz, A. 和Fournier, S. 2006。

案
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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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9：注册地理标志防止私人注册地理名称（多米尼加共和国）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其

他国家一样，很多地理名称被

私人公司注册为商标。例如，

根据多米尼加国家法律注册了

很多咖啡的商标。这致使当地

咖啡在试图获取地理标志资格

时出现了问题，因为所有“有

意义”的地理名称（例如加勒

比地区最高峰杜阿特峰）都已

经被私人注册过了。

来源：Belletti, G. 等人，2007。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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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国际层面，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将地理标志界定为知识产权（参见第5.1章插文1）。实际上存在两

个有关地理标志的具体国际规定：地理标志和原产地标识。这两者与来源标识

不同，后者不涉及特定的品质（参见插文4）。

插文4：地理标志、原产地名称及来源标识

“地理标志”在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被界定为“一种标识，

它表明一种商品来源于一个成员的地理范围，或者该地理范围内的一个区域或地方，

而特定的品质、声誉或产品的其他特色从根本上源于其地理原产地”。

“原产地名称”反映的是限定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范畴，在1958年的里斯本协定

中它被界定为对产品地理范围的限定，这种产品的品质和特色完全或基本上源于其地

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资源。

“来源标识”指的是一个标识，它简单地表明出一个产品来源于某一特定地理区

域，特别是一些国家。因此，即使来源的标识指代的是一个地理名称（国家名称），

它与体现某种特定品质的地理标志和原产地标识也是不同的。

插文5：原产地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及受保护地理标志产品

并非所有原产地产品（即，与地理原产地

有特定联系的产品）都属于地理标志产品：事

实上，产区当地人人对于原产地产品有具体的

称呼（地理标志），这反映了对于产品特殊属

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学习过程的结果，这是

在价值创造过程的确认阶段发展出来的。不是

所有的地理标志产品都是（也不应该是）得到

法律认可和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即使通常来

讲，对当地社区对于地理标志的权利的法律认

可有可能对于防止不公平行为非常有用。

 

 
 

 得到法律承认
和保护的地理
标志

原产地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

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可以反映地理标志建立的成效，也是建立一个将

所有潜在任务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专门集体组织的首要步骤。在资格认定阶

段确认特定品质及界定当地参与方所制定的当地规则，将为实施法律保护提供

基础，尤其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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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你产品的名称是什么？

● 你的产品是否因为产地的地理名称而闻名？或者通过许多地理名称？是

否还有其他将产品区分出来的标识？

● 是否存在特定的相互联系的符号或特点（瓶子、外形、呈现形式等），

除了名称之外，还有哪些可以向消费者显示出你的产品的地理原产地？

● 地理名称对消费者来说是否有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 地理标志的声誉如何（当地、国家、国际）？消费者是否了解产品的特

定品质？你的产品价格是否有所不同？

● 是否存在由于源自指定地理区域的产品多样性造成的问题？

● 是否需要界定该地理标志产品的共同规则？

● 是否存在对你的产品名称的滥用问题？如果有后果如何？

● 是否存在对你的产品的模仿？这些仿制品和原品有何区别？你为何认为

这些产品不是真品？

● 是否存在与其他地理标志（名称、符号、特色、标识）混淆或冲突的风

险？

● 相关的标识和特色是否足够特别？是否需要对其加以管理？得到对产品

名称的法律保护有何好处？

在表格中列出

1）在市场上可能对你的产品或地理标志构成模仿的产品、地理标志或其

他相关标识。

2）它们产地。

3）它们与真品之间的区别。

4）此类模仿可能造成的影响（对于市场、当地生产系统等）。

1）模仿、引起混淆

的地理标志或相关

标识

2）产地 3）仿制品与真品的

差别

4）造成的影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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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采取共同做法

内容提要

集体行动对于整个质量循环过程都是必要的，并应当从确认阶段一开

始就加以考虑。事实上，建立起地理标志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要求有权界

定地理标志使用共同准则的当地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进来。这应当通过参

与式过程实现，以便分享实现共同的愿景和产品战略，确认其与地理原产

地的联系，以及建立集体保护系统。不仅如此，当地生产者应当能够从不

同角度建立和管理积极而稳定的外部联系：经济、政治、社会和科学。因

此，地理联系和外部网络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集体行动的需求

在产地范围内外，地理标志产品从定义上涉及众多不同参与方。生产者、

加工者、贸易商和消费者具有共同的有关生产、加工、保存、贸易以及产品的

使用或者消费方面良好实践方式的知识。

图2  参与价值创造的利益相关方

公共主管当局
研究和推广部门

非政府组织 其他经济活动

地理范围
当地利益相关方

产品 当地消费者

加工者

分销商

价值链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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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及公共参与方也可能拥有保护

和推广当地资源的相关信息及愿

景。这是共有的知识，可以被视

为集体专门知识。它也是分布式

的知识，意味着需要不同参与方

的技艺方可完成整个过程。事实

上，没有人能够单独掌握整个过

程的所有方面和步骤。

地理标志产品得到的市场认

可反映了界定和有效管理自然和

人文因素结合的集体能力。在产

品的界定及其特定品质之外，集

体战略可能强化被用作市场营销

和（或）农村开发战略工具的产

品声誉。为此，集体规则不应被

视为限制因素，而是应视为有效性的条件。

采取集体行动包括不同方面：

● 界定利益相关方的群体，这些利益相关方可能从制定规则的权利中获

益，并分享遵守地理标志产品的规则的权利和责任；

● 在当地生产系统、地理范围及外部支持参与方之间建立网络和伙伴关系，

以支持信息和知识分享。这包括一些实际的活动，如会议、参观等；

● 界定在不同阶段生产者共同的规则。

动员当地利益相关方

动员地理范围内受原产地质量良性循环影响的当地利益相关方（价值链

参与方和当地社区）是基础性步骤，要求增强对其在农村发展方面的潜力及对

当地参与方作用的认识。这一动员涉及3项重要活动：

● 组织当地交流活动，例如生产者会议、学习以及与其他相似生产系统的

访问交流，以便分享对产品及其特色的决定因素的看法。

● 增强弱势群体的力量，以便使其参与价值创造过程，他们往往是“原始

产品”真正的受托人。从价值创造过程的社会可持续性角度看，为当地

参与者赋权是一个关键问题。当地公共管理机构、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当

地协会应当支持此类活动。

不同类型利益相关方可能涉及：

● 在价值链上以及在地理范围内：参与生产

过程不同阶段的公司。

● 在价值链之外，但仍在地理范围之内：

生产和（或）消费该产品的当地社区；

当地机构：生产者组织、当地公共管理

部门、机构及发展方面的非政府组织、消

费者协会。

● 这些支持性利益相关方可以位于地理范围

之外，但是在某些环节可能介入这个过

程，这是因为他们的特定兴趣（生物多样

性和环境方面，当地文化和传统，美食事

宜，地貌，等）。

● 外部利益相关方，在地理范围之外，但是

和价值链相联系：产区之外的中间采购商

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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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居间斡旋：每一个参与者都对产品及其演化有其独特看法，这依赖于他们

对于产品的特定兴趣。因此，考虑所涉及的参与方的动机十分重要，因为

一旦介入资格认定环节他们可能成为潜在的冲突来源。需要加以探讨的一

些问题包括：如何以及在哪里生产该产品？产品应当拥有或不应当拥有哪

些具体特色？产品所涉及的利益相关各方有哪些权利？社区应当制定什么

规则和决策来防止由于不恰当地生产、销售或使用产品带来的破坏？

案例研究10：采取集体行动—科蒂哈奶酪（Cotija cheese，墨西哥）

科蒂哈奶酪产自墨西哥加尔米奇

(Jalmich)地区的一个农业小社区。当地

农民有着与养牛相关的独特自身历史和

文化，他们散居于山区各处（12 000名
居民，平均每平方公里5人）。两位墨

西哥研究者意识到该产品的价值，并意

识到该产品可能由于正在发生的农村人

口外流而消失的风险。他们与科蒂哈镇

的镇长合作来提高当地社区的认识，通

过保持生产者的收入和当地活动，采

取集体行动来推广和保护这种奶酪。

结果，科蒂哈奶酪生产者地区协会于

2001年成立，有93个生产者加入，以

便在产品的确认和资格认定过程中相互交流与合作。

为了应对偏远阻隔和时间、资源缺乏的问题，他们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和

研讨会，参与者包括来自5～10个家族的25个地理群体的代表。他们当中有

一半属于合作社的一部分，成立这一合作社的目的是实施产品资格认定和市场

营销的共同过程。

在这一基础上，2003年成立了一个名为“保护加尔米奇山区”（Prosierra 
de Jalmich）的民间协会，涉及了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生产者、研究人员、地

方领导、其他专业人士以及地区和国家一级的公共机构），以便制定地理战略，

申请对产品独特品质和声誉的官方认可，及大力推广该产品。

来源：Poméon, T. 2007。

案
例
研
究

作为动员的结果，出现了一批与地理标志产品认定直接相关的当地利益

相关者（地理标志群体），他们代表共同努力发展产品品质和终端产品的参与

各方：生产者、加工者和贸易商。在第3.1章提供了更多有关为进行产品营销

的地理标志组织方面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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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外部参与方

生产者在努力确认和认定原产地产品的资格过程中不应继续孤军作战，

因为这往往需要特定的知识和能力。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系统的管理和发展应当

得到生产系统之外甚至是地理范围之外的支持，以便帮助生产者减少障碍，改

进和生产系统的管理及经济可持续性。

外部伙伴关系构成地理标志产品或系统的“支撑系统”。虽然他们不直接

参与产品的生产、加工，也不参与规则和物理边界的最终决策，但支持网络可

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候可以通过提高生产者的认识启动质量良性循

环，甚至引领产品确认和资格认定。

因此，地理标志系统应当包括能有助于地理标志产品生产 /推广的各类参

与者和活动。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往往也可以成为质量循环的一部分，下面将提

供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案例研究11：引入供应链参与方：屠宰商—南坎帕尼亚高乔草原牛肉（巴西）

南坎帕尼亚高乔草原牛肉产自大

草原，长期以来以其独特品质得到巴

西人民的认可。从2006年12月开始

巴西工业产权局对其提供地理标志保

护。这可能要归功于2004年的一个项

目，该项目通过私营部门和政府组织

的合作确立，并由大草原上的农民发

挥主导作用。该项目的目标是将产品

与其他同类产品区分开来，提高其品质，以便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与其他产品

相竞争。操作规范涉及了形成高乔草原牛肉独特品质的战略资源：优良的生态

系统、来自欧洲的品种基础、户外草原养殖过程、屠宰过程中的良好动物福

利、大量的当地草原、生产者的独特知识、当地人民的文化和传统、高乔草原

等。在实施地理标志的过程中，与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一家专门的屠

宰商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该屠宰商目前是南坎帕尼亚高乔草原牛肉唯

一的销售商。该屠宰商有一个专门的店铺，以销售高品质牛肉而闻名，这种牛

肉产自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 State）培育的英国品种牛。其客户

是一些鉴赏家，他们寻求高品质并愿意和能够为之支付高价格。该屠宰商认识

到南坎帕尼亚高乔草原牛肉的品质，愿意在其店铺推广这种地理标志牛肉。这

样也就支持了地理标志的发展：他提供了市场渠道并推广了肉的内在价值。

来源：Cerdan, C. 等人，200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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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食品经营者

贸易商、销售商、餐馆业主及其他属于供应链上的参与方，即使不直接

介入资格认定过程，也能够在增强地理标志产品经济活力、支持市场营销和推

介活动、探寻新的解决办法以及创造新的市场机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插文6：大厨和餐馆支持的例子

餐馆的大厨和业主能够合作推广产品和产地。

例如塔利温藏红花的例子（参见第7页插文

1），法国大厨帮助提高当地社区对产品价值的认

识并在其餐馆推广这种食材。另一个例子是关于

法国西南部加斯科捏（Gascogne）地区的黑猪：

这种猪是一种十分与众不同的特产，由于当地猪

种的生物多样性下降而几乎消失。这一产品的再

生归功于高效的支持网络：一批大厨、名人和人

物，他们组织和参与了这种产品的宣传推广。
在2008塔利温藏红花节上与法国大

厨一起品尝藏红花美食

消费者和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的偏好和购买行为使地理标志产品生产涉及的资源得以再生和改

善。消费者可以帮助传播地理标志产品的信息和声誉。特别是旅游消费者、移

民或游客，他们能够传播地方产品的声誉。

案例研究12：旅行者和移民思乡怀旧对推广产品及建立产品声誉的作

用——马木辣椒（几内亚）

在几内亚—科纳克里（西非），马木辣椒驰

名全国，因为它具有独一无二强烈味道。几内亚

人到国外旅行总是选择马木辣椒作为礼物。它在

国外的几内亚人中也非常受欢迎，是一种深受认

可的产品。这种产品拥有国外忠实消费者网络，

他们偏好这种产品，并赋予其很高的象征性价

值。这种通过旅行者和移民的广泛传播，显然是

对这种地方产品非常重要的支持。

来源：Camara, T. H. Haba M. 2004。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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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情况下，消费者协会可能通过组织活动、开辟新的市场渠道、进

行新的生产试验等方式，参与地理标志产品市场保护，防止它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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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及非政府机构

当地政府及其他当地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一道，可以在不同层面采取行

动，支持地理标志产品的开发：研究支持、农村振兴、以及针对消费者和贸易

商的技术支持或信息和市场活动（参见案例研究13、14）。公共干预具有合理

性，因为地理标志产品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为地区创造积极的形象。这有助于

旅游业以及地方的总体吸引力。

公共支持还可以来自国家或国际机构。公共部门和政策的作用在第5.2章
有更为详细的分析，该分析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和平衡的公私部门协调需求。

插文7：消费者支持：慢餐的例子

慢餐国际协会成立于1986年，宗旨是保护国

际美酒—美食遗产，途径是通过强化典型产品，

推动对消费者进行农产食品品质和品味的教育。

保护生物多样性慢餐基金会诞生于2003年，目标

是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以及世界各地民俗和食品传统。更具体而言，该基金会积极开

展以下项目：

● “美食方舟”，濒临消失的传统高品质食用农产品名录。

● “慢餐执行委员会”，设立具体项目保护小生产者、动植物品种及高品质民间产

品。

● “地球市场”，针对基于原产地的优质产品的小规模生产者，为当地社区、提供

重要的商业机会。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大地母亲”活动使全世界的生产者和该行业的经营者（包括

厨师、大学、记者等，2006年的参观人数达167000人）得以见面，并提高对他们的食

品的认识，以及在“品味沙龙”（Salone del Gusto）品尝食品。

来源：www.slowfoodfoundation.org

保护生物多样性

慢餐基金会

插文8：葡萄酒路线的例子

专门针对当地产品的葡萄酒路线和特别的展览会是

当地机构提供积极支持的良好例证。法国南方的许多地

方当局（市政府、地区或部门理事会）与葡萄酒生产者

合作，采取一些手段（道路标志、小册子、地图等）来

推广当地葡萄酒。在著名的葡萄酒产区阿根廷门多萨

（Mendoza），各社区已经发展出当地或地区旅行指南，以

推广该地区之内的葡萄酒路线，指导游客从葡萄酒庄园

到相关的旅游景点或其他的当地经济活动地点。

来源：Vandecandelaere, E., 2004。

迈普（Maipu）“葡萄酒摇篮”

的例子，它位于乌柯河谷（Uco 
Valley）图蓬加托（Tupungato）
绿洲的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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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支持

科技支持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例如通过提供对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性的研究和分析），展示产品品质与其地理原产地之间的关联，甚至是

支持一批生产者开展市场营销和推广活动及集体组织管理。

案例研究13：公共当局和非政府组织的行动——阿里巴可可（厄瓜多尔）

2000年，农业部开始实施一个保护阿里

巴可可的项目以保护这种可可的品质。在2005
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支持的一个“生物贸

易”计划之下，国家机构和一批非政府组织进

一步加强了这个项目。他们的工作目标是支持

生产者（通过厄瓜多尔可可生产者全国联盟

（FEDECADE）以及厄瓜多尔可可生产者组织联

盟（UNOCACE））精心设计一项战略及正式申请原产地名称。

来源：Quindaisa, E. 等人，200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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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9：研究项目的例子

在南非，农业研究理事会及西北角农业局（南非）管理的一个项目帮助界定了针

对南非红叶茶（Rooibos）和蜜树茶（Honeybush）的地理标志方式（参见第4.1章案

例研究1）。他们引入新的合作伙伴，如环保非政府组织南非之角保护组织。在意大利

的托斯卡纳，比萨大学和佛罗伦萨开展了一项研究项目，研究和保护当地樱桃树品种

“拉里”（Lari一个小村庄的名称）（参见第4.1章案例研究2）。当地农民参与了研究项

目，他们通过与科学家交流知识、参与研究活动，在种植这一特殊当地品种樱桃树的

过程中得到他们的技术支持，并从研究结果中得到学习。

其他当地经济活动

在产地范围之内，位于生产供给链之外的其他私营部门参与者能够建立

与地理标志系统之间的非常有用和成功的联合，特别是旅游活动，这是与地理

声誉相关联的协同作用的结果（参见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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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14：公共当局和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北内乌肯的克里奥尔山

羊（阿根廷）

在北内乌肯的克里奥尔

山羊的案例中，国家推广机构

“阿根廷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

通过对当地品种的确认支持启

动了质量良性循环（参见第1.1
章案例研究3），以便在阿根廷

巴塔哥尼亚内乌肯的边远地区

建立起可持续的经济活动。他

们告知当地利益相关方推广和

保护当地资源的重要性：各种

公共机构通过帮助举行会议来展示和讨论对这一特定产品的保护和认可战略，

从而参与了该过程。在可持续发展前景的驱动之下，在众多生产者的参与下启

动了地理标志的申请。养殖者和交易商在研讨会上讨论保护传统生产系统的不

同途径，以及如何在市场上推广这种产品。一个“临时”委员会详细制定了具

体的规则（操作规范），而在990个生产者中有150个参与拟定了政府保护申

请。2006年成立了一个地理标志协会“北内乌肯克里奥尔山羊地理标志管理

协会”，该协会提出了地理标志申请。根据规定，只有农民和交易商可以成为

协会的活动会员，虽然其他人也能够作为荣誉会员参与其中。此外还经过选举

成立了地理标志产品开发管理理事会，由生产者和市场中介组织组成。还成立

了咨询理事会，整合了公共部门如阿根廷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农业部代表、

乔斯马拉尔市政府等。

来源：Pérez Centeno, M. 200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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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在商议地理标志产品生产区域划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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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谁有兴趣实施针对你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

● 是否已经成立了一些生产者小组或合作社，并活跃于生产、加工或市场

营销的质量方面？他们行动的区域是否与产品生产的区域相符合？

● 过去是否存在针对该产品的生产者和加工者联合行动方面的经验？这些

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是否有其领导者和代表？

● 你的目标是什么（被动或主动的做法）？你将如何加强集体行动？

● 主要的利益相关方有谁？我们怎样能够确保代表所有利益相关方？谁将

领导这个过程？

● 有哪些类型的参与方与地理标志生产者互动？他们是来自私营部门还是

公共部门？他们的兴趣和需求是什么？他们能够为该系统提供什么帮

助？

● 你将如何建立外部关系并创造一个“支持网络”？

● 你将如何确保信息分享和决策的透明？

在表格中列出

1）谁已经成为或可能成为你产品的外部支持网络成员？

2）这些参与方对你产品的主要期望是什么？

3）哪些计划能够改进联系，使网络更加紧密？

1）外部支持网络成员 2）成员的主要希望 3）加强联系的主要计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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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

第二部分  资格认定：
为地理标志产品设立规则

在地理标志计划的特定个案中，当地的生产者和加

工者通过操作规范制定地理标志使用规则。尽管实施质

量循环的动因可能来源于外部，潜力的确认也需要获得

生产体系以外的知识和支持，但资格认定阶段仍然需要

价值链参与者的介入，因为他们最了解产品品质的独特

之处。实际上，他们可以被视为传统的生产和加工知识

的合法所有者，而这些知识是制定操作规范的内容所必

需的。

操作规范（定义见第2.1章）包含了如下内容：产

品的具体定义（第2.2章）、定界（第2.3章）和保障体

系（第2.4章）。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对规则拟

定过程进行良好的设计和管理，将会为自然资源和人文

资源的保护迈出关键一步（第2.5章）。

作为参与式过程的组成部分，矛盾冲突也会不时出

现，因此我们提供了处理矛盾冲突的一些指导意见（第

2.6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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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

2.1  操作规范

内容提要

操作规范是为地理标志的使用建立规则的文件。操作规范的拟定是非

常重要的一步，当地生产者如使用地理标志必须遵守操作规范的自愿“标

准”或规范。

定义与地理原产地相联系的特定品质的文件

操作规范又被称作“要求手册”、

“产品标准”、“纪律文件”等，指的是

对一种产品特定品质进行定义的自愿标

准，由使用相关地理标志的生产者共同

遵守。

操作规范的目标是向限定地区内

的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者提供应用特定

品质的规则。因此，操作规范必须描

述地理标志产品因其地理原产地而产

生的特点，并证明产品和地域之间的联

系（同样的产品不能在其他地域生产）。

此外还必须解释其某种特定品质（使该产品异于其他同类产品的特定属性）、

声誉（产品的历史渊源、过去和现在的声誉）或其他特点（如相关知识）是如

何与原产地相联系的。

规则不一定很复杂或条目众多，但必须将重点高度集中于产品的原产性

和典型特征上。

操作规范包括产品定义（名称、特点、生产和加工方式）和相关的限定

地区，并与确保地理标志产品符合标准的保障体系（控制计划）相结合。因

此，操作规范既是一种内部协调

工具（确保生产者公平竞争的集

体规则），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外

部信任（获得社会承认，为零

售商和消费者提供品质方面的

信息）。

生产者讨论实居省（Kampong Speu）棕

榈糖的操作规范（柬埔寨）

定义普通生产规则是地理标志的核心程序；

是应高度重视的关键步骤。规则必须：

● 保证产品的特定品质；

● 具体且可评估；

● 所有相关生产者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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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要求的重要性

为实施操作规范并保证产品符合要

求，操作规范应包括可追溯到最终产品

的各项可评估特点（化学组成、形状、

味道、颜色等）。另外还应包括最终产品

中不一定引起注意，但归属于上述产品

特点和形象的内容：生物资源（动植物

品种等）、农业操作（与景观和环境相联

系）、最高单产、成熟 /熟化时间等。

操作规范应包含两类要求：

● 与过程相联系的方式；

● 与最终产品相联系的结果。

插文1：操作规范的主要内容

产品描述

产品的主要物理、化学、微生物或感官特点，重点是容易进行评估的特征。

成分和原材料

生产过程中应使用的成分或原材料，和（或）不应使用的成分和原材料。

定义过程

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采用的方法（农业生产、运输、加工、调

理、熟化 /成熟和最后包装）。如需要，应明确列出禁止使用的某些生产方法。重点是

相关的阶段和事项。

表明特定品质与地理原产地的联系

重点是说明特定品质和地理区域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之间的联系。

界定生产地区

描述划定的生产地区。如需要，对原材料生产地区和加工处理区进行区分。

产品名称和标签使用规定

列出地理标志产品可用的名称，如需要，还可列出品质的级别和区别（根据加工

阶段或出产情况）。

控制计划—核查体系（包含在操作规范内或与之相结合）

描述如何实施控制措施，如需要，描述认证体系。

操作规范的大部分要求都与过程特

点有关，而不是仅针对产品结果：

根据定义，同一种地理标志产品

有若干生产者，发展地理标志的目的

并不是将当地出产的不同产品标准化。

事实上，地理标志产品具有文化和地

域根源，因此其独特的属性十分重要，

应予以保护而非统一标准化。从这个

意义上，对结果（产品特点）的要求

仅在确保所有产品满足一般期望，符

合可评估特点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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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求必须通过一个由操作规范或地理标志一般法律建立的相关体系

来监管。设立控制计划和处罚措施是集体行动中更深入和关键的步骤。

控制计划以操作规范设立的规则为基础，列举了为确保产品遵守规则而

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的类型。作为一项管理工具，控制计划确定并监督各项活

动的开展，控制某一过程的关键投入和（或）关键产出，使得该过程始终符合

操作规范规定的要求（见第2.4章）。

应牢记：

● 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和控制的规则才是好的规则；

● 只有带来处罚或奖励的控制措施才是好的控制措施。

调解的重要性

资格认定过程中对规则和界限的界定较为复杂，因为操作规范设立的每

一项规则都带有排他性风险，这可能是由于地理或技术方面的要求，或一些生

产者为遵守规则承担了额外的成本和投资，所以必须了解或管理这些风险。这

就意味着需拿出足够的时间和专门的精力来对规则进行界定。例如，所有利益

相关方必须获得相关信息。

尤其重要的是，对每种选择的利弊都要考虑，因为不同参与者的结构和

功能特点多种多样。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中作出选择时需要进行调解。

技术革新、其他因素或可能影响地理标志体

系的改变都要求对操作规范进行新的磋商，作出

新的决定（见第4.2章）。

下面的章节将针对具体的产品特色、地理区

域的划定、界定的保障体系及设立的方式等，对

有关内容进行详细描述。

调解实现折衷

调解必须考虑每一种或每一类产

品和方法、供应链中每个参与者的重

要性以及所有要求的成本等。可以由

生产者自己的集体组织来完成。但通

常需要有人进行干预协助谈判进程。

如果需要对地理标志产品进行官方注

册和保护，公共管理机构必须为调解

（地理标志一般性政策的内部一致性）

和达成最终协议提供指导意见（见第

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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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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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案例研究1：拟定操作规范的一项建设性程序

巴厘岛京打马尼咖啡（Kintamani，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东北部京打马尼山地的咖啡以其

优秀的品质和独特的风味而声名卓著。近来，

随着产品的技术进步和组织机构改革，申请

地理标志保护的时机更加成熟。在地理标志

资格认定阶段，经协助者提供帮助，生产者

界定了产品的特定品质以及产品和地域的联

系，对操作规范列出的标准达成了一致意见，

并划定了地域。2006年和2007年开展的这项

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成立的 “地理标志保护社团”（CGIP），该集体组织

将咖啡豆的生产者（农民）和加工者组织起来，目的是管理并保护该地理标志。

巴厘岛京打马尼咖啡操作规范的主要内容为：

● 名称：“巴厘岛京打马尼阿拉比卡咖啡”(Kopi Arabika Kintamani Bali)。
● 产品类别：生咖啡和烘焙 /研磨咖啡，取自京打马尼地区经过彻底冲洗

的阿拉比卡咖啡。

● 特点：呈现出纯净的中到高度的酸性风味，伴有些微苦味或无苦味。

品质优良，口感醇厚，通常带有柠檬水果回味。

● 对产地的描述是拟定操作规范的关键步骤之一，各方一致同意产地的划

定必须以地理海拔高度（900m以上）为基础。

● 历史和传统：该咖啡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初。尽管咖啡的种植面积经历

了较大波动，但一直是当地最重要的作物和经济发展驱动力之一。作为日

常饮品、仪式饮品和治疗药物等，咖啡已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操作规范对生产方式的规定包括：密度、遮蔽、品种、施肥、修剪、

病虫害控制、种植园多样化。

● 操作规范对加工方式的规定包括：分拣红色果实，其时间在收获到加工

之间，漂洗果实和去除果肉，发酵时间，冲洗和干燥，储存，去壳和分

类，烘焙，包装。

● 控制和追溯：见第2.4章案例研究8。
● 标识：确定了一个专用图标。

资格认定阶段要求地理标志管理小组在10个月内举行

12次会议，对操作规范的每一条规定进行审查并达成一致。

在此过程中，有关科学组织（法国国际发展农业研究中心、

印度尼西亚咖啡和可可研究所）给予了大力支持，其基础研究和科学数据不仅

帮助作出选择，还提供了便利和调解。“巴厘岛京打马尼咖啡”由印度尼西亚

管理机构于2008年12月正式注册为地理标志；这是该国第一个地理标志。

来源：Mawardi S, 2009; Fournier, 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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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界定产品的特定品质

内容提要

界定生产过程和特点的目的是表明特定品质和地理原产地之间的联

系。特点必须反映共同财富，并将基本产品以及可能使用地理标志的变体

产品纳入考虑。这一体系中各参与方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就共同的操作方

式达成一致，同时还要为个体创新保留空间。因此，设立“正确”的共同

规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这是地理标志产品的不同技术水平和质量水

平共存的结果。

产品描述

建立操作规范的第一个步骤是，根据产品的客观特点、原材料和加工方

式，界定使地理标志产品闻名并使之区分于其他产品的因素。

确认阶段的工作应为标准的设立提供支持和方向，对特定品质进行定义，

并表明与地理原产地之间的联系。在资格认定阶段，则需开展相关研究以明确

某些具体因素。

产品的相关描述包括：

● 原材料；

● 物理特点（形状、外观等）和状态（新鲜、腌制等）；

● 化学特点（添加剂等）；

● 微生物特点（酵素使用，细菌含量等）；

● 感官描述（风味、材质、颜色、感觉、气味、口味等）。

有关加工方式（针对加工产品）和发生在相关地域的所有步骤，其描述包括：

● 生产过程、工艺和技术标准；

● 动物产品：品种、饲养方式、屠宰年龄等；

● 植物产品：品种、收获、储存等。

第一步：资源和操作方式的清单

要获取有关类别和品种等主要项目的数据，正如供应链中处于不同阶段

并带有不同特点的参与者所见，首先应为地理标志产品特点列出一个详尽的清

单（例如工业化生产和手工制作、大规模和小规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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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清单应包括精确的技术数据和定量数据（如某一亚类或某一特定过程

在总产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大多数情况下应根据规模（农场、小型工厂、合作社、工业生产组织等）

来确定生产者类型，同时将生产者类型与上述最终产品和加工方式的特点相联

系也非常重要。

要进行定义，还可采用一些补充方式：文献研究，访问其他居民（尤其是年

老者）和传统研究专家，以及进行物理化学分析等。此外，还应加上消费者和

零售商对产品期望的有关数据和信息。另外，品鉴评委会的感官测试对特点的

归纳（操作规范中的描述性内容）和市场营销（交流和分割等）也都十分重要。

插文2：赋予产品独特性的特点举例

定义产品原产性的关键步骤包括：

肉类产品：

● 某一特定动物品种，例如北内乌肯的克里奥尔山羊（见第1.1章案例研究3）
● 用当地某种特殊饲料饲喂动物（如用科西嘉岛天然林生长的栗子养猪；北内乌

肯的克里奥尔山羊案例中的山地草场生长着带有独特香味的牧草，法国“羔

羊”在海滨草场放牧因此羊肉带有咸味等）

● 加工条件也可能带来重要影响，如中国的金华火腿的熟制时间、腌制或干燥时的气

候，以及塞尔维亚乌日策（Uzice）火腿的传统烟熏法等（见第4.2章案例研究4）。

植物产品：

● 土壤和气候条件对产品的风味将产生重要影响（如阿塔卡玛沙漠培植的皮卡柠

檬）（见第5.2章案例研究3）
● 当地的本土植物品种赋予了最终产品在风味、气味、颜色和材质等方面的特定

品质。

● 传统的操作方法和知识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如摩洛哥阿甘油（见第1.2章案例

研究6）。

插文3：口味资格认定过程——坚果油（摩洛哥）

2008年，“摩洛哥坚果油地理标志协会”在“脂

肪物质企业工业技术中心”的支持下成立了第一个坚

果油品鉴评委会，目的是对坚果油的特点进行描述。

协会针对坚果油的感官体会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定

义了感官体会的标准，确定了描述坚果油的特定词

汇，并为评委会成员组织了多项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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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提供具体特色清单的问题示例

问题 数据举例

最终产品的差异程度如何？ 不同形状、尺寸和口味等。

造成最终产品差异的不同加工

方式有哪些？

使用的生物资源不同，土壤类型和微气候不同，成分、

成熟 /催熟时间和技术工具等不同。

供应链中的生产者或参与者有

哪些不同类型？

农场加工产品和工业化生产产品。

原材料生产者，加工者和参与者将生产链的若干步骤综

合到一起。

原材料来自何处？ 源自植物产品：种子和植物原产地

源自动物产品：动物和动物饲料等的原产地。

供应链流程中的具体知识包括

哪些内容？

挑选、农业操作、收获和加工等方面的知识。

生产 /加工过程的哪些阶段

（包括产品呈现方式）属于地

理标志标准的组成部分？

未加工 /加工产品

展示和包装。

第二步：界定规则

收集到的数据常常显示，最终产品的差

异性较大，表现在生产工具和方式、生产者

类型等方面。有些是带有矛盾性的差异，如

传统与技术进步，当地生物资源与外来动植

物品种，小规模生产者与工业化生产者等。

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常常是应选择哪种产品作

为地理标志相关产品，进而制订出充分的规

则，以降低业已存在的差异性或定义将来可

能出现的亚型产品。

如何解决产品的差异性？

操作规范旨在确定地理标志产品的特

点，但也具有灵活性，兼顾不同类型生产

者的差异并允许存在一定的创造性。生产

者可定义一项居中规则，获准产品的百分

比可高于或低于居中数值；或设立一个容

纳各种差异（如若干生物资源或生产方式）

的标准范围。有些案例中，为同一个地理

标志定义不同的亚型产品也很有意义。

插文4：设立亚类型——格鲁耶尔奶酪（Gruyere）举例

格鲁耶尔是瑞士一项原产地名称保护（见第2.3章案例研究3）。操作规范中，“格

鲁耶尔高地牧场”用来定义格鲁耶尔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亚型产品。这需要增加相应

的生产规则：该奶酪只出产在高山草原区，奶牛饲料的来源仅限于永久性草场。格鲁

耶尔高地牧场奶酪的品质与传统的格鲁耶尔奶酪差别很大，但二者都从这一地理标志

中受益。正是由于对这一亚类型产品进行了特殊标注，消费者才能了解到同一原产地

名称保护奶酪的各种类别。另见第3.3章案例研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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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2：纳入手工生产和工业化生产的亚型产品

图里亚尔瓦奶酪（哥斯达黎加）

图里亚尔瓦奶酪是一种新鲜的白奶酪，使用哥斯达黎加卡塔戈火山山脉

地区出产的鲜牛奶或巴氏消毒奶制作。在该国，图里亚尔瓦奶酪因其优秀的品

质、独特的风味和质感获得了广泛认可。当地农民按照传统的生产过程生产这

种奶酪已有100年的历史。

生产者和市场可分为两类：

● 生产奶制品：48％直接销售，25％在邻

近市场销售，17％出售给中间商。

● 微型工厂：80％直接销售，10％出售给

当地零售商。

尽管最后的决定是将严格的工业加工方式

不纳入操作规范，但仍允许当地小型的半工业

化生产组织在满足对加工方式的要求后使用该

地理标志。图里亚尔瓦奶酪的操作规范（正在接受国家管理机构的评估）包括

两种奶酪：“新鲜图里亚尔瓦奶酪”和“熟制图里亚尔瓦奶酪”，二者均可使用

“手工奶酪”标识，但必须对相关信息予以特别标示。此外，这种“手工奶酪”

限定于使用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农场，采用自己的奶牛所产的全脂牛奶通过手工

制作而来的产品。

来源：Blanco，M，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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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产品的特点是什么？有亚型产品吗？

● 产品成分的特点是什么？来自哪里？

● 生产体系的技术特点是什么？

● 定义生产和加工的普通规则时，你采用的一致的做法的依据是什么？

（如采用最为广泛的操作方式；保证高品质的最苛刻的操作方式；依据

最正宗和最传统的知识；或该规则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实施？）

● 供应链中的生产者和参与者主要有哪几类？

● 规则会将一些生产者排除在外吗？

● 实施操作规范后出现的卫生问题主要有哪些？

● 有无可能既符合国家和国际食品安全法律，又无需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特

点进行修正？

在表格中列出

1）可能设立的生产规则。

2）生产规则与产品独特性的关系。

3）生产规则与地域的关系。

1）生产规则 2）与产品独特性的关系 3）与地域的关系

例如：奶牛主要用饲草和牧

草喂养

⋯⋯

例如：奶酪的口味。

可能用鲜牛奶加工等

⋯⋯

例如：景观，草场和草地的

维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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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产地区的划定

内容提要

取得地理标志的地理基础必须与产品的独特性及产品与地理原产地的

联系密切相关。这也是地理标志体系的主要限制措施，不允许任何限定

地域外的生产者使用地理标志。因此，有几项标准和事宜在进行定界时

应得到慎重考虑。

用什么定义地域？

根据定义地理标志产品的各个步骤（原材料，加工等），地理区域与出产

（或可以出产）地理标志产品的地域相对应。实际上，地理标志产品的限定生

产地区是根据产区的地理位置来定义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长期相互作用

的结果。地域的划定应以产品和地理原产地的联系为基础。

因此，划定地理区域应考虑下列四个主要标准：

● 物理标准，如土壤、气候、地形、日照、水供给等；

● 当地操作方式，如培育条件、品种、收获、加工等；

● 当地的历史和地理标志的声誉；

● 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者的本地化（实际的或潜在的）。

操作规范内，根据同一种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阶段，可以区分若干不同

的地理区域。例如，有时有必要将原材料供应地区的范围划定得稍广，而将最

终产品的加工地区划定得稍小。

声誉和历史

声誉指地理标志产品在市场和社会上获得的名声，是由消费历史和传统

形成的。

界定生产地区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将产品的历史考虑在内，因为根据经济

周期和贸易条件的变化 , 生产地区也会随着时间而演变（可能扩展也可能收缩）。

定义 “最小”生产地区可能非常有用。“最小”生产地区指的是一直维持生产的

地区，拥有最为理想的条件，可从中选出划定地理标志地区的标准。实际上，

划定的地区可能与当前的生产地有一定出入，这要取决于对生产潜力的考虑。

历史有助于强化产品的地域归属性，进而强化其地方身份特征，证明产

品和地域间的联系 , 以此获得外部认可。事实上，产品和地理原产地的历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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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载和文献资料（文献、法律、食谱和口头资料如传说和故事等）就是产品渊源

的一个重要证明。

历史不仅有助于保护产品声誉，我们还可通过历史以长远的角度看待生

产和产品本身的演变。这点在满足消费者的期望方面尤为重要，因为通常期望

的变化比技术变化要慢一些。

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研究（民族地理调查，历史研究和农艺学研究）常常

需要科学家或专家的支持（见第1.4章）。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3：考虑现有生产地区的地域复杂性——原产地名称保护“格鲁

耶尔”（瑞士）

原产地名称保护“格鲁耶尔”最

初源自弗里堡州的同名地区（地图上

的红色圆圈区）。一个多世纪以来，格

鲁耶尔奶酪的生产规模已扩展到周围

很多法语区（弗里堡州、沃州、纳沙

泰尔州、汝拉州和伯尔尼汝拉州）。在

注册原产地名称保护时，地理区域的

划定即是依据这一历史情况。但格鲁

耶尔集体组织同时必须考虑的一个事

实是，在偏远的德语区，一些奶酪厂

已经有几十年的格鲁耶尔奶酪生产历

史。他们使用地理标志的权利得到了

认可，同时也被划入生产地区，但仅

作为卫星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

原产地核心生产区域的一致性。卫星

地区的划定精确到为相关的每一家奶

酪厂供应牛奶的地域。

来源：地理标志国际研究报告，2006。

原产地名称保护“格鲁耶尔”的地理区域

卫星图F7地区详情

地理标志名称和地域

我们可通过表示地理区域的地理名称和标志（香槟、帕米吉安诺—雷吉

安诺奶酪、琼塔莱斯奶酪，哥伦比亚咖啡等）来识别产品，或运用其他虽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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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名称，但能准确指代地理位置及其居民的词汇和标志［杜拉尔特峰咖啡、特

奎拉（龙舌兰酒）、菲达奶酪、阿里巴可可］。“产品是通过地理标志物而扬名

的吗？”如果是，那么该标识物可帮助确定地域划分：向知识渊博的当地居民

和外部专家请教将有助于划定区域界限。但不同的来源可能提供不同的地图。

在地理标志的申请阶段，必须对有可能划入的地区进行比较和考虑，还必须设

立一个商议程序，对划定的地区达成一致意见。

在有些地方，几个不同的名称可用于同一种地理标志产品，如地理标志

地域范围内的村庄、城市或山脉的名称，生产者须选取一个“正确”的名称，

它能够反映产品的声誉或本身就已远近闻名。

插文5：与地域相关的地理标志名称举例

地理标志名称并不一定准确对应地理区域名称。地理标志地区可能比其名称所涵

盖的范围大，反之亦然。例如，一个知名的地理标志名称采用的是位于生产地区的城

市名，但生产地区比该城市本身要大得多。

例如：法国波尔多酒或意大利帕尔马火腿。

名称所指范围可能比有效生产地区大。例如，地理标志产品可与国家的名称相联

系，尽管生产地区仅仅是该国的一小部分。

例如：哥伦比亚咖啡采用了该国国名，但对应的是该国领土范围内不同的产地

（产区）。

选取名称时应认真考虑其与之相关联的声誉。有些时候，位于生产地区内的观光

点或城市如果在旅游方面颇有名气，可为其带来重要收益。

例如：京打马尼咖啡与世界知名的旅游地巴厘岛这一名称相联系（见第2.1章案

例研究1）。
在对“乌日采火腿”这一原产地名称保护进行更新的过程中，生产者考虑了将

同一生产地区的“兹拉蒂博尔火腿”也进行注册的可能性，因这一名称拥有很高的声

誉。（见第4.2章案例研究4）。

界定边界的标准和方法

为产品的生产地区定义物理边界是一个基本步骤。没有一个方案能“放

之四海而皆准”，相反，划定边界的每一个程序都需要形成集体概念和特定的

解决方案，且必须实现不同标准之间的有效平衡。

有些加工技术仅限于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所拥有，其掌握的知识代代相

传。因此有必要在当地人提供资料和协助的基础上进行走访和绘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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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表2  定界标准

标  准 内  容 方法举例

1.生态环境 实现产品期望品质的农艺

和物理条件

生态地图、土壤分析和地

貌研究

2.知识、特殊操作方式和

传统

使品质与众不同的技术文

化

通过走访生产者列出知识

清单

3.生产历史 扩展历史生产地区的最高

和最低限度。

已传承了多少代人？

生产地区相连成片还是位

于不同地点？

通过采访和收集文件（提

及地理名称的食谱、小说

和条约等）开展调查

4.生产阶段和经济情况 主要生产区和加工区的扩

展潜力。

生产者的本地化。

供应链中所有阶段都位于

该地区内吗？该地区使用

的原材料来自于外部吗？

供应链内部进行讨论和采

访。

将不同利益相关方考虑的

地图进行交叉

5.社会网络 需成立一个地理标志常设

小组，其成员包括所有合

法生产者并有足够能力作

出和执行集体决定。

参与式会议

6.现有分区 现有的初步分区指的是一

个地方的地理和行政界

限，可考虑在最后对地区

的限定性描述中加以采

用，但不应影响以产区为

基础的定界程序。

将当地行政单位、社区、

自然界限或其他有名称的

边界列表，用于对该地区

的描述。

选自Berard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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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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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4：地理标志边界划定——南非红叶茶（南非）

红叶茶的传统生产地区主要在山地，

山地产品的等级最好。纬度越高，产品品

质也越好，因为土壤中的矿物含量随着纬

度而增加，气温则随之而降低。在南非，

红叶茶生产地区的范围与开普敦附近的硬

叶灌木群落（Fynbos biome）地区大体一

致，红叶茶（aspalathus linearis）是该地区

的一个本土植物品种，其覆盖范围目前正向西南部扩展，且在沙草原地区发

展最快。沙草原地区海拔较低，出产的茶通常品级最低，另外根据气候条件

的不同，沙草原的差异也很大。南非红叶茶理事会在召开会议为该地理标志

的边界划定设立议案时，为兼顾当前的生产地区和生态系统，将下列标准纳入

了考虑：

● 必须在南非冬季降雨区生产。

● 必须在硬叶灌木群落地区生产。

● 土壤必须源自桌山砂岩。

● 土壤必须得到深入和良好的排水，呈砂质，且酸碱度低于7。
来源：Bienabe, E., Troskie D.，2007。

插文6：与地理区域的联系：原产地名称与地理标志的区别

根据原产地名称（“里斯本协定”）

和地理标志（“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议”）的定义，二者的区别与产品

和其地域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相关。对

地理标志而言，“该产品的某一特定品

质、声誉或者其他特征⋯⋯在本质上可

归因于其地理原产地”。对原产地名称而

言，“品质和特色完全或在本质上取决于

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因素”。

例如，在欧洲，定界规则对选择

地理标志保护或原产地名称保护给出

了如下定义：

● 地理标志保护：至少最重要的生产阶段发生在该地区内。

● 原产地名称保护：所有生产阶段都发生在该地域内（所有成分通常都由限定地

区出产，除了一些次要成分如盐、其他不能且 /或从未在限定地区生产过的成

分或资源）。

欧盟体系内原产地名称保护和地理标志保护的区别

原产地名称保护 地理标志保护

品质和特征主要来自于
地理原产地

可归因于地理区域品质、
声誉、特征或其他独特之

处

产品应在限定地区内
生产、加工和制备

产品应在限定地区内
生产和/或加工和/或

制备

体现特定品质与当地人文/
自然因素的联系

产品独特性清单和归因于
限定地区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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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7：与产区地块和行政边界相关的定界举例

限定地区可以是非连续区域，分散在不同

的产区地块，但采用的是某一地块或整个地区

的名称。有时，每个地块对应地理标志产品的

不同变体产品。

以厄瓜多尔的阿里巴可可为例，限定地区

由该国领土内多个非连续的区域组成（产区地

块）。（见第1.4章案例研究13及此处的地图）。

另见案例研究格鲁耶尔奶酪（本章案例研究3）。

地理标志区域的划定不一定受行政或政治

边界的影响，除非这些边界对生产地域过去或

将来的扩展起着重要作用，或对应着明显的文

化或自然差异，对产品的特色有决定意义。

例如，北内乌肯克里奥尔山羊（阿根廷）：

生产地区对应的饲养区覆盖了约25 000km2的

山区，由若干个“地区”组成（Chos Malal、
Pehuenches地区，以及Ñorquín、Añelo和Loncopue部分地方）。

插文8：地理标志定界报告的方法和内容

“定界报告”是讨论定界提案的基础，应通过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合作而建立，

并包含如下内容：

1.地区介绍，物理和行政组织描述等。

2.经济数据：提供生产数据、其他产品生产、农业体系、农场结构等的研究。

3.历史和声誉：产品的历史、名声和获得的认可等。

4.市场和消费：生产、市场营销、销售、出口和消费等的数据。

5.生产方法：生产技术和生产体系（生产单位、加工方法等）。描述未来地理标志

产品的特征等。

6.生产用途：各区域、地区、村庄的产量数据，生产单位的数量，地理标志产品

生产在当地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和所在地点等。

7.地理情况：景观和植被、气候、地质和主要土壤。

8.与地理原产地相联系的证据：当地自然和人文因素，以及生产操作和产品间相

联系的证据，提出主要标准作为定界物理标准和人文标准的基础。

9.实地应用，定界提案的第一次草案：用地图进行模拟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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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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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5：操作规范如何证明产品与地理区域之间的联系——科隆纳塔

猪膘肉（意大利）

历史上，科隆纳塔猪膘肉的生产

和消费与科隆纳塔（托斯卡纳，意大

利）大理石采石场工人所处的环境相

联系。这一独特的环境不仅源自于自

然气候条件和资源，还是历史、经济

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主要特点几百年来未曾改变过。

科隆纳塔猪膘肉与环境的联系通

过下列因素建立：

● 地理区域：生产“科隆纳塔猪膘肉”（加工和腌制猪膘肉）的地理区域

位于卡拉拉市一个很小的村庄科隆纳塔。而另一方面，生产原材料的

地理区域则覆盖了意大利一直以来专门从事肥膘猪生产的10个地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的农业和饲养技术不断发展，生产的原材

料更加符合后期加工要求。屠宰场和切割工厂也都位于这些地区内。

● 历史证明：尽管现在很难断定大理石盆保存猪膘肉的传统是由凯尔特

人、罗马人或伦巴第人引入的，还是起源自城邦时代，但可以肯定的

是这一传统由来已久。证据之一是发现了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用

以腌制猪膘肉的大理石盆。

● 当地独特的生产方法：几个世纪以来，用传统的大理石盆加工和腌制

猪膘肉的体系并未经历较大的变化。以前，生产周期为1年1次，只

在最寒冷的季节（1月 /2月）屠宰和加工猪肉，而现在一年可能不止1
个生产周期，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最寒冷潮湿的时候（从9月到第二年5
月），以此保证生产过程的自然风格。生猪屠宰后72小时内必须对猪膘

进行修边，抹上盐然后放置在特殊的大理石盆中，这是一种当地人称

之为“conche”的石盆，事先已用蒜擦拭过。然后一层肉加上一层其他

配料（新磨的胡椒粉、新鲜迷迭香、剥皮后切成粗粒的大蒜）铺放在

盆中，铺满后盖上盖子。“搅拌盆”是用科隆纳塔的“Canaloni”大理

石岩层中的白大理石制作的，其成分和结构能保证产品得到最佳的腌

制和熟化。

● 气候：科隆纳塔村位于阿普安阿尔卑斯山区，平均海拔550m。气候特

点是低温多雨。来自第勒尼安山坡的强烈冷湿气流穿越短狭的沿海平

原后，在绵延的山脉间迅速上升并凝聚，带来大量的降水，向产大理

石的山嘴方向愈加频繁和密集。这种气候带来的主要影响是，由于降

雨频率和雨量，空气平均湿度大，峰值出现在9月到1月以及4月到6
月这两个最多雨的时节。这在操作间 /地窖体现得更为明显，那里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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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和结构有助于保持理想的气候条件，出产的产品口感独特，备

受推崇。另外与之相联系的采石工作也起着重要作用，因为科隆纳塔

工人长期需要高热量的饮食。

● 人文因素：长期从事此项工作练就的技艺发挥着重要

作用。必须强调的是，在科隆纳塔，这一工作从来不

是猪肉买卖的附属活动，而是一门真正的独立的职

业。相关的技艺包括：原材料的挑选和制备，检查卤

水的情况并在需要时重新制备，充分利用地下室的湿

度和通风不畅条件等。

● 声誉：科隆纳塔猪膘肉的声誉无须多加证明。该产品

远近闻名，广受推崇，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模仿和

盗用其名，从中可见一斑。

来源：节选自欧盟出版物《注册地理标志名称“地理标志保护科隆纳塔猪膘肉”》

（欧盟官方公报，L348, 27.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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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出于对产品品质或地理区域连贯性的考虑，应把一些现有的生产者排除

在外吗?
● 其他地区的生产者是否会对生产同一种地理标志产品感兴趣？

● 同一国其他区域的环境条件是否可以生产同一种地理标志产品？

在表格中列出

1）划定地理区域的相关标准。

2）决定上述事宜的有关问题。

表格中陈述的内容仅作为示例。

1）标准 2）问题

土壤的特定类型 将一些生产者排除在外

目前所有的使用该名称和 /或知识生产者 从原产地向偏远区域扩展

原材料来自于该地域 有时数量不够充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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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立地方保障体系

内容提要

地理标志的声誉为所有使用地理标志销售产品的人所共享，因此必须

建立一个地方保障体系，确保所有人都遵守操作规范中设立的要求。这样

做是为了避免消费者蒙受欺骗和诚实生产者遭受不公平竞争。在这一点上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实施一个高效、可信赖和财务上可行的保障体系。

地理标志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向消费者和购买者提供保证，其产品符合操作规范中的各项标

准。保障体系包括所有实施的机制，以确保对规则（控制措施）的遵守和向消

费者提供相关信息（认证）。

保障体系有赖于特定的市场条件和经济、

社会、文化背景。在地方市场，由于生产者

和消费者之间较为邻近，易于建立信任，消

费者可在社区内通过非正式的社会体系自己

检验产品是否合格。

当信任和邻近关系不可能或不足以作为

一项机制确保产品合格时，需要建立一个更

为复杂的保障体系进行干预，该体系必须同

时做到：

● 每个生产者都有机会对自身及其他地

理标志产品生产者保证，其产品生产

符合操作规范；

● 向社会尤其是向购买了地理标志产品

的消费者提供保证，遵守操作规范，从而使产品的特定品质得到保护，

对地理标志的信心和信任得到维护。

核查产品是否合格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 原材料和加工过程，是否符合操作规范的定义；

● 可追溯性，确保产品源自地理标志限定地区；

● 最终产品，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时的情况（标签，外观，口味等）。

保障体系对消费者的重要性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越来越细心，尤

其是对食品，他们既关注产品品质（成分、

口味、质地等），也关注生产过程：是否符

合道德伦理？是否保护了环境和传统？是

否具有原产地典型性？生产者是谁，其特

点和文化背景如何？较之标准化生产的产

品，消费者更愿意为那些对上述问题提供

肯定答案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并希望

保障体系涉及以下方面：

● 产品的来源、生产方法和独特之处。

● 身份标识清晰明了并提供相关信息。

● 可追溯性：谁生产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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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操作规范时必须考虑几个关键点和

最终产品的特点，并为其设立可测量标准。

认证（见插文9）是国际市场普遍采用和

要求采用的一种核查体系，生产者需支付相关

服务（检验和认证）费用。对地方市场而言，

在地理标志产品发展早期，内部或参与式保

障体系也许更易于管理。但不管怎样，不能

因为小规模生产者无法承担控制体系的核查

费用而使其无法采用和遵守地理标志要求。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6：生产者层面的可追溯性：简单工具的实施——实居省棕榈糖

（柬埔寨）

可追溯性可通过非常简单的工具得到保证，如柬埔寨实居省棕榈糖事务

责任制（见第3.1章案例研究2）。
生产者必须在地理标志协会发放的表格中记录其生产和销售的情况（包

括每种类型的产品）。每次记录都由（登记）购买者在生产者记录本中签名确

认。另外还实行配送认证，生产者和购买者都在认证书上签名并由购买者保

存，以证明其供给来源。这些记录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第一步。

来源：Sereyvath P, 2009和柬埔寨地理标志试点项目——柬埔寨商务部 /法国开发署

(AFD)/技术研究与交换小组 (GRET)/柬埔寨农业发展与研究中心 (CEDAC)/国际生态认

证中心 (Ecocert)。

可追溯性

国际标准化组织对可追溯性的

定义是“追溯所考虑对象的历史、

应用情况或所处场所的能力”。对地

理标志产品而言，可追溯体系明确

了产品到达顾客和消费者的每个步

骤、价值链中参与生产过程的各个

企业以及原材料的来源和特征，其

目的是确保操作规范得到正确应用，

并在应用不成功的情况下实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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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7：可追溯和控制体系——哥伦比亚咖啡（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咖啡的种植区覆盖了近1 480 000公顷耕地，分布在约590个城

市。大部分从业者为小规模农户，其平均耕作面积为1.5公顷。哥伦比亚咖啡

种植者联盟（FNC）于2005年将其注册为哥伦比亚原产地名称，2007年9月
成为欧盟地理标志保护。

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者联盟建立了可追溯和质量控制体系，其运作机制基

于以下几个方面：

● 涵盖了地块、位置、种类和操作方式的数据库（SICA/咖啡信息系统）；

● 对加工者和烘焙者进行注册并实施技术检测，以审查设备、程序和能

力等相关信息；

● 将咖啡运送至出口港的运输机构需获得更新认证和运输指导；

● 出口商在经济、工业和旅游业部进行注册。

来源：Gallego Gómez, J. C. 2007。

欧盟实施情况出版物，欧盟官方公报，2006，节选：

实施产品的可追溯性包括在下列各阶段：

● 监督生产者。通过咖啡信息系统数据库实施监督，监督范围覆盖哥伦

比亚咖啡种植区的每个种植园和相应地块。这一信息收集体系是种植

园管理数据库的组成部分。

● 监督带皮咖啡豆和去壳过程。监督方式为运用法律文件如《交通指

南》，以及检查仓库或去壳工厂的采购情况，这些仓库和工厂需注册并

遵守操作要求。

● 监督生咖啡。从生咖啡进入去壳工厂起开始，工厂必须按照咖啡种植

者全国委员会2002年第1号决定注册。哥伦比亚1999年第2685号法令

中的《交通指南》仍是每批咖啡出口时必须附带的法律文件。

● 监督出口。按照《交通指南》，由海关和咖啡种植者联盟授权机构

ALMACAFÉ对出口商进行监督。外贸部在2002年第355号决定中规

定，可对符合咖啡种植者国家委员会2002年第3号决定要求的出口商

进行注册。同样，ALMACAFÉ在港口实施最终检查，以确保“哥伦比

亚咖啡”符合其品质标准。

● 监督烘焙咖啡。哥伦比亚境内的烘焙工厂按照咖啡种植者国家委员会

2002年第1号决定，实施“哥伦比亚咖啡”的可追溯性措施。对哥伦比

亚境外烘焙咖啡的追踪可通过与国外烘焙者达成最佳做法协定和其他

多种监督机制来实施，如对企业进行检查和采样，开展品质检测等。

● 检查机构：ALMACAFÉ，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第65条规定的要求和技

术标准。

来源：欧盟实施情况出版物，欧盟官方公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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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9：各种核查体系

第一方核查体系 由生产者自己提供保障，建立在（单个生产者）自我控制或

（地理标志生产者组织）内部控制的基础之上。这一核查体系没有外部控制，意味着

生产者自己为产品的品质承担责任。生产者可能单独签署或由地理标志协会组织签署

一份正式的文件（自我证明）。社会处罚和信任关系建立在相关文化背景和邻近的地

理位置基础之上，这有助于确保规则得到遵守。自我核查体系主要应用在由小规模农

业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生产体系中，其产品直接在当地市场销售。

第二方核查体系 由贸易代理商核查供应商是否遵守操作规范的要求。很多零售

商采用第二方核查体系，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如此。这一体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该代理商的声誉。

参与性保障体系 建立在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包括地理标志价值

链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甚至包括消费者），其根本支柱在于信任、社会网

络和知识交换。对小规模农场和地方直营市场而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种选择。这一

体系可由利益相关方（包括生产者、地方管理机构、购买者等）成立的地方协会来管

理，由其实施地理标志供应链控制措施。

第三方认证体系 由与供应商和购买者无直接经济利益关系的独立外部机构（私

营、公共或公私联合）提供担保，保证相关要求得到遵守。产品获得认证的标准目前

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第三方独立认证——ISO/IEC 65，或“原产地名称保护和

地理标志保护欧洲标准EN45011”）。所有参与国际贸易和谈判的国家都正在建立或已

经建立了符合出口产品相关国际标准的国家保障体系框架（官方认可服务，认证机构

等）。贸易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生产者组织在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通过降低遵守行政管理和技术程序的总成本，生产者协会在保障体系中

可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保障体系比个体管理更高效更经济。控制计划一旦建

立，地理标志协会（见第3.1章）就能进行内部控制管理，在降低成本的同时

提升各种活动（可追溯性控制、最终产品检测等）的经济规模和集体专业技术

性。同时，如可行，协会还可负责发展与外部认证机构的关系，承担缴纳费用

的责任等。

协会还可组织开展一些集体控制活动，如对最终产品的感官测试等。

因此，生产者及其协会在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 定义保障体系，尤其是在拟定操作规范时通过确认控制点和处罚措施来

建立控制计划；

● 组织地理标志价值链的内部控制，或在可行时成为参与式保障体系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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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与消费者和地方管理机构等一起）；

● 帮助实施控制措施和作好记录（可追溯体系）（见案例研究6）。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8：建立控制体系——巴厘岛京打马尼咖啡（印度尼西亚）

为了保障地理标志

“巴厘岛京打马尼咖啡”

的可信度，一项综合性

的控制和可追溯计划在

资格认定阶段就已经精

心建立（见第2.1章案例

研究1）。
通过地理标志组织

（CGIP/地理标志保护社

团），当地所有利益相关

方的代表都参与了内部

控制计划的拟定工作，

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力且可行的控制体系。这一控制计划旨在检查操作规范的遵

守情况，尤其是产品的原产地（可追溯性）、品质和独特性。针对操作规范的

遵守情况，在三个层面设立了内部控制：咖啡种植农的自我控制、生产者小组

的控制和地理标志保护社团的控制。

例如，对种植园的控制可通过下述途径获知：

● 各生产者进行自我控制，检查其种植园是否符合操作规范的规定，如

遮阴树、品种、密度、维护（尤其是施肥和杀虫控制）等。

● 每年开展生产者小组控制。组长须对成员的咖啡种植园进行检查并向

地理标志保护社团报告。这些活动可由生产者小组理事会自己实施，

或由其指定人员实施。一般召开一个简单的会议即可，有时对种植园

进行特别控制也很有必要。

● 每年开展地理标志保护社团控制。每年4月将随机选取5个生产者小

组，检查其咖啡种植园遵守操作规范的情况。

地理标志咖啡的品质和独特性最后将接受经过感官分析（试喝）培训的

农民小组的检查。每一批次的咖啡在认证前都必须接受检查。此外，法律和人

权部知识产权理事会国家地理标志专家组还会实施外部控制，这主要是针对操

作规范的履行情况。

来源：Mawardi S, 2009；Keller V. 和 Fournier 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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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计划明确了如何检查操作规范中规定的规则：对每一条要求的关键

投入或产出、评估方式以及未遵守要求所带来的结果都进行了定义。这就是上

文为什么说（第2.1章）：

● 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和控制的规则才是好的规则。

● 只有带来处罚或奖励的控制措施才是好的控制措施。

为避免误导，当地的利益相关方以及提供支持的参与者和机构应牢记在

起草具体内容时，操作规范中提及的每一点都必须与控制计划中的一个控制点

相对应。因此，只需在操作规范中列入产品独特性的根本要素，这是出于对控

制活动可行性和成本的考虑。

控制计划包括：

● 对各条要求进行控制的关键点（是什么）；

● 方法（视查、文件、分析等）（怎样做）和时机（什么时候）；

● 控制的证明文件（尤其针对自我控制和可追溯性）；

● 根据未遵守情况严重程度确定的相关处罚（见插文10）；
● 实施控制措施的频率和范围（所有生产者，抽样）（见表格3、4和练习

中的示例）。

请控制专家一起拟定控制计划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例如，拟定操作

规范及其控制计划时可咨询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

插文10：处罚不符合要求的行为示例

通常，严重程度不同的处罚措施可分为几类，包括经济处罚（罚款、禁止使用集

体名称、产品降级）或社会处罚（开除）。

罚款和处罚的程度是递进的，视其不符合要求的严重程度而实施。

例如：

不符合要求的行为未影响产品品质：

1.说明

2.警告

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可能影响产品品质，但操作者的诚恳态度毋庸置疑：

3.退回该批次产品

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始终影响产品品质和信誉，且 /或交易的诚信度存在明显疑问：

4.暂时取消认证

5.最终取消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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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理标志产品设计控制体系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考虑该产品现有的控

制计划（公共的或私有的）是否会与之冲突或互补，是否有可能将二者综合起

来，尤其是从降低费用的角度。

费用管理

不论何种体系，只要提供保障就会发生一定费用（技术、行政、信息

等），要么由生产者要么由公共管理机构承担，或二者共同承担，包括：

● 直接费用：检验方法，化学分析等；

● 间接费用：填写文件所需的时间，实施检验的时间等。

高效协作可降低认证费用，尤其是通过：

● 集体认证，可降低检验和行政管理费用

● 协调控制，如需认证其他标准（如有机和品质保证），可一次检验多项

内容。

集体组织可决定由供应链的不同参与者分担费

用，或向小规模生产者提供共同基金，这通常来自

于与产量挂钩的资金捐赠。最大规模的生产者提供

的捐款一般都超过其费用份额，因为他们知道地理

标志使用者数量庞大，小规模和手工生产者如果树

立了良好形象，自己也可从中获益。

在有些地方，政府或其他机构已经建立了数据

库，因此与这些组织合作可降低费用，减少行政管

理环节。

工具举例：公共数据库

使用国家动物电脑数据库，仅

需支付很低的费用就可追踪到生产

者的姓名和位置。又如，与动物品

种协会的合作也有助于查证某一地

方品种的生产者，或获得有关品种

特征的指导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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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检验要点
主要/

次要
检  查

1 操作者签署承诺书 主要 检查合同

2 收获的作物来自于该地区 主要 原产地位置

3 登记当前和过去的产量 · 销售量 · 储存量 次要 现场文件记录

4 有效实施可追溯性 主要 文件记录和视查

5 登记 主要 登记成员和合同

6 该批次的劣质产品 主要 审查该批次的分析报告—质量委员会

地  块

7 地块属于山地土壤或岩石土壤 次要 环境

8 地块不适宜胡椒栽培（土壤、排水和地情） 主要 检查地块情况，土壤和排水

9 胡椒产自获许的两个品种 次要 检查该地块生产的品种

种  植

11 藤蔓的间距至少为1.8m 次要 视查

12 使用覆盖物（棕榈叶）遮挡阳光以保护3
年以内的幼株

次要 视查

维  护

13 只使用天然肥料 主要 视查—挖掘—访谈

14 每年施肥次数少于一次 主要 访谈和视查—询问原产地（农场或供

应者），使用数量和日期

15 至少每两年供给一次新土壤 次要 视查—使用日期和数量

16 至少每年锄地一次 次要 视查和访谈—日期—土壤情况

17 不使用除草剂 主要 视查—访谈

虫害防控

18 寻找天然抗虫方法 次要 访谈—调查地块—核查提供的成分

19 只使用三类和四类杀虫剂 主要 访谈—分析—害虫及害虫造成的损

失—所用杀虫剂药瓶和包装物

20 按照安全操作方法使用杀虫剂 主要 访谈—工具和农具—药瓶位置

遵守使用的时间和比例 主要 访谈—工具和措施—分析

收获和收获后

22 装果实的容器必须清洁 次要 访谈—收获期间现场核查

23 现场必须配备肥皂和清洁用水，并在收获

时使用

次要 访谈—现场考察

24 必须采用无尘捕蚊网 次要 访谈—现场核查

25 晾晒场所必须做好防护，防止家畜污染果实 主要 现场核查—访谈过程中询问

26 根据建议进行白胡椒的加工和采集 主要 现场核查—白胡椒的品质

27 分拣工作必须在良好的卫生条件下进行 主要 现场核查—访谈—检查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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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检验要点
主要/

次要
检  查

28 如至少90％的果实大小符合规格，则分拣

工作为高效

主要 分拣的最终结果

如最终结果99％不含杂质，则分拣工作为高效 主要 分拣的最终结果

29 分拣时产品必须保存在大缸或清洁容器中 主要 现场核查—访谈—改进农具

30 最终产品必须储存在崭新的包装袋中 主要 收获后现场核查包装袋—访谈—协会

可否提供袋子

储存最终产品必须防止任何污染或损坏 主要 收获后现场核查—可能出现的污染

运输和包装

31 果实除尘 主要 程序和设施

32 最终产品符合标准 主要 分析

33 设施和程序遵守HACCP方法 主要 文件记录

34 包装符合标准：· 材料 · 时间长度 · 密封 · 地点 主要 包装研究

35 包装上的批号 主要 视查

标  注

36 标识上使用地理标志 主要 视查

37 标识上使用国家标志 主要 视查

38 不向最终客户销售未经包装和标注的产品 次要 访谈

来源：柬埔寨地理樗 试点项目——柬埔寨商务部 /法国一发署 /技术研究与交换小组 /柬埔寨农业

研究与发展中心 /国际生态认证中心 /贡布胡椒促进协会。

表4  地理标志动物产品控制计划举例（孔泰奶酪）

  见第3.1章案例研究1
控制点 描述 控制方法

牛奶生产

1.农场位置 奶牛棚位于限定地区内。 文件记录

2.奶牛品种 奶牛品种为操作规范中规定的特定品种及其

杂交品种。

视查或文件记录

3.牧场面积 每头奶牛至少1公顷牧场。 文件记录

4.转基因作物 整个养殖区没有任何转基因作物。 文件记录

5.奶牛饲草原产地 来自地理标志限定地区。 文件记录

6.农场饲草的性质 整个农场区禁止使用：青贮饲料、配送前被

污染或受潮的饲草、盐以外的防腐剂、用氨

水处理过的稻草、可能影响牛奶气味或口味

的饲草（卷心菜、油菜籽等）。

视查或文件记录

7.与食用青贮饲料的肉

牛的距离

青贮饲料只允许饲喂肉牛。必须提前声明其

距离在200m以上，没有联通奶牛、防水青贮

窖或牛粪堆肥的道路。

视查或文件记录

8.挤奶系统 无自动化挤奶。 视查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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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点 描述 控制方法

加工第一阶段

9.加工单位的位置 加工单位必须在限定地区内。 文件记录

10.挤奶后的采集时间 每次挤奶后立即采集，或每天采集一次。 文件记录

11.采集牛奶的设备和

牛奶的合格情况

对不符合地理标志标准的分开挤奶。 文件记录

12.牛奶采集的限定距

离

向奶酪厂和加工单位提供牛奶的所有农场都

应在距其25km内。可能会有例外。

文件记录

13.牛奶的混合 强制规定制造奶酪时应混合不同农场的牛奶。 文件记录

14.奶酪厂设备 无巴氏消毒工具，无热杀菌或其他清除牛奶

中天然植物杂质的工具。

视查

15.容器的材质 铜质容器 视查

16.加工过程中只使用

获许的成分

用犊牛胃内膜制备干胃膜、特定菌群、盐和

绿色酪蛋白标签。

视查或文件记录

17.加热奶酪凝乳 加热温度 视查或文件记录

18.压制条件 最小压力和当地的加压温度 视查或文件记录

19.腌制和初制 奶酪饼用干盐在室外腌制 视查或文件记录

20.标识 每块奶酪附带酪蛋白标签。确认加工单位、

生产月份和日期。

视查

预熟阶段

21.预熟窖设备 云杉木板 视查或文件记录

22.酿熟温度 预熟温度 视查或文件记录

酿熟阶段

23.酿熟单位的位置 酿熟单位位于限定地区内 文件记录

24.酿熟单位的设备 云杉木板 视查或文件记录

25.酿熟时间 至少120天 文件记录和 /或视查奶酪的

流出量，和 /或通过测量

26.酿熟温度 19℃左右 视查或文件记录

27.奶酪饼标记 在切块销售的奶酪饼侧面进行标记：带有绿

色或褐色条纹标志。

文件记录

包装前

28.包装单位的位置 包装单位位于限定地区内 文件记录

29.出现奶酪硬皮 超过40g的强制规定带有。允许部分硬皮。 视查

30.包装标志 视查

切  割

31.切割单位的位置 切割单位位于限定地区内 文件记录

32.包装标志 视查

最终产品

33.最终产品的品质 符合有关最终产品成分和品质的规定特点 分析和感官感受

（来源：孔泰奶酪控制原产地名称 /AOC，法国国家产地命名委员会网站）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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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所有生产者都接受操作规范的要求吗?
● 如何确保产品的品质水平?
● 消费者和生产者有何保障体系?
● 生产者接受由独立机构实施的控制措施吗?
● 外部认证提升了产品价值吗?

在表格中列出

1）应包括在产品明细中的每一条要求 .
2）如何对其进行控制 (技术问题 )?
3）谁来实施控制措施 (从最经济的角度 )?
4）哪些文件可证明控制措施?
5）什么时候必须采取控制措施?
6）采取控制措施的频率和范围如何 (所有生产者或是抽样 )?
针对同样的要求，控制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实现控制的可能性也有所

不同。第一个清单应尽量完整，以提供全面的数据，进而决定哪些真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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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 2.控制内容 3.谁来实施控制 4.文件 5.控制时间
6.频率 /
范围

例如：法

定水果品

种

现有果园的

品种

水果品种专家，

尤其是相关品种

登记清单卡；登

记经授权的嫁接

苗来源

对新的申请者进

行初次认证之前

一次

所有生产

者

新植株 登记清单卡时应

根据苗木工人或

嫁接苗的果园主

提供的认证证书

生产者宣布栽种

了新植株之后

一次

所有生产

者

田间控制 检验员对每年的

生产情况（食品

安全、单产等）

进行检查时应注

意该果园与清单

卡上不相符的地

方

控制报告 在通常收获期开

始前的1～2月
1 x/年
至少50％
的生产者

最终产品与

水果品种相

关的独特性

专家委员会对最

终产品进行感官

测试

每个样品的评估

报告

收 获 最 初 几 天

（新鲜水果）或

产品开始销售前

的某个确定时间

1 x/年
所有地理

标志使用

者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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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操作规范中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

内容提要

社会、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和当地资源对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和

形象会产生直接影响，对这些因素的保护将影响长期从事生产活动的可能

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定义操作规范的规则时，涉及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内容

将对保护这些资源、对农村和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操作规范和可持续性

操作规范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制定

操作规范时必须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保护生物多样性

某些地理标志的独特性有赖于使用本土的动植物品种，它们经常面临灭

绝的威胁（见案例研究9）。此外，传统的生产技术常常有助于保持传统地理

风貌特征，防止土壤退化等。

防止过度开发

操作规范中的规定可能包含某些环境和社会标准，目的是保障该体系的

可持续性，避免一旦地理标志获得巨大商业成功而对自然和当地资源进行过度

开发。

原产地名称保护科西嘉岛橄榄油的操作规范

规定可使用7个品种的橄榄，但未描述相关比

例，也未将使用单一品种的橄榄油排除在外



80

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2
2.5

保护文化和传统

在定义产品的特点、加工过程及其与地理原产地联系的同时，通过在操

作规范中提及传统操作、特定知识和历史因素，地理标志计划保护了人文和文

化财富，有时甚至包括生活方式，并强化了当地生产者和居民的身份感和自豪

感，从而防止了农村人口外流。

社会经济影响

操作规范有助于价值链各环节权力的公平分配。这将依赖于操作规范对加

工特点的定义是否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范畴（无论何种规模或类型），

通过不仅提及加工者也包括农民的知识和技术，从而让他们全都从附加值中获

益。拟定规则的谈判就是一项对支配性立场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过程。

实际上，通过限定原材料生产地区，操作规范加强了初级生产者在谈判

中的议价能力，因其限制了处于供应链下游的参与者从该地区外获取原材料的

可能性（非本土化）。

阿甘油（摩洛哥）操作规范描述了手工剥取果仁的过程，当地的柏柏尔

妇女世代从事这一工序，使之成为地理标志价值链中重要的初级生产者

地域影响

考虑到地理标志产品与当地独特资源之间的联系，人们希望地理标志产

品对供应链以外的某些活动也产生影响，尤其是整合农村地区各种经济活动

（例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借助地理标志的声誉增加当地其他产品价值）（见第

4.3章案例研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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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9：以生物资源多样性为基础的产品

北内乌肯省克里奥尔山羊（阿根廷）
与地理标志区分过程相关联，地方品种

“内乌肯克里奥尔山羊”经确认和描述（表现

型、基因型、生产率和生产体系），已被列入

粮农组织生物多样性目录。其操作规范提到了

品种和草场的重要性，还包括使羊肉具有独特

风味的羔羊年龄和屠宰季节。这同时也保护了

草场的结构和多样性，以及该山羊品种的特点

（见第1.1章案例研究3）。
来源：Pérez Centeno, M. 2007。

阿里巴可可（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出产一种非常罕见的可可，名为“内雄纳

尔”（或克里奥尔），其特点是发酵期相当短，香味柔和，

口感平滑，被称作“超级风味可可”。基于产品的上述特

点和声誉，作出了在操作规范中设立了保护这一可可品

种特点的相关规定的决定，并申请将地理标志阿里巴可

可注册为原产地名称。（见第1.4章案例研究13）
来源：Quingaisa, E. 等， 2007。

拉里樱桃（意大利）
在拉里（托斯卡纳，意大利），樱桃生产

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项传统。见证这一传统的

13个本土樱桃品种以及当地特殊的土壤和气候

条件，成就了拉里樱桃独特的风味和声誉。近

来，当地采取了很多措施以支持对本土樱桃品

种的研究和市场营销。（见第4.1章案例研究2）
来源：Marescotti A , 2003。

金华火腿（中国）
浙江省生产金华火腿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

传统上以当地畜牧品种金华猪（又称两头乌）为

原料。这一特色品种可制作出高品质的火腿，已

被中国农业部认定为国内濒危动物品种。有了此

项认定，再加上操作规范将金华猪列入其中，形

成了一条有效的品种保护途径。

来源：Wang G,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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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可持续性规则

为地理标志产品设立规则时，应考虑到一些环境和社会资源正是地理标

志产品具备独特性的基础。因此，在操作规范中加入相关标准以保护这些资源

并促进其再生和改善，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当地社区可通过在操作规范中设立适当的标准，决定其他环境和

社会资源是否值得保护。需注意写入操作规范的标准对应受保护的环境和社会

资源可能产生的影响。

 

 

 

 

 
 

 

 

 

 

 

图1  考虑操作规范的环境和社会因素

3

32

1

认真考虑操作规范对基本特征的影响

认真考虑操作规范对基本特征的影响

 作为地理标志产品独特性和形象  
基础的环境和社会文化基本特点

纳入CoP

操作规范

其他需保护的环境和社会资源

决定是否纳入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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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标准举例

环境和社会内容 是否纳入操作规范 贡献或风险

产品独特品质基础的生物资

源（植物品种、动物品种、

饲养⋯⋯）

提及特定生物资源

在地理标志体系中使用和管理该

资源；有助于对资源的维护和再

生

如未提及
仅使用现代生物资源的风险，从

而丧失本土基因遗产

基因资源多样性（差异性） 如只提及一种资源 专门化的风险和丧失多样性

传统操作和知识

如提及 传统和知识的保存和传播

如未纳入

太过现代化的技术将会削弱产品

的纯正的形象。更加现代化和更

具竞争力的企业将会把传统企业

排挤出市场。

第一个生产阶段（农业生产）

如纳入操作规范且

强制规定在限定地

区内

初级生产者（农民⋯⋯）可成为

地理标志价值链的组成部分（附

加值的分配，议价的权力）

如未纳入 消亡的风险

小规模生产者的独特方法

（手工艺）

如提及且 /或为强制

规定

如只提及工业生产方式，将把手

工操作排挤出局；如强制限定则

有阻碍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的风

险，且遵守相关规定的成本非常

高。

如未提及 小规模生产者被社会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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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是否有些社会、文化和环境特征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和声誉十分重

要？

● 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是否存在污染或破坏环境的风险？ 
● 操作规范是否包含可持续利用当地资源的相关条款？操作规范是否有助

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地理标志的生产过程主要涉及哪些社会范畴？这些社会范畴是否活跃于

所有生产阶段？他们对整个过程的主要贡献和需求是什么？

● 附加值的分配对所有社会参与者都公平吗？

● 某些社会参与者处于主导地位吗？

● 操作规范提及了生产者的知识和技术，还是仅提及加工者的？如何激励

生产者更好地发挥其知识技术？

● 当地文化受到怎样的影响？如何对其进行保护？

在表格中列出

1）与你的产品相关联的最有利和最关键的环境因素。

2）列举与你的产品相关联的最有利和最困难的社会因素。

表格  生产中的环境因素

最有利的因素（机遇） 最关键的因素（威胁） 评价

1⋯⋯

2⋯⋯

3⋯⋯

1⋯⋯

2⋯⋯

3⋯⋯

1⋯⋯

2⋯⋯

3⋯⋯

表格  生产中的社会因素

最有利的因素（机遇） 最困难的因素（威胁） 评价

1⋯⋯

2⋯⋯

3⋯⋯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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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设立规则面临的潜在问题及如何解决

内容提要

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和矛盾，因此，设立“正确”级别的

规则并允许其演变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设立规则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优势

和局限二者都要考虑，包括考虑不同的参与者及其目的，以及从经济、社

会和环境角度考虑做的每种选择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参与式方法和集体行

动有助于在不同的观点和理解之间找到平衡。

地理标志体系的参与者常常会对产品、其相关特点、生产过程甚至划定

合法的生产地区的地理界线等持有不同观点。通常，矛盾的产生与核心生产阶

段和赋予产品特定品质和独特性的核心参与者有关。例如，生产原材料的农

民、加工者和贸易商在构建产品品质时其利益趋于一致，但另一方面，他们在

对创造的价值和地理标志利益进行分配时也存在竞争。

规则的设计方式将带来多种影响，如平衡不同利益相关方发挥的作用、

影响分配价值创造过程带来的收益（如果有）等。在作出决定之前，最好先对

规则进行认真设计和讨论（见“练习”中的问题）。

为解决矛盾并对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地理标志推动者（推广人员、研究

人员、商会等）应倡导一种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观念，增强在地理标志生产体系

内的协商能力，并积极支持建立平等议事规则，这一点很重要。

表6是关于设立地理标志产品规则面临的问题、风险和可能的解决方案的

一个不完整列表。

通过讨论设立地理标志规则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需要

管理和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

● 成员结构具有平衡性和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体系集体组织，代表该地理标

志体系，负责操作规范的拟定和管理（见第3.1章），可壮大当地生产者

和加工者社区的力量并赋予他们责任。

● 对地理标志集体组织内部的民主决策规则进行界定（信息透明化，多数

裁定原则和保密投票等）。

地理标志操作规范的创建需要时间。这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将

要承担地理标志责任的各个群体而言，这个过程有助于建立和达成共识，加强

联合。虽然地理标志规则的编制可能是一个长期过程，应强调的是，此项工程

每前行一步都将有效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效率。



86

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2
2.6 表6  问题和解决方案举例

问  题 风  险 可能的解决方案

操作规范包含的
规则太多

—规则不适用—规则不可控—过多
不相关的特点将削弱地理标志的身
份特征 

—重点放在有限数量的对地理标志
产品的身份特征起关键作用的可实
施规则上 

规则仅由有限数
量的参与者定义

—规则的适应性不强—规则不被接
受 /实施—高排斥性

—通过生产者和加工者的广泛磋商
和讨论建立规则—向当地利益相关
方（如地理标志小组）分派责任—
定义地理标志小组内部议事和决策
的正式规则

规则太过严格

—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缺乏面对
挑战（全球变暖，需求变化等）的
能力—高排斥性—遵守规则的成本
太高

—建立机制，讨论并决定规则的适
应性和地理区域划定

混淆普通规则和
特定规则

—操作规范中的规则太过宽泛

—强调地理标志规则的自愿内容和
法定要求以外的附加内容—强调地
理标志规则中对地理标志产品身份
特征起关键作用的操作

有的传统地理标
志产品在遵守某
些普通规则（食
品安全要求）时
存在困难

—如果实施普通规则时不考虑传统
操作程序，地理标志产品可能遭受
损害

—规则应包含对例外情况的定义，
从而保护传统操作程序

在解释产品特点
与地理和人文环
境之间的联系时
存在困难

—过高估计分析性测量工具的作用
—仅对可测量的工作进行检查
—对标准进行定义和测量存在困难

—实现技术、文化、历史和感官标
准的适当平衡—综合几种不同的评
估方法：测量和文件证明，视查评
估

内部差异性
—风险：编制操作规范时将变体产
品排斥在外

—选取一种或几种变体产品（最常
见的？最可控的？当地参与者认为
是最地道的？）—由生产者决定—
可附上专业报告

价值链权力分配
不平衡

—风险：战略决策仅由占据重要地
位的参与者做出

—考虑生产地区的权力关系—地理
标志小组中的贸易商成员不只一
位—地理标志小组内部实行民主决
策规则（保密投票、多数裁定等）

排斥当地操作者
—规则可理解为对一些参与者有
利，但排斥其他的参与者

—避免过度严格的规则—实行民主
决策—地理标志规则的定义和执
行—降低控制费用

设立地理标志规
则或划定生产地
区时出现矛盾

—风险1：高标准+低产量+提升
价值的同时增加了成本
或—风险2：低标准+低差别+提
升产量的同时损失溢价，损害产品
身份特征

—成立地理标志代表机构为做出平
衡决策提供充分支持—认真分析市
场以实现权利平衡，避免极端

组织控制和核查
时出现矛盾

—内部控制可能不受欢迎—在有些
国家各州缺乏实施能力（人力 /技
术 /财务 /信任）

—在政府监督下实行第三方核查—通
过农民小组而不是个人来组织实施控
制措施—外部控制可由购买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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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实际规则使所有参与者都满意并受益吗？

● 谁对实际规则不满意，为什么？ 
● 我们如何对操作规范进行修订？

● 每条规则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 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矛盾？ 

在表格中列出

1）你的产品在资格认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风险。

2）管理这些风险的可能途径。

1）主要矛盾风险 2）可能的解决方案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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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回报：
营销地理标识产品

地理标志系统及其组织和产品依靠于质量良性循环

的回报阶段：经济回报将允许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但是，在基于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的开始就需要考虑

营销问题。在良性循环的确认阶段，需要仔细核实地理

标识产品是否具备市场潜力以及该市场潜力能否转变为

销售额，从而带来充足的收入和利润以支持整个地理标

志项目。在确认项目可行后，可以进入质量良性循环的

其他阶段。

了解市场、营销渠道、消费者需求、销售和竞争

（换言之，了解营销）是降低商业失败风险的重要方法，

并能为地理标志组织及其成员带来收入和利润。利润能

够覆盖成本，就可以让地理标志系统及其组织和成员长

期维持，还能为其成员赚取回报进而进行投资。

但是地理标志产品的营销也面临着一个挑战：营销

必须从地理标识组织的视角考虑——集体营销；同时也

要从地理标识组织成员的视角考虑——个体营销。重要

的是，必须将这两个层面的营销结合起来。在地理标志

产品的营销中，还要考虑更多的质量方面、地区、社会

和文化问题以及其他相关的经济领域，如旅游业。

第3.1章考虑了向地理标志系统提供有组织的基础

的必要性——地理标志组织，适当的协议、规则、角色

和责任以及管辖上述组织的结构的重要性；第3.2章主

要讲述战略营销和营销规划；第3.3章讲述营销活动的

运作方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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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立组织管理地理标志系统

内容提要

良性循环的回报阶段和资格认定阶段需要地理标志生产者的协调。为

了形成包括地理标志系统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治理行动，建议在系统的各个

阶段（制定规则、控制流程、产品商业化和冲突解决）建立一个集体组织

支持地理标志产品。

地理标志组织的重要性

建立地理标志的集体规则可以增进本地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联系，特别是

在营销其产品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共同利益，这样会形成互相依赖关系，以此

成为共同行动的基础。

要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并且为生产者带来收入，地理标志生产体系和大多

数价值链相似，都涉及拥有不同资产的个人和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但与大多数

价值链不同的是，地理标志生产体系的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资产：即地理标志

的声誉。这个共同资产决定了一种特定的协调结构，代表地理标志生产体系的

所有成员。事实上，每个生产者的商业行为都影响地理标志的声誉，同样集体

声誉会影响每个生产者。

利用地理标志营销产品的联合集体行动可以增加效益并降低成本。供应

链的所有专业门类应同意对共有结构给予责任，从而有助于维持质量和声誉，

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价值。

地理标志组织的角色与活动

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地理标识生产者经常会涉及不同产品（地理标识

产品以及其他产品）的生产和营销，而地理标识组织关注的是营销地理标

识产品。

地理标识组织可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支持地理标识系统。地理标识组织

可以促成本地生产者达成关于生产系统和营销战略问题的协议。通常集体组织

直接或间接管理控制系统以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保证地理标识产品的质量水平。

其他重要和频繁的活动则与在市场上集体推广产品相关。在有些情况下，共同

协调机构直接管理部分生产活动，如产品的最后加工和分级或包装。



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

92

3.1

3

插文1：地理标识组织可提供的活动与服务的实例

规则和控制

● 制定当地规则（操作规范）并实施。

● 管理内部控制体系，通过规模经济和管理与外部认证机构的关系降低外部认证

的成本。

● 在对操作规范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促进冲突解决和提供仲裁。一个合法和客观

的代表委员会可决定做法是否符合操作规范。

生产

● 通过提供技术帮助与信息和促进创新而提升地理标识产品的质量。

● 直接管理部分生产活动，如产品的最后加工和分级或包装。

● 降低大多数独立的小规模公司通常无法承受的单独的服务成本，如产品研发、

技术咨询和关于地理标识产品的质量、数量以及竞争对手的信息。

营销

● 增强本地生产者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集体协调机构可能成为不同专业门类

之间就质量和加价进行结构化谈判的场所。

● 制定集体营销战略，尽管有很多职责（如销售团队、客户关系、价格和分销）

仍然由每个生产者负责。

● 采取集体行动以降低成本（如市场研究和信息以及为了获取市场知名度的推广

活动）。

协调、代表性和可持续性

● 在对外对话中代表地理标识系统，特别是与负责地理标识政策的公共机构的对话。

● 为希望采用地理标识保护计划的公司提供便利。

● 发展共同使用地理标识的生产者和加工商之间的内部信任。

● 提供一个讨论使用地理标识的问题和机会的论坛。

● 改进生产者之间以及供应链不同阶段之间的协调，从而提升价值链的效率和生

产者的竞争地位。

● 提出引导地理标识系统向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方向发展的建议。

组织架构

组织应代表地理标识生产系统的所有利益相关方。有必要给予组织机构

一个正式的规定，并且还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协会、联合体、地理标识产品生

产过程中涉及的专业门类的代表团体、合作社或跨专业组织。负责管理地理标

识产品的组织应与申请地理标识法律保护的团体相同，并应结合地理标识申请

阶段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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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可以包括在地理标识供应链不同层面活跃的利益相关方：原材料

生产者、初级加工商、二级加工商以及与地理标识系统相关的中间人或分销商

（见图1）。原则上，组织应代表操作规范中包括的所有门类，并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门类中的各参与方。一般情况下，这些门类会提名其在组织中的代表。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1：支持地理标识产品的组织——孔泰奶酪（法国） 

 
格鲁耶尔和孔泰跨专业委员

会（CIGC）创建于1963年，是供

应链中的行动方以及他们的经济、

行政管理、政治和学术合作伙伴中

间人的代表。该组织促进孔泰奶酪

的销售，维护专业网络的利益，组

织文化活动和开展研究。其活动包

括PDO的营销管理、保护和监管，

传播、广告和网络内部凝聚力的管

理。CIGC通过销售其标签和实施

控制，能够支付其95％的经营成本。对于某些研究活动，该组织会收到公共

拨款，但只占总预算的5％。

来源：Van de Kop, P.等 , 2006。

图1  地理标识跨专业组织实例

操作规范：
制定和遵守

生产者

认证机构
认证

初级加工商

二级加工商

跨专业地理标识
集体组织

零售商

消费者

GI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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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2：建立生产者的组织——磅士卑省棕榈糖（柬埔寨）

柬埔寨磅士卑省一直生产棕榈糖。在这片山区，沙质土壤、稀少的降水

以及生产者的专业知识使得磅士卑省的棕榈糖特别可口，汇集各种芳香。正因

为如此，这种棕榈糖在市场上口碑很好，为此本地生产者成立了组织以建立

和管理地理标识。本地生产者通过选举成立了一个有14名成员的特别工作组，

其中包括生产者代表以及公共和科学支持组织的代表。特别工作组的使命是负

责讨论和起草将来的地理标识协会（或者地理

标识管理组织）的章程。经过工作组五个月的

准备工作后，地理标识协会成立了。现在，该

协会包括142个生产者并正在申请将磅士卑省

的棕榈糖正式登记为地理标识产品。该协会与

国家项目的支持行动方一起领导了确认阶段，

现在正在为使用地理标志制定操作规范和控制

计划，并将在地理标识被正式认可后继续协调

地理标识系统。

来源：Sereyvath P, 2009。柬埔寨地理标记试点项目——柬埔寨商务部 /法国开发署

/技术研究与交换小组 /柬埔寨农业研究与发展中心 /国际生态认证中心。

属于地理标识价值链的生产者会根据目标将部分职责委托给集体代表组

织。集体行动与个体企业的行动形成互补而并不是取而代之。但所有成员都保

持财务的自主性，拥有自己的资产，与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交易并在操作规范

内保持一定程度的技术自由性。

地理标识组织的构成和运转规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考虑以下的关

键原则：

● 各类公司、供应链中涉及的其他行动方以及每一类中的行动方类型（如

工匠和工业加工商、小规模和大规模的农户）在管理委员会的代表性。

如果一个门类未被充分代表，其可能不遵守规则或根据自己的利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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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制定中的透明性和民主性，即使平衡了每个行动方真正参与地理标

识系统的经济活动。

● 基于成本和效益的对应关系对地理标识组织的公平财务贡献。区分会员

费（唯一，不太贵）和服务费（按比例）是很好的作法。在某些情况

下，可采用团结一致原则，即对大公司收取较高的费用以支持小公司加

入地理标识组织。

● 当地公共行政管理机构参与地理标识组织可以实现与公共政策的更好

协调。

● 促进沟通和网络关系作为当地地理标识生产系统组织的重要方面。

对于任何组织，都应考虑内部规则的制定（以及不断地改进），包括冲突

解决机制。章程应考虑国家层面的良好作法、模式和法律要求。应从该国其他

的成功组织获得经验以及从对农村组织有专门研究的支持机构获得支持。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3：组织架构——格鲁耶尔原产地保护（瑞士）

格鲁耶尔干酪（Gruyère）是瑞士最重要的受保护来源地名称（PDO）奶

酪之一。在获得PDO保护3年前的1997年，格鲁耶尔干酪成立了跨行业的组

织。该组织汇集了所有生产格鲁耶尔干酪的公司，各成员按照其牛奶或奶酪的

加工量出资。不同的门类（或行业）有由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机构。操作规范的

变更和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必须获得所有行业机构的批准。每个机构向委员会派

出4个代表。跨行业组织要承担全面的责任，包括质量保证（操作规范、内部

控制，包括感官试验、认证等）、形象、市场推广（包括外国市场）、协商价格

和数量等。

来源：SINER-GI, 2006。

供应链 格鲁耶尔跨专业机构

2 600家牛奶生产商

190家牛奶场
（+高山草场上的
60家牛奶场）

20家奶酪加工商-贸易商

零售商

29 000吨

代表机构

20家生产商

20家奶牛场

10家奶酪加工商

主席

委员会

4家生产商

4家奶牛场

4家奶酪加工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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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成为地理标识组织成员？

位于地理标识限定区域生产基于原产地的产品的生产者必须确定是否要

成为地理标识组织的成员。成为地理标识组织的成员意味着按照地理标识的操

作规范生产和加工，更重要的是在营销产品时采用地理标识。该决定对生产者

会有很多影响，取决于与地理标识相关的利弊之间的平衡。

一般而言，生产者必须与其他采用地理标识的各方通过集体组织相互协

调，同时保持各方的自主性。比如在营销方面，生产者必须评估有和没有地理

标识情况下营销产品的利与弊，换言之，即与其他生产者进行集体营销还是单

独进行市场营销。

表1  参加地理标识组织的潜在利弊

弊 利

● 公司营销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集体

营销计划（战略和运作计划）。
● 与其他采用地理标识的公司存在一定的

互相依赖性。
● 需支付地理标识组织的会员费。

● 适应地理标识操作规范正式规则的内部

成本。
● 支付与未支付（取决于担保制度）的认

证成本。

● 通过执行地理标识操作规范可以防止欺

诈和侵权。
● 提供进入新市场领域和市场区域的机

会。
● 提升地理标识产品在市场上的认知度和

销量。
● 由集体组织提供服务，通过规模经济降

低成本（见插文1）。
● 提升产品声誉和售价。

● 提升公司整体的声誉（利于公司其他产

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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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问答下列问题

地理标识组织的构成

● 谁是你地理标识产品供应链中的利益相关方？

●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在这些目标上统一吗？有哪些事项是有争

议的？

● 谁领导供应链？谁在供应链中掌握权力？行动方之间是否存在瓶颈或支

配地位？

● 该组织是否包括生产者、加工商和交易商？如果不是，为什么？

地理标识组织的章程

● 你所在国家的协会的定义和规则是什么？是否有与跨行业机构相关的规则？

● 集体组织中是否有领导者可以担当主席、财务官、秘书和审计官的角色？

● 在跨行业协会中，是否根据行动方类型而分为数个部门？

● 地理标识组织的章程是否提到任何会员费、服务费、决策规则、制裁或

冲突解决程序？

● 对于每一项主要任务，是否有明确的规程和责任（界定规则、实施控

制、实施内部控制系统、促进营销和解决冲突）？

● 成员是选举产生的吗？是否有匿名投票系统？

● 是否有规定对经选举产生的成员进行部分更新，以便在一次选举后至少

有一部分有经验的领导人留下来？

● 地理标识组织是否有财力和人力承担上述任务？

在表格中列出

1）地理标识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2）地理标识组织的职责是什么？有什么责任风险？

3）集体组织中需要什么特定的人力和财务资源？

1）集体组织的任务 2）职责与责任 3）充分的人力和财务资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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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战略营销行动

内容提要

营销应被视为质量良性循环的开始：在确认阶段，需要验证产品是否有

市场潜力以及此潜力是否可以转变为销量，从而为整个地理标识项目提供足够

的收入支持。营销是一项有风险的运作：它会导致收入增加，也会导致收入下

降。因此，集体和个体层面的营销必须细心规划和管理。战略营销为销售地理

标识产品提供 “路线图”。

战略与运营

战略营销涵盖销售所必须的所有任务。“路线图”通常以营销计划的形式

记录下来。这一计划是根据市场机会、地理标识生产组织及产品的潜力和局限

以及所涉及的个体生产者，触及消费者。

该计划通常被分为两大部分：战略和运营。战略方面确定营销工作的方

向，回答“卖给谁？在哪里销售？”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要通过对消费

者、市场中的机会和威胁、商业环境、地理标识组织及其个体成员的优势和劣

势等进行细心分析来回答。

计划的运营方面针对战略的实施，回答“如何销售？何时销售？”之类

的问题（通常称为营销组合）（参见第3.3章）。运作计划的意思就是组织营销

战略来销售地理标识产品。比如，地理标识组织和个体成员将通过农场参观直

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同时也向批发商、出口商和零售商销售地理标识产品并

在食品展销会上进行推广。这部分计划主要关于为了实现营销战略，由谁来做

什么事，由谁负责。

对于地理标识组织，营销规划在集体层面和个体生产者层面都是必须的，

并且根据地理标识系统及其成员的具体情况，需要在两者之间确保合理的平衡

和一致性。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地理标识生产者是结构合理且组织良好的，他

们已经确定了明确的营销战略。在此情况下，集体组织可以介入某些具体的任

务，从而更有效的开展任务，如市场分析。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对于生产能

力较低、资源有限的小规模地理标识生产者，集体组织可以通过增进所有门类

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来确定整体营销计划。在此情况下，个体生产者应基于集

体营销计划制定各自的营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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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2：突尼斯的地理标识产品战略和运营

在突尼斯，正在开发一些地理标识产品，并为此制定战略和运营。特别是对于加

贝斯（Gabès）红石榴和蒂巴尔（Thibar）黑绵羊，采用市场分析进行评估和理解市场

潜力和情况以及可能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

● 加贝斯的红石榴产自加贝斯海岸上的绿洲，享有盛誉，尤其在出口的海湾国

家。为了评估欧洲出口市场的潜力，与本地的出口商达成了一项商业合作，在

法国Rungis的批发市场销售有限数量的红石榴，特别指出其基于原产地的质

量。通过该经历还得以检测所需的产品符合性以及与贸易商建立成功的关系。

● 蒂巴尔黑绵羊是一个特别的本地品种，历史上在贝沙（Beja）地区出产。为了

评估通过大规模的分销商在本地市场推广和销售基于原产地的产品的可行性以

及评估本地消费者的接受度，生产者协会（由主席代表）和一家零售商协商达

成了一个具体商业合同。其中包括提高销售价格以及蒂巴尔黑绵羊在超市中与

普通相关产品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这主要通过提供关于基于原产地的质量方面

的信息实现。

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突尼斯农业和水力资源部门技术合作项目。

一般而言，每个个体生产者和地理标识集体组织与其他地理标识生产者

之间的关系掺杂着竞争与协作。这决定了每个生产者如何将其自己的营销战略

融入集体营销战略以及每家生产者的营销战略与其他地理标识成员会有多大的

差异。

制定战略营销计划

战略营销计划帮助确定长期和短期的战略。它基于潜力、限制、市场

特点和竞争对手等确定市场目标。对于地理标识组织来说，有明确的目标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些目标需要地理标识组织的所有成员普遍认同，并达

成共识。

营销计划的战略部分需要两个主要步骤：

● 市场分析：研究消费者的动机、态度、认识和支付意愿与能力、竞争、

市场机会、可能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等。

● 使用市场细分、目标选择和定位等市场分析工具来制定出营销战略。

市场分析

市场研究旨在确认与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相关的商业环境和市场特征（竞

争对手的数量、战略、定价和质量、分布等）（消费者特点、购买数量、收入

水平、饮食习惯、性别、年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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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不同的工具收集必要的市场数据和信息：与买家的正式面谈、

正式的消费者调查（用调查问卷调研市场中的消费者，参见案例研究4中的实

例）、媒体或网站信息。地理标识组织通常在市场分析中占有优势地位，因为

拥有更多的资源据以进行市场分析。地理标识组织的成员可以贡献各自的市场

知识，成员的社会联系网络、内部地理标识记录和会计系统也是重要的市场信

息来源。此外，地理标识组织可以委托一位专家或专门的市场研究机构开展深

入的市场研究。

地理标识组织成员也可以单独进行市场分析。与农村交易商、批发商、

零售商和运输商的正式和非正式谈话通常能提供丰富的信息。小规模的生产者

还可以开展简单调查问卷形式的消费者调查，还可以举行品尝活动，消费者可

以品尝地理标识产品并发表意见。

案例研究4：市场研究和消费者调查——图里亚尔瓦奶酪（哥斯达黎加）

2006年，有机构对图里亚尔瓦奶酪开展了各

种研究以确定与地理原产地相关的特定品质（访

问农民和奶制品加工商；对奶酪进行化学、物理、

微生物和感官分析）以及确认市场潜力和消费者

需求。消费者认知调查对购物区的201位购物者进

行了调查，目的是帮助确定奶酪最受欢迎的特点、

声誉、消费者的特点以及支付的意愿。使用的方

法是开放的调查问卷，使得消费者可以充分发表

对奶酪及其视觉识别的看法。调查的结果如下：

● 确认了奶酪的传统形象，有特定的风味和

质感；

● 确认了消费者的首选购买地点；

● 消费者对经久不衰的声誉的意识和证明：比如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白奶

酪中，81.6％的消费者投票选了“Queso Turrialba”（图里亚尔瓦奶酪），

因为其与众不同，很容易识别。

在此基础上，生产者确定营销计划，特别是根据消费者类型和地点采用

的不同市场渠道：

● 遥远的中心城区，通过中间人；

● 本地村庄和附近城市的商店，通过本地销售商；

● 在展销会上（特别是图里亚尔瓦的生产者每年组织的展销会）向消费

者直销以及在农场销售，与旅游开发和“图里亚尔瓦奶酪之路”相关。

来源：Blanco, M. 2007。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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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威胁）。SWOT分析可以识别和描述地理标识产品和地理标识组织当前的

情况，强调在市场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主要观察市场机会（如

消费者愿意为地理标识产品支付较高价格），市场中的威胁（如竞争）以及地

理标识产品和地理标识组织及其个体成员在面对上述机会和威胁时的优势和劣

势。插文3提供了SWOT分析的实例。

插文3：SWOT分析实例

由地理标识组织管理的战略营销：帕马森干奶酪（意大利）

优势

1. 高质量标准的奶酪。

2. 协会标签的国内、国际声誉。

3. 通过PDO认可和协会措施防止仿冒。

4. 呈现方式和包装使产品与众不同（真空包装、

零食和碎的奶酪）。

5. 加工各阶段的合作社。

6. 为农村的发展带来贡献。

劣势

1. 在生产阶段的分割状态 （500家制酪场和5000
家农场）。

2. 进行熟化阶段的加工商太少。

3. 制酪场缺乏灵活性只生产一款产品。

4. 横向和纵向一体化战略失败不能控制过剩的

供应。

5. 协会未能向消费者充分介绍产品品质差异。

6. 生产者 /批发商缺少自己的品牌战略。

机会

1. 消费者支付意愿高。

2. 地中海饮食和意大利美食在全球的受欢迎度上升。

3. 在当前WTO回合特产可能会得到国际知识产

权保护。

4. 避免意大利和国际市场中欺诈性模仿的欧盟立

法效率不断提升。

5. 消费者对PDO认可和PDO产品特点的意识不

断提升。

6. 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兴趣与日俱增（真空包装、

零食和碎奶酪）。

威胁

1. 现代零售商的集中度和议价能力不断提高。

2. 出现了以生产者的品牌为代价的私人标牌。

3. 国家经济危机持续，高价产品的消费下滑。

4. 在家外食品消费增加，以及相关的更便宜

的碎奶酪成为替代品。

5. 奶酪行业竞争对手有更好的产业链组织。

市场细分：将一个市场分为不同类别

市场细分源于市场分析，是一个将特定市场分为不同类别的过程。每个

类别（或细分市场）对应的是一群具有相同特点的消费者。比如，一个市场可

以按年龄细分，最简单的形式可以是：年轻消费者市场、中年消费者市场和老

年消费者市场。细分市场的出发点是生产者可以根据其产品特点确认营销其

产品最适合的细分市场。事实上，要提供一款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产品是很困难

的，不论消费者在什么地方，消费行为如何，购买力如何，而且必须面临同类

产品所有其他生产者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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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5：市场细分与定位——哥伦比亚咖啡（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者联盟正在制定旨在实现哥伦比亚咖啡在不同目标市

场的差异化的营销战略。

● 在国内市场，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联盟正在建立一批专门向公众销售咖

啡的连锁店“胡安瓦尔迪兹（Juan Valdez）商店”。自从2006年12月开

张后，有1200万的国内客户和游客到访了连锁店。胡安瓦尔迪兹商店

在西班牙和美国也开设了门店，提升了哥伦比亚咖啡在国际上的认可

和知名度。作为目标之一的本地旅游行业也从“咖啡国家公园”受益。

该公园最初是为了弘扬哥伦比亚咖啡的传统和文化而建的，目前已经

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本地消费者提供不同的活动（咖

啡博物馆、植物小径、景点）。

● 对于出口市场，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者联盟实施了一个叫“特产咖啡”的

项目以利用各种在哥伦比亚出产的咖啡，目标使之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与

众不同的产品。“特产咖啡”的产品系列基于可持续性（有机生产、社会

发展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的原产地（哥伦比亚内部分区域）和生

产过程中的特别护理（更高的质量）。市场上对此类产品的需求在增加，

哥伦比亚的特产咖啡出口从2002年的20万包增加到2007年的75万包。

来源：Gallego Gómez, J. C. 2007。

科蒂哈奶酪（墨西哥）

科蒂哈奶酪（Queso Cotija）的生产者将市场分为不同的细分市场：

● 本地市场：本地市场包括本地消费者以及生活

在外部但靠近地理标识生产区域的消费者。总

体而言，科蒂哈奶酪在生产区域的农村消费者

中很受欢迎，他们能够识别纯正的口味。

● 城市消费者： 城市消费者包括不能直接获得产

品的生活在城市区域的消费者。为了触及这

些消费者，必须了解他们的偏好、购买习惯（超市或其他城市零售商）

等。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工业化模仿的竞争，因为这类消费者接受的

关于真科蒂哈奶酪的教育较少。

● 思乡市场：相当数量的产品是在假期移民返回故土时销售的。思乡市

场涉及国外的移民社区，特别是在移民人数最多的美国。

● 国际市场：科蒂哈奶酪赢得了2006年意大利举行的国际奶酪竞赛，引

起了国际消费者的兴趣。因此，科蒂哈奶酪成为了民族自豪的一个来

源，增强了生产者的自信心和产品的价值。

来源：Poméon, T. 2007。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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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理标识产品的本质特点使产品与众不同，提供与来源相关的独特品质

属性。确认和描绘能够感受和重视上述特征并为之买单的消费者群是非常重要

的。地理标识产品的子门类（取决于品质类型或外观等）能够满足每一类消费

者群的一些特定期望，具有特定的品质价格比。

定义和描述细分客户群应基于可衡量的标准；每个客户群必须有可比较的

特点（比如收入和年龄，见图2），并且规模足够大以保证生产者的经济回报。

图2  消费者的划分实例——按收入和按年龄

A B

D

F

C

G
E

H

目标选择：优先排序

此阶段包括选择和评价上一阶段确认的各个细分市场。典型地，细分市

场的评价基于：可及性（地理标识产品是否可以在不受重要限制和威胁的影响

下进入细分市场？）；可到达性（地理标识产品是否可以有利润地分销给该细

分市场？）；盈利性（细分市场是否有能力支付，规模是否足够大使得在其中

销售的产品有利可图）；可行性（为了吸引和服务该细分市场，可设计有效的

营销计划，且该细分市场响应迅速）。

对于每个被视为可行的细分市场，可以考虑地理标识产品的特点确定适

当的战略。可以考虑两条路径：

● 选择性的营销战略，包括根据每个选定的细分市场的特点采取特定的战略。

● 集中的营销战略，专注于一个选定的细分市场并将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该

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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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应通过称为营销组合（沟通、广告、分销渠道、销售团队等）的工

具发展每个被确认为营销目标的细分市场（见第3.3章）。

定位：让消费者理解产品

定位包括帮助消费者理解地理标识产品。根据产品的特点基于一系列的因素

（如口味、香味、气味、感觉、质地、包装、标签、徽标等）消费者会在心里对

产品归类。最常见的是，消费者会将产品从最好到最差、最贵到最便宜排序。

地理标识产品定位及其组织工作是为了将地理

标识产品及其相对于其他产品的独特特点印记在消

费者脑海中。因此，定位战略取决于每个目标细分

市场的特点和期望。

 定位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将消费者心目中的地理

标识产品与适用于每个消费者群体的特定价值（如

传统、口味、环境问题、社会平等和收入的公平分

配等）相关联。地理标识产品标签上的统一标志让消费者可以识别地理标识产

品，因此集体组织制定上述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参见插文4）。
另外一个做法是，可以通过采用所有经认可的地理标识产品全国通用的

标志（参见插文5）来帮助消费者认识。比如，公共主管部门设计的官方质量

标签以证明产品符合登记的地理标识产品的要求。

为了在消费者的脑海中达成精

确的定位，标志可以成为非常相关

的质量标记。标志可以帮助消费者

对产品的质量水平排序，识别和购

买产品，减少信息不对称。

插文4：各种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示例

欧盟受保护原产地名称（PDO）

和受保护地理标识（PGI）的标志

瑞士受保护原产地名称（AOC）和

受保护地理标识（IGP）的标志

PGI PDO

插文5：地理标识产品门类标志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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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2 另一种定位选择关于个体生厂商赋予自己的公司标志或名称的角色，称

为品牌（参见第3.3章）。在有些情况下，生产者利用便利，更加凸显公司品

牌（当内部一致性太强需要内部区分时或者地理标识系统的质量水平区分太大

时），在其他情况下，生厂商仅凸显集体品牌。

定位地理标识产品的另一种战略是将地理标识标签与另一种区分标签联

合使用，如“公平贸易”或“有机食品”，或者参与国际食品展销会以获得行

业同仁的正式认可（参见案例研究5：科蒂哈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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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问答下列问题

● 你的供应链的特点是什么？

● 市场的特点是什么？

● 你的价值链和公司可能的目标和战略愿景是什么？

● 谁是竞争对手（产品、公司）？

● 消费者如何分类？可以确认哪些细分市场？它们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分别

是什么？你的产品是否适合它们？

● 你应当向你的消费者传达什么？

在表格中列出

A.你产品的下列事宜（说明仅为示例）：

1）产品特点和潜力
例如：内在特点（香味、风味、口味）；外在

特点（熟化周期、服务水平）

2）细分市场
例如：服务标准—价格 /质量比标准—质量水

平标准等

3）目标选择
例如：富裕的消费者—本地消费者—公平贸易

消费者等。

4）定位
例如：尊重生产的传统和规则—高质量和高价

格—中等质量和高级服务等

5）传达什么信息和如何传达
例如：原产国—生产方法—特定的内在特点—

可持续方面—供应链的构成和社会特点

B.就你的产品，针对你的目标市场和公司的特点进行SWOT分析（说明

仅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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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地理标识产品的良好形象和声誉

-供应链上行动方之间的强大凝聚力

-本地人口的高度社会参与

-来自过程的可持续回报

-地理标识生产者协会解决内部问题的高超能力等

劣势

-财务能力弱

-投资和创新能力低

-利益相关方学术水平低

-营销能力集中在供应链中的部分利益相关方等

机会

-消费者对集市交易渠道中地理标识产品的浓厚兴趣

-消费者很愿意为高质量的地理标识产品买单

-消费者对包括高水平服务的地理标识产品兴趣日益浓厚

威胁

 -卫生法规

-外国不正当的竞争

-在同一目标市场存在强大的竞争对手

-由于生产的量较小造成的物流问题

-质量不一致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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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营销组合（运作营销）

内容提要

在确定战略营销计划后，集体和个人层面的生产者必须使计划具有可操作

性，同时考虑地理标识操作规范。营销组合为营销计划的实施提供决策工具，

其中考虑了最佳价格、市场渠道、沟通行动及其价格。

什么是营销组合？

营销组合及其4P的框架包括4项经营因素：产品、价格、地点和促销

（分别是Product、Price、Place、Promotion）。这些因素应促成地理标识组织及

其成员所选目标的实现。

运营活动通常由个体行动方发起。地理标识组织往往更专注于产品特点

的确定和传达。但这并不是规律，集体组织也可以作决定或者给予产品外观、

价格和销售地点方面的建议，以及参与地理标识产品的其他营销方面。

        图2  营销组合的组成部分

传播
集体广告 
销售团队
促销公关 
直接营销

价格
关税
退税
付款条件等

产品
质量
特点（操作规范）
选择
风格
名称或标记
包装 
尺寸
保证（认证）
售后服务

  配送
分销渠道
销售点类型

营销组合

市场

可以授权给地理标识组织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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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地理标识产品具有操作规范中所描述的共同特点，但可以考虑额外的特

点。营销组合帮助评估关于市场的重要资产，特别是与以下三类资产相关：

1.产品的属性

属性指的是产品固有的有形和无形的特点（颜色、味道、香味、口味等）

或者与加工程度、呈现方式或包装相关联的特点（比如咖啡可以以咖啡豆或咖

啡粉的形式销售；水果可以以新鲜或水果干的形式卖）。一些使产品属性适应

现代消费方式且不与操作规范中确定的传统生产和加工惯例冲突的创新始终是

可行的，只要符合地理标识产品的形象（见案例9）。
2.生产公司的品牌

公司品牌可以让消费者识别地理标识产品本身以及认可特定的地理标识

产品生产者。除了标签上的地理标识（在产品名称中使用地理标识），在标签

上通常还有以下内容：

● 公司品牌，旨在将产品与特定的质量价格比相关联；

● 由地理标识组织管理的集体品牌，旨在标识地理标识产品和向消费者保

证遵守规则以及产品质量水平。

品牌是构建公司声誉和形象的重要资产，但小规模的生产者无法承担单

独品牌的成本。在此情况下，由地理标识组织拥有的与地理标识相关的集体品

牌可以作为标识。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9：更长保存期的新属性和标志的类型

PDO 帕尔马火腿（意大利）

PDO帕尔马火腿在每只火腿上都有两个标志：帕尔玛火

腿地理标识组织的集体品牌和生产公司的单独品牌。现在帕

尔玛火腿可以切片通过现代的配送渠道销售并采用特别的真

空包装。在这个现代的包装上，帕尔玛火腿的共同品牌插入

在一个大的黑色三角形中，消费者可以轻松识别，是帕尔玛

地区火腿特别质量的保证。

来源：Giacomini C.等 (2008)。

公司
品种

集体
口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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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装和标签

包装和标签帮助创造价值。包装可以提升产品的附加服务水平，特别是

可以作为地理标识产品的诱人广告，还可以在运输和保存过程中保护产品（参

见案例研究9）。标签提供关于产品特点的信息（一般而言，包括产品组成、

营养成分、使用说明），是提供与地理标识相关的保证和信息的重要工具，例

如使用特别或共同的标志（参见第3.2章插文4和插文5中的实例）。此外还可

以提供强调地理标识属性的形象的信息，如关于特定生产过程、所使用的自然

资源、专门知识以及与生产区域的文化关联等信息。标签还能建议产品在“非

专家”消费者在制作菜肴过程中可能的用途，如提供传统菜谱、保存建议等。

这样可以为消费者的使用带来便利，增加产品使用和购买的机会。

通过设计合理的品牌、包装和标签，可以为同一地理标识产品创建数个

产品线。实际上，根据对地理标识产品的了解以及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产品

的内在特点和产品中包含的“服务”方面，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

价格

价格是利润（或损失）的直接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价格还决定地理

标识组织所吸引的消费者和竞争者的类型，对地理标识产品定价的错误会导致

其他地理标识活动失败。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10：质量区分、价格和标签——帕马森干酪（意大利）

根据操作规范，帕马森干酪的熟化时间为18～30个月不等。

为了开发消费者认可的不同子品类，让消费者可以根据质量和熟

化时间支付合理的价格，协会制作了三种不同的质量标记，分别

表示奶酪熟化时间，作为更高价格的依据。

红色印鉴：“熟化18个月的奶酪，有与众不同的牛奶基础以

及植物点缀，如草、熟的蔬菜和有时使用花和水果。”其价格是

本产品的基础价格。

银色印鉴：“熟化22个月的奶酪，有更多与众不同的风味，点

缀有融化的黄油、新鲜水果、柑橘类水果和干果。这种奶酪有平衡、

柔和但浓郁的口味，并有松脆、带有纹理的质地。”其价格居中。

金色印鉴：“熟化超过30个月的奶酪（超强），营养价值最

高，质地更干、更脆和纹理质地更突出。这种奶酪具有浓郁的口味，点缀香气

浓郁的香料干果。”此种奶酪价格最高。

来源：www.parmigiano-reggian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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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产和营销地理标识产品的成本是构成价格的下限。如果价格在此下限

以下，则会导致亏损，因为收入低于生产和营销地理标识产品的成本。客户需

求是构成价格的上限。如果价格高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在数量和价格上的需

求，消费者会觉得价格太贵。在这种情况下，优势地理标识产品会赢得消费者

的青睐。

价格优势、消费者偏好、地理标识组织以及个别成员的定价目标会体现

价格在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哪个位置。正确制定地理标识产品的价格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必须仔细分析和考虑。

为了吸引消费者，必须对比同类的其他地理标识产品和非地理标识产品，

并考虑价格与质量水平之间的关系。竞争对手倾向于利用消费者对质量差别认

识不足的这一情况。因此，提供关于产品特定属性的信息越多，消费者就会愿

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地点

地点与配送渠道以及市场地理位置的选择相关。对产品销售的地理位置

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必须要考虑的是实际是谁销售地理标识产品，

例如批发商、零售商、出口商等。

一般来说，远端市场具有潜力（特别在发达国家），那里的消费者愿意为

被认为是“小众”和“美食”的产品买单，他们赏识产品的价值并有能力承受

较高的价格。但生产和消费区域之间物理距离的增加也会带来成本和文化差异

增加。

对于地理标识产品的分销，根据地理标识产品的特点和目标市场的需求，

可以考虑三个主要渠道：

● 传统的分销和直销；

● 大规模分销；

● 创新的分销。

Feria（西班牙文化中的地方宗教节日）

在产品促销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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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分销和直销

本地消费者通常特别钟情于传统市场和直销，这两种分销形式有利有弊。

一般而言，一个积极的因素是，本地卖家已经了解地理标识特点以及消费者的

习惯，而且与消费者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些渠道的销售量和知名度有限，提升

价格水平的可能性也不大。此外，本地交易商可能不愿意采用新的销售或营销

技术。对于小规模的地理标识，传统的分销方法是一个充分的渠道，生产者可

以利用人际关系销售少量的产品，这样可以填补生产者营销能力差造成的空

白。同时，传统的商店对地理标识产品有较大的兴趣，因为这样可以区分于大

型零售商的产品构成。

案例研究11：进入一个新的小众市场——皮卡柠檬（智利）

在全世界最干燥的沙漠——

智力阿塔卡马的皮卡绿洲生长着

一种特别的柠檬树。这种柠檬以

其特别的香味和高果汁含量而闻

名，也是皮斯科酸鸡尾酒的重要

原料。一些本地生产者已经寻求

为皮卡柠檬获得原产地名称从而

保护其宝贵的声誉、鼓励生产和

寻找新的市场。2007年，在获取原产地名称的过程中，生产者通过

在智利圣地亚哥直销开辟了一条新的营销渠道，用更好的价格进入

高价值的小众市场：餐馆、酒店、酒吧等。

 每周，生产者合作社

通过其营销部门组织选取、

包装和运输柠檬到智利首都

的酒吧和餐馆。这个渠道使

得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价

格：高于中间商操作的市场

价格达50％，进而得以与进

口自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同类

产品相竞争。 
来源：Vandecandelaere, E. 2007。

案
例
研
究

选择皮卡柠檬进入餐馆和酒店市场

本地市场受益于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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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12：选择分销渠道——北内乌肯克里奥尔山羊（阿根廷）

在内乌肯省，这种羔羊肉的分销网络有不同的渠道，其中很多仍然是非

正式的渠道。在“北内乌肯克里奥尔山羊”地理标识产品这个案例中，按照一

个集体营销战略，只有部分渠道会被接受。这一营销战略包括一套验证体系以

确保遵守操作规范。对于该地理标识，屠宰必须在区域内的本地屠宰场进行。

因此，有一条特别的分销渠道与受保护原产地名称相关联（渠道3/4/5/6）。这

意味着通过非正式渠道1和2销售的产品应视为在地理标识系统外，不应贴有

标签“Chivito Criollo del Norte Neuquino”以确保产品的质量。

案
例
研
究

来源：Pérez Centeno, M. 2007。

 

 

 

  

 

 

  

 

  

 

 

 

 

 

 

 

 

 

 

北内乌肯克里奥尔山羊的分销渠道网络

销售活羊的本地中间商

养殖这私下销售

本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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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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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分销

大规模分销是发达国家中农产品最重要的销售渠道，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也是不断增长的渠道。其优势包括：可交易大量的产品采取以公司品牌为焦点

的营销战略。风险在于零售商可能要掌握绝大部分议价权和消费者信息。此

外，地理标识产品要在各类产品中获得空间和可见度较难或代价较高。生产者

需要保证供应的一致性与合格性，提供充足的供应量以及为销售给大规模零售

商的地理标识产品取得好价格。对于已经采取吸引新客户的营销战略和营销工

具的大规模地理标识产品，推荐采用大规模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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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分销

创新型分销包括电子商务、商品交易会、农业旅游市场、公平贸易的采

购团体、社区支持的农业等。目前，应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对更紧密关系以

及降低生产和营销实践对环境的影响方面的期望变得越来越重要。创新的分销

是地理标识产品生产者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可能。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与建立和维

持与网络的代表稳定的关系的能力相关，为其提供合理的质量水平、技术援助

和稳定的价格。

促销

促销是营销组合最重要的方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与当前和潜在的消费

者保持持续的沟通，提供关于地理标识产品的特别品质和特点的信息，从而提

升消费者购买和支付的意愿。

促销还是营销组合中代价最高的要素之一。地理标识组织在这方面发挥

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因为促销活动的高成本，也是因为集体因素对于地理标识

总体声誉的重要性。

因此，在涉及地理标识声誉的情况下，促销战略的确定和传播活动应在

集体层面管理，以便通过在所涉及的本地生产者之间分担开支而降低成本。个

体的促销对于传达与个体公司相关的价值和信息也是必要的。

促销计划的实施应涵盖与营销计划相关的四个问题：

● 谁在传播？一般来说，地理标识的传播活动反映地理标识组织及其成员

的目标。

● 针对谁传播？谁是接受方？传播的目标是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

接联系。因此，主要目标是最终的用户。其他重要的目标是营销渠道的

参与方，如批发商、零售商、餐馆或农业旅游经营商。

● 传播什么？要传达什么消息？与地理原产地相关联的特定品质是在消息

中要强调和解释的重要资产，因为这是区分产品和消费者认可和支付意

愿的基础。信息丰富的传播可以用于解释地理标识的总体含义，即产品

的特色、产品的传统、与地区及其历史的联系以及如何用传统和创意的

方面展示典型的产品。

● 如何实现传播？有各种传播工具：印刷品、杂志、互联网、广告牌、广

播和电视。本地、国内和国际的博览会和旅游活动是传播地理标识产品

独特性的非常相关的活动。

资源的集体属性越高，促销活动就越有效。如果符合政策，政府也可以

为促销特定地理标识产品提供部分资金。



人、产地和产品的联结

116

3
3.3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13：集体广告工具的实例——帕马森干酪（意大利）

对消费者的烹制和食用建议：

18个月熟化：

一般切成丁，与开胃酒，特别是干

白，一起食用，或者与新鲜水果（梨和青

苹果）相搭配。

22个月熟化：

结构紧实的红酒的理想伴侣，以帕马

森干酪片形式加入水果沙拉并在其中淋上

意大利香脂醋食用十分美妙。

30个月熟化：

对于这种独特的奶酪，醇厚而结构紧

实的红酒、用半干的葡萄制作的白色甜品

酒和小酌的酒是理想的搭配。

来源：Arfini 等（2006）。
www.parmigiano-reggiano.it 线上的菜谱

意大利足球队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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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问答下列问题

产品

● 你产品的主要属性和特点是什么？

● 在生产过程和技术中主要的创新是什么？

● 与操作规范中确定的最低标准水平的差别是什么？

● 你的品牌公司是否适合识别地理标识产品？

● 公司品牌与集体品牌的联合起来是否有用？

● 哪些是可以提升对消费者的服务水平的主要产品创新？

● 包装是否适合在相关渠道营销你的产品？

● 标签是否适合给予消费者需要的所有信息？

● 哪些标志可以帮助增加对消费者关于地理标识产品质量的信息？

价格

● 你的竞争对手是什么价格？

● 你应该按什么价格销售产品？

● 你会给予折扣吗？在什么条件下？

地点

● 可能的交易渠道的利弊是什么？

● 针对你的产品，最有用和有效的交易渠道是什么？

● 为了进入此交易渠道，你应启动什么网络或链条？

促销/传播

● 你希望向消费者传达什么样的价值？

● 你的传播战略是否适合产品的形象？

● 私人广告和集体推广的关联式是什么？

● 你要向消费者传播所使用的媒体是什么？

在表中列出：

你产品的以下问题（以下元素仅为示例）：

1）产品特点 2）价格 3）地点 4）促销

真空包装的
地理标识烘烤咖啡

与大批量品牌咖啡相
比的高价格

公平贸易商店 通过网站和宣传册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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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可持续
地理标识资源再生

质量循环的第四个阶段是再生阶段，即确保用于地

理标识产品生产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得到再生、改

善和保存，以使该体系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可

持续性。这包括社会和经济再生产（价值的再次分配与

回报）以及对自然和文化资源的长期保存。

为此，在为资格认定做准备期间，必须仔细评估操

作规范对当地资源的长远影响，包括消极影响和/或经

济、社会与环境的变化。可能还需要加强或扩大集体战

略和/或考虑如何对规则本身做出修改，让整个地区受

益。

因此，再生阶段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评估地

理标识体系的影响，用可持续发展观发展这一体系（第

4.1章）。接下来的一章列举了一些例子，解释为什么要

不断发展规则，应怎样发展（第4.2章）。增强可持续性

的方法之一是将利益扩大到地理标识生产体系以外，惠

及整个地区：当地利益相关方可以用地理标识产品的声

誉吸引人们前来地理标识地区，向他们出售其他产品和

服务（第4.3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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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

内容提要

为了确保当地资源的再生，实现地理标识体系的可持续性，维护整个

地区乃至产区以外地区的利益，必须评估规则（操作规范）和集体行动的

长远影响。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预期积极影响不会自动出现；根据体系

设置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可能出现消极影响。

当地资源再生与可持续性

再生包含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在经济层面，再生主要与分配

联系在一起。通过回报的活动创造的价值应在整个价值链上进行公平分配，包

括在当地生产体系与外部生产体系之间、在参与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公平分

配，以便根据每个参与者对价值创造过程的贡献给予回报。

在环境层面，再生意味着在保持或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保证开发与发

展之间的长期平衡，从而确保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甚至改善。

在社会文化层面，再生意味着弘扬传统和宣扬文化遗产，加强当地人民对

传统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受农村人口外流、贫困、信息匮乏和市场渠

道缺乏等因素影响，这种生活方式当前正濒临消亡。

生产系统的特性不同，地理标识产品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

影响也大不相同。绝非所有地理标识体系都能为可持续发展带来同样的积极影

响。影响的强度（有多大）和方向（积极还是消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

和非当地参与者围绕地理标识产品采用的规则和采取的行动（见案例研究1）。

知晓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

地理标识产品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质量的良性循环。不能否认在特

定条件下，地理标识产品也有可能产生消极影响，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防止或

尽可能降低这些消极的副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消极影响可能涉及特定利益相关方由于无法达到操作

规范的要求而被排除在外的情况。这可能会影响到位于次等产区的小企业。此

外，强大的“外来”参与者可能从产区榨取当地资源和附加值，从而破坏产区

的发展。如果集体组织缺乏平衡或者一些生产者无法积极参与决策过程，也有

可能恶化价值链上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或使得一些生产者无法从地理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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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声誉中受益。

在环境方面，消极影响也有可能来自操作规范中的规则。例如，过于宽

松的规则（要求过低或边界划定不清）可能导致人们用外来的资源代替某些当

地资源，以便简化生产流程。这样做也许能增加生产，提高资源生产率，或降

低生产成本，但其代价是生物多样性和地理标识产品特异性的丧失。生产方式

的密集化和产品专业化（单一耕作）可能导致对某些资源（水、土地等）的过

度使用，甚至影响地理标识产品的品质和特异性。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1：农村发展问题——红叶茶（南非）

红叶茶（又见第2.3章案例研究4）产自

南非一个地区，被视为南非国宝之一。在红叶

茶的地理标识确认和资格认定过程中，出现了

许多与可持续性有关的矛盾冲突。主要生产者

申请地理标识主要是为了打击产品侵权，防止

生产活动的去本地化，以及满足需求的快速增

长。然而，制定一个统一的战略绝非易事。一

些人认为地理标识项目应促进小生产者的融

合，以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这一观点

并非得到所有利益相关方认同。地理标识项目

甚至引发了冲突，改变了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力

量 对 比。

最终，各利益相关方认识到了沿袭丰富的

生活传统和保持当地特色的重要性。与生

产体系相关的环境问题也凸显出来了，只

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证生产系统的长期

可持续性。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参与者的

干预也许有助于促进包容以及解决其他与

地区和社会有关的问题。

来源：Bienabe, E. 等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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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1：农村发展问题——红叶茶（南非）

红叶茶（又见第2.3章案例研究4）产自

南非一个地区，被视为南非国宝之一。在红叶

茶的地理标识确认和资格认定过程中，出现了

许多与可持续性有关的矛盾冲突。主要生产者

申请地理标识主要是为了打击产品侵权，防止

生产活动的去本地化，以及满足需求的快速增

长。然而，制定一个统一的战略绝非易事。一

些人认为地理标识项目应促进小生产者的融

合，以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这一观点

并非得到所有利益相关方认同。地理标识项目

甚至引发了冲突，改变了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力

量 对 比。

最终，各利益相关方认识到了沿袭丰富的

生活传统和保持当地特色的重要性。与生

产体系相关的环境问题也凸显出来了，只

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证生产系统的长期

可持续性。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参与者的

干预也许有助于促进包容以及解决其他与

地区和社会有关的问题。

来源：Bienabe, E. 等人，2007年。

可持续性的关键要素

由于当地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赋权水平、动机、社会资本以及对社会

公平和环境保护等问题的认识，他们是体系获得可持续性的核心因素。不可否

认，这些因素影响着能否实现三个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目标，以及重

点实现其中哪个目标。流程设置和集体管理是取得积极影响的基础。然而，私

人与公共参与者的联络活动以及“共同愿景”的力量和性质也必将影响到围绕

地理标识产品的各项战略。这些战略可以是针对供应链效率的，也可以是针对

更广泛的地区性问题的（见第4.3章）。

通过将代表性和决策方面的规则制订得更有包容性，并帮助生产者解决

冲突，集体行动可以支持广泛参与，并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例如培训课程、

教育、信息与发布、技术与金融支持等活动都有助于平衡权力分配，促进积极

参与。信息宣传活动和参与集体营销活动能激发生产者的自豪感，增长他们

的知识。地理标识集体组织应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私人和公共）建立广泛的联

系，以便更好地管理和保障当地资源再生。

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必须对自然资源采取集体管理，并实施相关的通用

法规。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应遵循保护清洁水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原则，证明

地理标识产品对建设可持续生产体系的积极作用。还可调整操作规范，将保护

当地环境、文化遗产和传统等内容纳入其中（见第4.2章）。

地理标识体系中的各个社会网络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从不同层

面参与生产过程，例如研究与教育机构、公共机构、消费者协会、非政府组织

等。社会网络存在的意义不光体现在社会角度，还体现在经济角度。活跃的社

会网络使得地理标识体系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在当地层面开

展行动的必要性。

评估可持续性

当地参与者必须建立一个监控体系，用于评估他们的战略和行动对当地

资源和可持续性的影响，将他们行动的长期结果与个人和集体目标进行比较。

当地参与者应考虑评估操作规范以及集体和个人活动对良性质量循环的影响，

并将此作为一项长期学习工作。根据评估结果，可以对一些规范进行调整，并

开展一些新的工作。

评价的实施和讨论都应集体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也许有助于找到一些

问题解决办法和纠正措施，保证长期的可持续性。

考虑到地理标识产品涉及的参与者众多，不同参与者又有不同的目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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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待，评估活动绝对不会太简单。在评估影响时，我们至少要从两个层面进行

考虑：

1.从当地生产体系的角度。这个角度不应只是个体情况的简单相加，还应

包含一些集体问题。事实上，在地理标识集体系统的成功背后，可能是千差万

别的个体情况：一些生产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可能改善了，而另一些生产者

却可能遭受了损失。因此，必须仔细分析不同类型的生产者受到的各种各样

的影响。

2.从更广泛的“公共”角度。对当地生产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带来的积极

影响或许掩盖了在当地生产体系“外部”造成的消极影响。一些生产者无法分

享地理标识的声誉带来的利益（因为位于划定的产区之外，或者没有足够的技

术、资金或信息来使用地理标识），这不利于当地的社会团结。

地理标识体系是否能带来积极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地参与者

应根据集体价值观（社会问题、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来衡量和跟踪地理

标识体系的表现，并能够向外界宣传这些影响，宣传对象包括消费者和其他利

益相关方（公共部门、环境协会等）。

在评估影响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一个概念性方案进行整体评估（见插文

1）：个体和集体采取的开发和管理地理标识产品的行动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

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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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2：社会与环境可持续性——拉里（Lari）樱桃（意大利）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的环境与文化传

统的兴趣日渐回归，拉里樱桃的生产者

开始组织一群对此感兴趣的参与者推动

拉里樱桃地理标识体系的建立。

当地许多并非樱桃生产体系或价

值链组成部分的机构也参与了价格制定

战略：拉里市政府、地方文化与旅游协

会、比萨省政府、托斯卡纳大区政府、

当地商会以及慢食协会。这些参与者希

望把樱桃的形象与其他美好的乡村元素

结合在一起，比如田园风光、环境质

量、艺术、文化和传统等，以便更好地

宣传这个地区。供应链外参与者的加入

增强了樱桃生产者的意识，提升了樱桃

的经济与文化价值，同时加强了他们改

善产品质量形象的愿望。其他参与者还

包括当地生产体系外一些一直从事着本

地众多樱桃树品种保护研究工作的机构（国家研究理事会、托斯卡纳大区农业

创新服务局、佛罗伦萨大学、比萨大学）。它们的加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

多样性。技术、农艺和市场方面的集体活动得到了加强，注册了集体商标，建

立了一个生产果酱的集体加工厂，还与当地小学合作进行樱桃历史教育。借助

人们高涨的热情和生产者的凝聚力，该市在成立国家樱桃城市协会的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该协会致力于在全意大利加强樱桃研究和推广活动。总体而

言，资格认定过程带来了许多好处。过去，这里的协会很不活跃，而资格认定

工作使生产者们走到一起，从而加强了农民的团结和凝聚力。在与其他部门和

机构协商的过程中，生产者协会代表了生产者的当前利益。最后，资格认定过

程促进了对樱桃的保护和宣传，成为推动当地和非当地各方参与这项事业的催

化剂。在这个例子中，资格认定工作推动了集体行动。

来源：Marescotti A，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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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用于可持续性评价的问题

经济可持续性

● 长期来看，地理标识体系是否提高了该产品在市场上的声誉？

● 产量和收入是否因此增加？

● 是否创造了新的销售机会？销售关系是否得到改善？

● 当地参与者从中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有多大？当地就业是否有所增加？

● 生产者销售产品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 对地理标识的法律保护对于生产者增加收入的帮助有多大？

● 遵守操作规范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后果是什么？

● 消费者对于该地理标识产品的认识和信赖程度是否提高？

● 该地理标识产品各项工作对于当地经济有什么影响？产品获得的声誉是否为价

值链外的其他当地参与者带来好处？

社会文化可持续性

● 哪些生产者获益最多？哪些获益最少？

● 经济利益是如何在价值链上分配的？是否存在瓶颈？

● 企业对集体组织所提出的各项工作的参与程度有多高？

● 当地生产者是否提高了技术、管理或关系能力？

● 当地参与者是否有效参与了围绕该地理标识产品的各项决定和行动？

● 各地理标识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

● 是否存在性别歧视问题？

● 地理标识体系内的沟通是否有改善？

● 有无因为围绕地理标识产品的各项工作出现的冲突？

● 工人的权利是否得到充分尊重？

● 当地参与者是否认识到他们的知识、传统和工作以及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为此

感到自豪？

● 当地文化和生产传统是否因为地理标识体系的运转受到威胁或消极影响？

环境可持续性

● 操作规范中的规则以及个人和集体采取的行动是否保护或改善了当地的自然资

源？

● 围绕地理标识产品的各项工作是否对当地自然资源造成威胁？

● 是否出现任何与地理标识生产过程有关的水污染或水资源短缺问题？

●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何影响？地理标识产品的各项工作是否威胁到当地特有

的动植物品种、农业生物多样性或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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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1）回答本章插文1中关于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问题。

2）在你的地理标识体系中，再生循环哪个方面（社会、经济、文化）的

可持续性可以改进？

3）你觉得应如何在这个方面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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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  规则的长期演变

内容提要

影响地理标识体系的因素很多：生产者的特点、当地环境、生产工

艺、消费者需求、零售商的要求以及法律义务等，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改变。从这个角度看，用来界定地理标识产品的规则也可能改变，以

便应对挑战，采取新的战略。当地应把这种发展和修正体现在操作规范

中。在新规则出台后产品质量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不出现相应变化或者受到

了威胁的情况下，当地利益相关方可以对操作规范提出进一步修改。

产品是活的

地理标识体系绝对不是静止的：它们应该是不断变化的，以便适应市场

的发展，确保当地资源的可持续再生。这也是为什么操作规范应该永远有可能

被修订。

必须认识到，虽然当地产品是不断变化的，但造就其独特品质的因素一

旦被生产者确定，就应一直延续下去。因此，操作规范中有些内容是关键特

征，能够保持产品的独特性及其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至于操作规范的其他

次要内容，如果地理标识的管理者以及生产者群体能保证进行仔细的技术评估

并坚持协商一致原则的话，是可以修改的。

修改规则的原因

修改规则有哪些原因？以下是一些能引发规则修改并影响操作规范不同

组成部分（产品定义—原材料和流程—区域划定）的因素。

1. 操作规范中的规则不再适应市场需求

● 如果最初的规则过于严格，可能导致在市场上可销售的产品数量不足：

   巴西南坎帕尼亚高乔草原牛肉的情况就是如此。受规则所限，每周

产量只有几头牛。这些规则给进入地理标识生产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对

小生产者来说尤其难以逾越。结果产品的市场影响很小。产量可以发生

一定变化而同时不会改变整个产品。（见第1.4章案例研究11）
● 如果最初的规则过于宽松，地理标识生产者可以对其进行强化，以提高

所有产品的质量，或纳入更多的环境和社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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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例如，用生羊奶做的罗克福尔奶酪具有高品质的自然传统和形象。

为了维护这一声誉，保证达到消费者期望的质量，罗克福尔地理标识管

理理事会中的养羊户决定禁止使用青贮饲料。他们决定把这条规定写入

操作规范。

● 消费者的喜好是会变化的，这就意味着有时需要对生产流程做出调整：

   例如法国科西嘉的火腿，由于消费者要求低盐产品的大势所趋，当

地生产者就腌制火腿的最低含盐量进行了讨论。最初，盐是保存产品的

唯一方法，但是随着冷藏设施的出现，减少了产品腌制过程中的用盐

量，特别还能改善最终产品的品质（香味的展现）。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3：市场需求扩大和资源短缺可能引起规则的调整

龙舌兰酒（墨西哥）

拿墨西哥的龙舌兰酒来说，自从制定首个官方

标准（1949年）以来，为摆脱市场和生产的局限

性，操作规范进行了多次调整，放松了对生产的限

制。

龙舌兰的生产呈现周期性的过剩和短缺。在

短缺时期，蒸馏中所用的龙舌兰比例在1964年降

至70％，1970年降至51％。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高品质系列，100％用龙舌兰

酿造。1997—2000年，经过一场真菌病感染外加一次初冬霜冻，蓝龙舌兰种

植量骤降50％，而当时国内和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对龙舌兰酒的

需求正在飞涨，这就进一步加剧了龙舌兰的紧缺。为此，2000 年，各企业提

出将龙舌兰糖含量降至30％。但是为了保护产品声誉，避免与农民发生冲突，

政府没有接受这项提议。

来源：Bowen, S，2008年。

2.新出现的科学信息或技术创新能在改进生产流程的同时保持地理标识

产品的基本特征

● 新的科学信息使人能更好地描述当地资源：

   2007年，在一些精确的定性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当地长时间的思

考，法国AOC（原产地命名控制）香槟对原来的区域划定进行了一些

调整。

● 一些开始没有预见到但是后来被生产者广泛采用的技术创新如果不影响

最终地理标识产品的特异性，可能需要纳入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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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3：市场需求扩大和资源短缺可能引起规则的调整

龙舌兰酒（墨西哥）

拿墨西哥的龙舌兰酒来说，自从制定首个官方

标准（1949年）以来，为摆脱市场和生产的局限

性，操作规范进行了多次调整，放松了对生产的限

制。

龙舌兰的生产呈现周期性的过剩和短缺。在

短缺时期，蒸馏中所用的龙舌兰比例在1964年降

至70％，1970年降至51％。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高品质系列，100％用龙舌兰

酿造。1997—2000年，经过一场真菌病感染外加一次初冬霜冻，蓝龙舌兰种

植量骤降50％，而当时国内和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对龙舌兰酒的

需求正在飞涨，这就进一步加剧了龙舌兰的紧缺。为此，2000 年，各企业提

出将龙舌兰糖含量降至30％。但是为了保护产品声誉，避免与农民发生冲突，

政府没有接受这项提议。

来源：Bowen, S，2008年。

   例如，法国PDO（受保护原产地名称）葡萄酒产区已广泛采用机

械化葡萄采摘。实践表明，机械化采摘并不会破坏最终产品的品质和特

性，因而被人们所接受。

3.利益相关方希望提高系统的可持续性。

● 再生阶段的可持续性评估引发当地群众和生产者修改一些规则，以便纳

入更多的环境和社会因素。

   博姆德维尼斯 (Beaumes-de-Venise)是法国一个著名的受保护原产地

名称，当地产的一种麝香白葡萄酒举世闻名。其地理标识管理机构修改

了生产规则，禁止在村庄周围种有树木的山坡上开辟葡萄园。这些地方

将被保护起来，成为公共保护区的一部分。他们用这种方式保持水土，

保护美丽的风光。该地风光正在候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景观”。

4.全球环境的整体变化：

● 气候变化意味着一些时间表甚至是技术活动将有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修改规则

由于经济与社会、当地与全球环境的变化，产品与其地区之间的联系可

能会不断有新的诠释。生产者应行动起来，使该产品长期保持原汁原味，尤其

要保证生产流程所用的当地特有资源能够得到再生，以保持产品特性的统一。

因此，规则制定机制应给产品演变留下空间。但是，存在修改的可能并

不意味着在最初制定规则的时候就可以免去必要的谨慎。修改规则时也不可仓

促为之，必须经过仔细考虑。

修改规则的流程应遵循第2部分描述的程序，允许当地生产者参与、讨

论，进行民主决策，在外部支持网络的帮助下评估每一个修改的利弊。

对于受保护的地理标识，修改时必须符合有关地理标识注册和保护的

法律（见第 5.1章）。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程序的复杂程度可能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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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案例研究4：在新的国家法律框架下修改地理标识规则——乌日策/兹拉

蒂博尔火腿（塞尔维亚共和国）

乌日策 /兹拉蒂博尔（Uzice/ Zlatibor）
火腿是兹拉蒂博尔地区一种用熏牛肉做成

的肉制品，仅产于埃阿耶蒂纳（Èajetina）
市，更具体地说是马埃卡特（Maèkat）村。

这是一种独特的产品，在兹拉蒂博尔拥有

悠久的历史传统。传统上，兹拉蒂博尔熏

肉用牛肉制成，所用的牛（主要是役用牛）

宰杀前为4～6岁，这样熏出来的肉有一种

强烈的风味。只有特定部位的腿肉、腰肉和背后部的肉才用来做火腿。1995
年，一家国有半工业化火腿生产企业将“乌日策火腿”注册了受保护原产地

名称（PDO），并负责协调各生产者对该名称的使用。该注册把各种限制降

到了最低：没有肉类来源的条件，没有任何能把PDO流程区别于其他流程的

具体操作规范。结果，一些更传统的生产者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比这个唯一

得到官方授权的名称使用者（也就是那家半工业化企业，届时已被私有化）

生产的产品质量还要高。2006年，一部新的法律出台，规定要对原有注册进

行修改，以保证最低质量标准，把授权扩展到所有符合操作规范的当地生产

者，使PDO更具可持续性，并规定了新的申请程序。新的申请可以获得市政

当局、国际发展协会（IDA）以及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该组织联系

农业部和知识产权局，按照新的法律重新注册PDO。从2007年初开始，召

开了多次会议并组建了多个工作组来制订一个该地区大部分火腿生产者共同

的新操作规范。通过在修订后的操作规范中划定初级生产地区，并包含饲养

操作规范，产品与当地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当地饲养者也将获得更有利的谈

判地位，并有权通过地理标识渠道获益，这将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性。乌日策 /兹拉蒂博尔火腿很有可能成为塞尔维亚新的PDO/PGI法
律下的首批注册产品之一。

来源：Bernardoni P. 等，2007。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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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是否需要修改你的操作规范？为什么？

● 通过修改能解决哪些问题？

● 此修改是否会使某些地理标识利益相关方占据主导地位或提高他们的谈

判地位？

● 是否所有生产者都同意此修改？

● 对操作规范提出的修改是否会改变该地理标识产品的特性？消费者是否

会接受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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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广泛的地区战略促进农村发展

内容提要

农村发展的基础是产区所有活动的集合，农业只是发展所涉及的诸多

领域中的一个，环境和当地群众也是发展的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看，地

理标识能为促进当地发展、建立可持续良性循环创造机会，为整个地区作

出积极贡献。

利用地理标识制定广泛的地区战略

地理标识产品是当地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可以在其基础上制定更广泛的

区域战略。这意味着当地利益相关方可以把地理标识产品、与之相关的当地特

有资源（当地美食、传统、风光等）以及地理标识产品的声誉作为一个工具，

增强当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可以利用地理标识产品的能力吸引消费

者和旅游者来到产区，推广具有当地特色、以当地资源为基础的一整套产品和

服务。这样就可以开发其他经济活动，无论是地理标识生产者还是当地其他企

业都可以参与其中。

在一个广泛的地区战略中，地理标识产品在加强当地景点吸引力的同时，

自身也能从中受益。重要的旅游景点和名胜（博物馆、考古遗址、独特的风

光、滑雪胜地等）有时能促进地理标识产品的销售。

这样的战略要求不同活动之间要进行有效地相互协调、形成合力，避免

对同一资源的争夺以及当地企业之间的冲突。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在不同领域

之间协调，制定一个综合的地区战略。

农村旅游业投资

地方旅游和地理标识产品之间具有明显的合力作用，二者的发展相辅相

成。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围绕某地区代表性产品举办的文化活

动，因为它把传统、文化还有美食旅游结合在了一起（奶酪博物馆、藏红花

节、葡萄酒和橄榄油之旅等）。地理标识的声誉也能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受

益。因此，通过传播相关信息，为游客推出相关旅游线路，比如在观光路线

中加入在餐馆享用美食或参观生产地等项目（见案例研究7），旅游业能在地

理标识产品的集体宣传中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将该产品打造成当地的形象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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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另一方面，一些造就某一产品特殊品质的当地资源也能成为重要的旅游

资源。长期以来的农业活动塑造的优美风光、当地特有的动物品系或植物品

种、生产工艺和传统都能成为旅游魅力的载体。

地理标识产品的开发和宣传能为整个地理遗产和一系列相关产品的开发

和宣传奠定基础。除了推动当地其他活动的经济发展，通过旅游业创造的附加

值还能促进对产品的集体宣传和开拓新的销售渠道。为此，农业旅游通过请旅

游者和消费者品尝或向他们直接销售等方式宣传了当地产品和资源，已经成为

带动农民活动多元化的工具。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5：广泛的地区战略：从地理标识声誉中受益——科隆纳塔猪膘

肉（意大利）

科隆纳塔猪膘肉产自托斯卡纳山区（马萨—卡拉

拉省）一个很小的村庄科隆纳塔（Colonnata），有非常

特定的生产工序（尤其是把猪膘肉放在置于洞穴或地

窖中的大理石槽内腌制，不经任何环境调节）（见第2.3
章案例研究5）。科隆纳塔猪膘肉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

蜚声意大利。

科隆纳塔猪膘肉的产区仅限于科隆纳塔这个小村

庄。该村把它作为这个村庄和村民的骄傲。猪膘肉成

了该村的标志，催化出一个综合的当地发展战略。随

着产品的声名远扬，许多居住在科隆纳塔的其他家庭

也成了这种猪膘肉的小型手工生产者，并从事许多其

他经济活动：餐馆、小商店、旅馆，等等。猪膘肉经

济还重振了村庄附近阿普安阿尔卑斯山间大理石采石

场的旅游活动。为此，许多原本去外地工作的年轻人

又回到了村里，从事新的经济活动，比如开餐馆、开

杂货店以及组织参观大理石洞穴等。

来源：Belletti G.，Marescotti A，2006。

 科隆纳塔村用于腌

制猪膘肉的大理石盆

制定广泛地区战略的条件

从上文可以看出，要以地理标识为基础制定广泛的地区战略，必须具备

以下前提条件：

1.该地理标识产品必须包含一个让当地所有参与者（不光是那些参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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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同认同的元素，并在编制一个综合的农村全面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发挥催

化剂的作用。

2.除了与地区相联系的地理标识产品的声誉以外，这个地区本身也要有吸

引力，或者有吸引外来消费者（旅游者）的潜力，让他们能够开心地购买该地

区的特色产品（地理标识产品和当地其他产品）和服务；这样销售渠道缩短，

地区内部所获得的积极经济影响也就得到了最大化。

3.社会凝聚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强化以该产品为基础的认同

感，加强不同经济领域和共有项目之间的联系（例如组织地方博览会或开设一

些结合生产单位、旅游景点、餐饮和住宿等内容的旅游线路，见案例研究6）。
4.当地的自然、文化、历史等资源应该极具特色，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案
例
研
究

案例研究6：把地理标识作为地区宣传的工具

地方葡萄酒与旅游活动的结合（巴西）

歌德（Goethe）葡萄酒产于巴西的乌鲁桑加

（Urussanga）地区，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其特色

源自当地独特的葡萄酒传统和葡萄品种。生产者

正在与当地政府（市政府）、公共农艺服务机构、

州政府及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合作申请地理标识，

希望借此使该葡萄酒获得认可。“哥德葡萄认证”

将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办公室根据巴西法律认证的

首批地理标识之一。 “歌德促进（PROGOETHE）”协会也在开展一些农村旅

游活动，以促进当地发展。它们提出与当地各种经济活动相结合，发展该地区

的葡萄酒旅游：

● 参观博物馆，了解当地的葡萄酒历史和葡

萄文化；

● 参观教堂，欣赏独特的宗教艺术；

● 参观歌德葡萄酒窖，品尝葡萄酒；

● 在当地一个著名的餐厅用餐，里面供应歌

德葡萄酒。

通过这些旅游活动，整个地区的经济都从葡萄酒的名声和认可中受益。

来源：www.progoethe.com.br/atrativos.php

当地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扩大地区战略

要扩大地区战略，必须让当地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参与进来，增加战略的

附加值。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召开当地社区会议，向他们解释开发和宣传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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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机遇。

因此，在制定综合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有公众支持和当地公共机构

参与，组织各界人士和各类社会团体，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且不但要考虑经济

和商业因素，也要认真考虑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因素。在成功的案例中，农

村社区、私营部门以及各级政府都朝着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紧密合作，促进

当地特有资源的再生和改善，为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创造机会。

这种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农业和旅游业之间的合作，不应该只

体现在地方层面，也应在国家层面予以考虑（见案例研究7）。公共和民间的旅

游政策确实能够宣传饮食文化遗产，促进地区内外的餐馆对当地产品的重视。

案例研究7：地理标识与当地旅游业发展的结合（摩洛哥）

最近，摩洛哥以地理标识产品为基础，吸引社会各界前来开发农村地区

的旅游业。对于藏红花和阿甘油等产品来说正是这种情况。目前已经开发了多

条以藏红花和阿甘油生产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内容包括参观村庄，介绍生产工

艺，以及品尝环节，可能还能购买产品。一些村庄群落在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

发展基础设施，接待多日游的游客，让他们可以在村里小住几晚。这就调动了

村民出资创造村庄整洁卫生环境的积极性。这是“可持续旅游业”合作的一部

分。“可持续旅游业”通过网站（www.tourisme-atlas. com）进行推广，国内外

旅游者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从藏红花、阿甘油和玫瑰等地方特色产品的旅游线路

中选择自己的目的地，网站上还列出了当地的景点及住宿和餐饮设施。

这个开发项目得到了各方的支持：

● 摩洛哥社会开发署

● 移民与发展非政府组织

● 法国开发署

● 欧盟委员会

案
例
研
究

来源：FAO, 2006 和 www.tourisme-atl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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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地区的参与

● 你了解你所在的地区吗？

● 产品链上有哪些活动是位于地区内部的？

● 有哪些活动共同分享本地区的资源？相互之间怎样进行协调？

● 产品的声誉是否与地区的声誉相联系？

● 有什么学习计划（交流、培训等）？制订这些计划存在哪些挑战和机

遇？

旅游业潜力

● 你的生产体系对旅游者是否有吸引力？为什么？

● 农村旅游 /农业旅游开发的潜力（地区的吸引力、景点、餐馆、酒店等）

有多大？当地农民有可能在生产地点接待旅游者吗？

● 当地公共部门是否认识到地理标识产品具有的推动农村发展的潜力？他

们是否知晓或参与地理标识计划的制订？

●  是否有外地消费者来到本地？他们是什么人？

● 主要优势和局限是什么？

●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与餐馆和酒店建立直销关系或向它们推广产品

（改善包装，寻找卖点，与酒店和餐馆签订合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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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为地理标识 
发展创造条件：
公共政策的作用

通过地理标识来提高与原产地相关的品质有利于促

进农村发展。因此，确保地理标识体系框架的可持续性

对于国家、地区和当地各级政府以及其他负有公共职责

或代表公共利益的官员来说事关重大，尤其是在开展面

向地方层面的工作时更是如此。

各级政府都能发挥关键作用，包括进行政府间合

作，为确保地理标识得到充分的保护、监管和支持创造

条件。地理标识产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具备以下

条件：

良好的法规（法律和规定）和体制框架，以便推

动制订当地适当的相关规定（操作规范），确保某地合

法所有者群体拥有的地理标识集体产权得到认可和保护

（第5.1章）。

全面的农村发展政策，在质量循环各个阶段为当地

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为了建立地理标识的可持续框架

并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公共部门应考虑多个不同因素，

包括需要推动公平的贸易关系，鼓励价值链上以及整个

地区内的价值再分配，以及保护和支持环境和文化观念

等公共产品（见第5.2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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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地理标识的法律保护

内容提要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世贸组

织成员有责任承认和保护地理标识这一知识产权。实行方式可有多种，许

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法律框架来落实这些权利。本节对可用于保护地理标

识的各类法律工具做了一个概览，各国可根据自身及其产品市场的需要和

重点酌情调整使用。

法律工具

自1995年起，TRIPS协定即要求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为具体产品的地理标

识名称的保护和使用建立国家法律框架（见插文1）。
大部分政府已经采用了相应的法律工具保护地理标识，尽管不同国家采

用的工具大不相同。地理标识保护工具上至反不正当竞争和保护消费者的一般

性国家商业行为法律，下至专门的地理标识注册规定，不一而足。

在国家层面，主要有两种形式：

● 公法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公共部门会制定专门的地理标识保护法律

（专门权体系）。通常在这种形式下，地理标识得到正式承认，一般通过

一个统一的正式标识获得公共质量标记的地位。

● 私法形式：利用反不正当竞争、反假冒伪劣法和商标法，基于私人诉讼

进行保护。

有时也用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地理标识产品。例如，地理标识可能涉及专

门的标识或独特的外形。但是，它们通常以图形商标的形式注册。地理标识还

有可能涉及加工或包装专利的使用，以及产业模式和工业设计，等等。登记注

册是界定地理标识合法使用者范围和保护地理标识的最常见的法律工具。专门

权体系和商标法也能用来实现这些目的。

专门权体系和商标法

专门权（来自拉丁语sui generis，意为“自成一类的”）这一术语指的是由于

其独特性或某种具体权利或义务的诞生而相对于其他门类独立存在的法律分类。

专门权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通过将标识和特定外形等与产品相关联的符号和

特性纳入相关的产品规格描述中，专门权能为这些符号和特性提供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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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识可视作一种集体专门权，因为其使用者通常仅限于那些符合某

一操作规范的生产者。该操作规范由生产者群体共同制定，并由有关部门批

准。因而地理标识与该地理区域联系在一起，不可转让。

地理标识也可在商标法下进行保护，其形式有商标、证明商标或集体商

标，取决于该国有哪些类别。商标是一个企业用以向消费者标明企业自身及其

产品或服务的一种独特的标志。商标是一种涉及名称、词汇、词组、标识、符

号、设计、形象或这些元素的集合的知识产权。商标不能包含通用名称，也不

能独占某个地理名称。商标不能禁止他人以一个原产地名称加上“混合”、“类

型”等构成的词组使用。

插文1：TRIPS协定与地理标识

1995年，作为政府间组织的世贸组织承担了监管国际贸易的使命。世贸组织为

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谈判提供了一个全球论坛，促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的诞生。

TRIPS协定第22条第1款把地理标识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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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该货物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归因于其地理

来源。” 
TRIPS协定为地理标识提供了三个不同级别的保护：

1.第22条在涉及误导消费者和不正当竞争方面为所有产品提供最低标准的保护。

2.第23条1～2款提供了更高级别的保护，不过只针对葡萄酒和烈酒。

该条款严格禁止任何未指明相应原产地的葡萄酒和烈酒使用地理标识，即使是用

于翻译中或附有“种类”、“类型”或“仿制”等表达法式也不行。

3.第23条3～4款为具有相同标志（即同名）的葡萄酒提供了最高级别的保护。

该条款要求每一成员确定区分所涉同名标志的可行条件，避免误导公众。

第23条第4款为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识的通知和注册建立了一个多边制度，这带

来了以下几个关键的国际性问题：

a）地理标识注册的法律效果，以及注册的应用范围；

b）若干成员任何认为通过建立异议程序来处理通知问题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

c）此注册带来的成本和管理负担，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担。

TRIPS协定第24条第1款提出将对葡萄酒和烈酒的保护扩展到其他产品，这也是

当前国际上争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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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2：欧盟受保护原产地名称（PDO）与受保护地理标识（PGI）专门权体系

1992年，欧盟采用了两个保护地理标识的法律工具：受保护原产地名称（PDO）

和受保护地理标识（PGI）。这些知识产权范围扩展到除葡萄酒和烈酒以外的所有食品

类产品，取代了许多欧洲国家原有的针对这些标志的知识产权。PDO的定义与“原产

地名称”的概念相似，生产过程的所有阶段都必须位于产区当地，产品质量必须与特

定地理环境严格相关，具备其内在的自然和人文元素。PGI的覆盖范围包括那些与某

一地理区域具有密切联系的农产品和食品，其生产、加工或预处理至少有一个阶段是

在该区域进行的。

欧盟的PDO/PGI法规在整个欧盟范围内为那些与其生产地区有密切联系的农产品

和食品的名称提供保护。法规目的在于，除非产品在特定地区生产，并且符合特定的

操作规范，否则不允许使用相应的注册名称。对于欧盟以外国家的产品，如果其名称

受到原产国的保护，那么该法规也对其提供保护。为了享受PDO/PGI保护，欧盟生产

者可以向本国主管部门申请注册名称。根据欧盟510/2006号条例发布的修正案，欧盟

委员会现在不仅能受理来自非欧盟国家主管部门的申请，还能直接受理非欧盟生产者

的申请。要求欧盟委员会审查与公布地理标识的申请无需缴纳费用。

所有申请必须提供操作规范，其中必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产品名称，包括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识；

2.产品描述，包括产品的原材料（如适用）以及主要物理、化学、微生物或感官

属性（包括味道、颜色、气味和触感）；

3.生产的地理区域（以及任何与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的原产地有关的具

体信息）；

4.生产方式描述，包括地方工艺及产品包装（如适用）；

5.若申请PDO，须说明产品品质或特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若申请PGI，
视情况可能需要说明产品具体品质、声誉或其他特性与地理原产地之间的联系；

6.能证明产品符合规格描述的主管机构或组织的名称、地址和从事的具体工作；

7.该农产品任何具体有关标签的规定；

8.能证明与产品有关的一些品质、声誉或其他特性与其产区具有相关性的证据。

如果申请成功，名称得到注册，那么区域内任何生产者，只要符合产品规格描

述，并接受监管团体或国家有关机构的监管，都能使用该名称。名称注册之后，PDO/
PGI法规由欧盟成员国的相关公共机构执行。各国法规执行机构对该名称以及符合产

品规格描述的生产者的名称使用权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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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商标可能包含地理名称，用以指明产品的具体性质：证明商标和

集体商标（见词汇表及本章表1）。需要指出的是，为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

标而制定的标准或规范不一定会明确说明地方资源与产品品质的联系，也不一

定能作为保障体系。

案例研究1：是否是通用名？一个拥有集体商标的地理标识产品

科蒂哈奶酪（墨西哥）

真正的科蒂哈奶酪（见第1.4章案

例研究10）的声誉正岌岌可危，因为许

多产于原产区之外的奶酪也被生产者冠

以“科蒂哈类型”的名称。结果，科蒂

哈这一名称常被作为通用名使用。“科

蒂哈类型”奶酪一般以工业化流程生产

（采用密集型生产，没有经过熟化，添

加馅料，等等），因此，尽管其口味仍

然有别于真正的科蒂哈奶酪，但通常价

格更低。为了保护 Jalmich山区农民独特

的生活方式，保证他们的产品能带来可

持续的收入，无需迁出该地区，从1999
年起，科蒂哈奶酪生产者开始进行资格认定工作。他们希望通过使用原产地

名称（DO）为真正的科蒂哈奶酪的声誉争取法律保护。1994年，墨西哥知

识产权局驳回了DO请求，因为知识产权局认为该命名为通用名，并把“科

蒂哈原产区”注册为集体商标。因此，其他生产者仍旧可以将“科蒂哈”用

作奶酪名称，即使该奶酪也许产于别处。该决定引起了争议，因为它没有依

据消费者研究评估该名称的通用性，也没有根据相应的标准区分通用命名和

原产地命名（须考虑与某一地区的具体联系及对农村发展的潜力）。尽管当

地的质量循环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包括采取集体行动支持发展直销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市场对产品特殊品质的认可度提高，价格上升（1997—
2007年，相比“科蒂哈类型”奶酪的价格翻了一番），但是当地利益相关方

仍然为缺乏DO制度专门权的特别保护感到担忧。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当地生

产外移，知识产权转移到当地社区以外，以及不符合当地标准和操作规范的

产区外生产者滥用该名称。

来源：Poméon T.，2007。

案
例
研
究

“科蒂哈原产区”集体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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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专门权地理标识、证明商标与集体商标的主要区别

专门权地理标识 证明商标 集体商标

权利所有

者

私权，通常有公共部门的密切参

与（界定、实施、执行）。

通常没有权利所有者的界定，因

为有对于合法使用者的公共定义，

不必再界定权利所有者。

由国家进行认定 /认可，通常由

监管理事会进行管理。

私权。

知识产权和管理

属于一个公司或

协会，该公司或

协会不能直接使

用该证明商标。

私权。

知识产权和管理属于一个

制造者协会或生产者协

会。

定义

广义的定义包括所有国家级的

地理标识（如欧盟510/2006号
条例界定的PDO和PGI）。

规则和要求由证

明商标的所有者

制定和控制。

规则由所有者制定，形式

可以是提出具体要求，也

可以是限定授权使用者的

范围（如仅限协会成员使

用）。

目的

保护某产品真正的原产地名称

及产品原产地与其品质和声誉

之间的联系。

证明品质、特性、

地理原产地及 /或
生产方式等。

表明属于某一协会或团

体，他们具有相同的产品

品质、特性、原产地和 /
或材料等。

保护期限

原则上从注册之日起保护至注

册条件不复存在之日止。

通常不需要进行续展注册。

申请人通常无需为注册支付管

理费用。

一段时间后必须进行续展。申请商标及每次

续展注册均需支付费用。

保护基础
基于国家有关部门的诉讼（若有

法律规定）及私人诉讼。

仅基于私人诉讼。

保护范围

命名使用的排他性（至少在相

同 /相似产品中的排他性），通

常还保护相关特性（外形、包

装等）。

通常为一个组合商标（包含文字和图像元素）

作为普通规则（公共领域、独特性、描述性

性状）的例外，可能对地理命名的排他性进

行保护。

使用

地理标识与一种特定产品之间有

紧密联系；有时不同种类的同一

产品可能贴以同一地理标识。

可能涵盖多种不同的产品或仅限于一种特定

产品，取决于商标注册情况与营销策略。

任何符合要求的生产者都可使用相应地理标识或证

明商标。

取决于协会成员的决定，

可能仅限于协会成员，并

需要获取使用授权。

营销问题

名称原有的声誉及 /或地理标识

注册这个质量标记本身就意味

着也许所需营销工作较少，亦

即成本较低。

需要投入大量的广告费用来树立商标在市场

上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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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利益相关方选择适当的法律工具

一般说来，当地利益相关方对使用地理标识保护这一法律工具的兴趣会

超出在国内外市场上只保护地理名称防止滥用的一些作法，即使这是要考虑的

最基本的因素。“单纯保护”的目的可能在有限的一些情况下存在，即某地理

标识产品享有极高的声誉，价格大大高于同

类产品，并且市场仿冒行为泛滥。通常，当

地利益相关方还会希望将流程落实到文字，

包括与地理原产地相关的产品特性，以及能

提供法律保护的官方认可。官方认可不仅能

为消费者提供某种保障，还能增强当地群众

对于产品和社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农村

地区尤其如此。

每一个保护地理标识的法律机制都有

自身的局限性、成本和优势，根据国情不同

而不同。地理标识生产者应探索和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取得保护，在此过程中

要考虑到产品的销售市场。首先必须获得国内市场的地理标识保护，然后才能

取得国际市场的地理标识保护（见案例研究2）。

尽早保护，防止地理标识的通用化和抢注

导致生产者丧失合法权益的问题主要

有两种：名称成为通用名或同义词（地区外

普遍使用，通用化）以及地理标识已在地区

外被注册（抢注）。不同消费者、生产者和

国家对一个原产地名称通用性的认识可能不

同，这经常导致一些棘手的纠纷。有时，原

产地的生产者实现了地理标识的“重新本地

化”。通常，当该名称的使用还未过于广泛，

或者该名称享有盛誉，保护地理标识能带来

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时，才比较有可能实

现“重新本地化”（见案例研究5和插文3）。
已注册商标的所有者和希望保护自己地理标识的生产者之间很容易发生

冲突，而且通常还是复杂的冲突。这经常带来高昂的行政和司法成本（见插

文4）。

若地理标识产品在生产国享有

专门权制度的保护，而其出口市场

所在国没有专门权制度，那么该产

品可在该国注册证明商标或集体商

标。例如，法国的香槟、葡萄酒和

罗克福尔干酪的地理标识生产者为

了使他们的地理标识在美国市场享

受法律保护，只得将他们的地理标

识在美国注册为集体商标。

通用化 指的是由于原有“范

式”的声誉和具体特性的传播，某

种未受保护的地理标识被作为一般

性词汇使用，被用来指称源自原产

区以外地区的产品。该原产地名称

被认为是通用词汇或同义词。

抢注 指的是在当地合法利益

相关方得到认可并保护其地理标识

之前，该地理标识在地区外被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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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被抢注或通用，有时需要晚些时候再提供所要求的保护的依据，

而考虑采取早期措施确立自己的合法权益。人们尤其需要想办法加强公众对于

该地理标识产品的认识，可能的话还要争取有关公共部门对这项工作的支持

（见插文5中的公共名录）。

插文3：当地理标识成为通用名时——以卡芒贝尔奶酪为例

 “卡芒贝尔（Camembert）”一词被用作数个国家生产的一种奶酪的名称已经有一百

多年的历史了。因此，已经不可能把这个词的使用权单独留给位于卡芒贝尔（法国诺曼底

地区）的生产者。对这个名称的唯一一项知识产权保护是PDO “诺曼底卡芒贝尔干酪”。

插文4：当地理标识在地区外被注册时——以红叶茶为例

南非的红叶茶案充分展示了外部非合法生产者抢先注册商标这一问题。2001年，

一家红叶茶出口商在美国注册了“Rooibos”这个商标，给南非人向美国出口红叶茶带

来了困难。参与案子的包括数家美国咖啡馆，据报道本案最后以庭外和解了结，南非

红叶茶行业为此付出了约一百万美元的代价。

应当经常宣传某地理标识是属于当地生产者群体的遗产，是与特定产品

和地理区域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旦出现侵权，提出权利主张时也许能更加

有理有据。还可通过互联网扩大地理标识的声誉（比如制作专门的网页，或

在维基百科撰写定义并列出参考网站），或参加诸如国际地理标识网络组织

（OriGIn）等国际协会，等等。

插文5：产品名录举例

《黎巴嫩传统产品图册》收录了黎巴嫩饮食中与地域、历史

和当地生产有着紧密联系的传统产品。该图册是在“激活保护黎

巴嫩农村地域与社区机制”（TerCom）合作项目框架下编写的，

该项目是意大利外交部通过合作发展司在“早期恢复援助”架构

下推动的，有意大利阿普利亚大区的参与，由国际地中海先进农

艺研究中心巴里地中海农艺研究所（CIHEAM-IAMB）实施。图

册中收录的产品全部经由TerCom小组实地考察鉴定，过程中得

到农业部专家以及在项目框架下成立的“当地行动小组”的协助

与支持。信息收集方式是与当地群众见面，主要是女性生产者，

有个体的，也有加入合作社的。图册的目的是宣传黎巴嫩丰富而独特的地域和社区，

在全球化时代保护、鼓励和推动传统食品的生产与消费。

www.tercom.org/?q=content/atlas-lebanese-traditional-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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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山”（Cybermontagne）是在粮农组织与国际

地中海先进农艺研究中心（CIHEAM）的合作框架下成

立的。该平台既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四个地中海国家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黎巴嫩和叙利亚）山区产品的

信息系统，又是确认和推动此类产品宣传项目的工具。

www.cybermontagne.org

瑞士饮食遗产：一个列出瑞士各地传统产品的网站。 
www.patrimoineculinaire.ch

《奥地利农产品与食品传统知识目录》记载了奥地

利各种与当地传统知识相关的食用农产品。

www.traditionelle-lebensmittel.at

插文6：国际地理标识网络组织（ORIGIN）

2003年，为了应对与日俱增的地理标识滥用与抢注风险，世界各地的生产者联

合呼吁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地理标识保护体系，宣传地理标识是促进地方生产者与社

区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为此，非政府组织OriGIn——国际地理标识网络组织——于日

内瓦诞生。今天，已经有来自3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约80个生产者组织加

入了OriGIn。OriGIn是国际地理标识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也是世界各地地理

标识生产者一个极佳的沟通渠道。OriGIn的目标是宣

传地理标识对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地方知识的作用。

OriGIn还通过面向决策者、媒体和公众的活动呼吁在

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对地理标识进行更有效的法律

保护。

www.origin-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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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2：各种法律保护工具

大吉岭茶（印度）
大吉岭茶从其全球声誉中受益颇丰。大吉岭茶在印度

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地区的山区种植、加工和生产。年产量

约为一万吨，70％用于出口，但据信世界市场上有更多标

为“大吉岭”的茶是大吉岭茶与其他茶的混合物或者是地

理标识滥用。这种情况促使印度茶叶委员会采用各种法律

手段保护大吉岭茶这个名称及其标识。在国内市场，大吉

岭茶于2004年成为首个在印度注册地理标识的产品，受《地理标识法》保护， 
还根据《商标法》注册了证明商标。艺术设计受《版权法》保护。在国际层面，

“Darjeeling”（大吉岭）一词及其标识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注册为证明商

标。“Darjeeling”一词在欧盟注册为社区集体商标。

来源：Datta T.K.，2009。

龙舌兰酒（墨西哥）
龙舌兰酒组织使用的法律工具（各项措施仅为示例，并未穷尽）。

措  施 目  的

1949年：法律明确了用蓝龙舌兰生产的烈

酒的行业标准，区分陈年龙舌兰酒（两年）

和非陈年龙舌兰酒。

防止不正当竞争，避免误导消费

者。

1968年：扩大地理区域，要求必须在瓶体标注

“龙舌兰酒”，必须标明添加的香料或色素。

扩大供应区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

的需求；满足消费者对信息的要求。

1974年： 根据1972年颁布的法律，“龙舌兰

酒”成为墨西哥首个“原产地名称”（DO）。

利用国家注册保护龙舌兰酒地理

标识不在别的国家被滥用。

1977年：龙舌兰酒在《保护原产地名称里

斯本协定》下注册。

确保在别的国家对龙舌兰酒地理

标识使用的保护。

1993年：成立“龙舌兰酒监督管理委员会”

（专业间机构）开始进行监管。

管理供应链，确保符合质量要

求。

1994年：美国和加拿大在《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下认可龙舌兰酒原产地名称。

在龙舌兰酒的主要海外市场对其

地理标识进行保护。

1997年：欧盟通过一份双边协议认可龙舌

兰酒原产地名称；同时扩大地理区域。

在里斯本协议范围外地区尤其应

对地理标识进行保护

2004年：原产地命名龙舌兰酒必须在原产

地命名区域装瓶。

增加地理区域内的附加值，同时

防止产品在海外装瓶时可能出现

的名称滥用情况。

来源：Bowen S.，2008。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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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法律框架的工具

对地理标识产品的保护水平是政府能够推动的法律框架的重要方面，但

还不是全部。要承认地理标识的知识产权，还需要建立“游戏规则”，保证所

有与之有关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地理标识体系的建设和管理中来，避免将当

地传统生产者排除在体系之外，确保社会和经济问题都得到解决。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建立良好的地理标识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是地

理标识体系获得经济可持续性的重要条件。这就要求将地方、国家、区域和国

际层面的许多不同政策进行整合，保证该体系的透明度、可行性和高效性。

一套透明的注册程序是在制定有意义名称标准和简化申请程序之间取得

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地理标识体系技术性过强、过于官僚化或注册程序

过于复杂，很容易使小生产者望而却步。这样，那些拥有更多资源可投入该程

序的大生产者就容易在地理标识市场上获得不平等的优势。

除了注册程序以外，还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地理标识执行体系。在这方

面，国家有关机构将对地理标识体系的效果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当地利

益相关方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通过建立参与性保障体系等方式进行良好

的自我监管和内部控制（见第3.5章）。

为了使法律框架更加有效，必须提供足够的关于标准化框架的目的和特

性的信息，并进行公共机构和生产体系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建设。毫无疑问，如

果有关公共部门和当地利益相关方（农民 /加工者）缺乏对地理标识体系意

义、特性和演变过程以及地理标识监管范围的基本了解，将对体系的实施造成

严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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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有哪些可用于保护地理标识的法律工具？

● 是否有其他的知识产权需要考虑在内？

● 地理标识法律保护的预期效果是什么？

● 是否有代表生产者的团体希望通过地理标识法律保护体系界定地理标识

产品？

在表中列出

分析不同法律保护手段给集体行动的不同目的所带来的机会，并在下表

中列出（如表中示例）。

目的

法律途径的要求、机会与局限

集体 /证明商标 专门权注册 其他

以独特外形打击仿冒

行为

很难通过商标获得对

外形的保护

在操作规范中描述独

特的外形 专利

进入遥远的外国（发

达国家）市场

在第三国监控的成本

过高

从PDO和PGI的相关

质量标准中受益

供应链的集体管理 集体组织的力量与获

得的保护水平有关

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

组织，在地理标识注

册后继续管理供应链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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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通过公共政策支持地理标识体系

内容提要

鉴于地理标识产品的特性，考虑到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与可持

续发展的潜在联系，使公共利益相关方参与地理标识体系的迫切性日益增

强。公共利益相关方需要对这些产品提供支持，并确保这些支持工具得到

有效监管。不同层面的公共政策能为确保地理标识保护体系的成功发挥重

要作用。地方上参与地理标识体系的利益相关方需要熟悉各种可为自身所

用的政策工具。因此，公共和民间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是地理标识产品

体系的有效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公共政策的不同方式与作用

上文已经提到，公共参与者在为地理标识认可提供良好的法律框架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公共利益相关方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建设法律框架。基于

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的价值需要经常审视和评估。质量循环的效果不是自动

的，而是有赖于私人（个人与集体）和公共利益相关方采取有效的策略，界定

地理标识产品、当地资源、社区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插文7：公共参与者能在质量循环中发挥的作用

确认：向利益相关方宣传地理标识产品的性质及这些产品在促进农村发展中的潜

力，并为他们提供相关信息；支持对此潜力的确认；提供保护这些产品声誉的法律工

具和体制框架。

资格认定：支持开展必要的研究，支持建立参与性程序，支持为操作规范和规则

确立可持续的制定方法；提供国家的地理标识认可 /保护程序方面的信息。

回报：落实国家与国际法律保护；向消费者提供地理标识性质方面的信息，提供

宣传工具（见第5.1章插文5）。
再生：支持对影响进行评估，确保地理标识操作规范与规则的可持续演变。

公共政策能为发挥地理标识产品的潜力创造有利条件。各级公共利益相

关方手中都握有一整套各类政策工具。这些工具中许多不是专门针对地理标识

产品的，但也可加以利用，成为一个全面积极的“地理标识政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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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积极”的地理标识政策意味着该政策贯穿整个地理标识的构建和稳定过程，

尽可能扩大潜在的积极影响，降低消极影响。在此过程中，必须根据经济、社

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标准的原则对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评估。在此背景下，

地理标识产品可能只是一套更广泛的政策思路的一部分，地理标识保护体系可

被看作仅仅是众多推动农村发展的工具中的一种。

同时还必须确保公共活动与民间活动的恰当搭配，使地理标识体系能够

正确运转，具体平衡配比视情况而定。有时候，公共参与者能通过与生产者和

其他民间利益相关方共同制订规范（操作规范）或对规范的执行进行监管，直

接干预地理标识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相关方的直接干预不应取代

私营部门职能和经济职能。有时候，间接干预可能更有效，比如为生产者组织

完成整个程序（确认、资格认定、回报和再生）的一些相关活动和职能提供支

持。（见第1.4章“采取共同做法”以及本章案例研究3）。
不管怎样，要想从公共支持中受益，生产者组织必须能够真正代表地理

标识体系中的各个类别及其利益，采取透明、平衡的规则，让存在利益关系的

所有各方都参与决策（见第3.1章：“建立组织管理地理标志系统”）。

地理标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不同层级

参与地理标识政策制定的公共利益相关方可能负有不同的职能并来自不

同的地域。从职能角度来看，农业领域的公共机构是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但文

化、教育、培训和工业等领域的机构也能参与其中。

从地域角度来看，国际（粮农组织等联合国机构）、国家（中央政府或各

部委）、区域和地方的公共机构也应该在地理标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重

要作用。这些层级之间公共职能的分工以及政策的整合与协调都是需要考虑的

重要问题。

围绕地理标识地方项目中公共政策的整合

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地理标识产品的唯一的“正确政策”。从拥

有悠久历史和广泛知名度的地理标识（此时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该名称）

到“新”的地理标识（此时的主要目的是围绕对于某个产品名称或项目

的共同认同感将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不同类型的地理标识需要不同

的支持工具。

产品的特异性、生产体系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当地利益相关方

的目标都要纳入考虑范围。一个地理标识政策的成功有赖于不同利益相关

方及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这其中要给予当地利益相关方以特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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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8：当地公共参与者的主要作用

国家层面的公共利益相关方应保证一个良好的法律和经济监管框架。但是，区域

和当地公共利益相关方也应在这些政策的制定和管理、地理标识工作的推动以及实地

支持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与地理标识产品供应链有着地利之便，当地利益相关

方应主要发挥以下作用：

● 保证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地理标识系统中代表性的平衡，保证小型参与者也有平

等的话语权。

● 监管地理标识的界定工作，在总体目标之下调解可能出现的冲突，必要时为集

体决策提供指导。

● 鼓励利益相关方考虑当地特有资源和环境。

● 通过能力建设措施支持地理标识体系的运转，鼓励开发地理标识产品市场。

案例研究3：公共与当地部门支持——皮卡柠檬（智利）

1999年，智利农业部农业创新基金会

推荐皮卡合作社参加一个旨在为皮卡柠檬制

定差异化战略和体系的项目（见第3.3章案

例研究11）。从1999—2007年，先后开展了

3个子项目，提供投资、研究、能力建设和

组织支持。智利政府还为该项目建造包装车

间提供了支持。最后，国家农业发展研究所

还进一步提供了能力建设支持，包括组织考

察、帮助生产者了解水果出口的具体营销渠

道（如智利出口促进局PROCHILE）等。

来源：Vandecandelaere E.，2007。

案
例
研
究

注。可用于实施和（或）强化地理标识产品价值质量循环的工具有很多。表2
列举了一些例子，并将它们按价值循环的各阶段分类。

只要公共政策是通过与当地利益相关方协商制定的，就能推动他们开展

地理标识产品的价值创造活动。对于当地利益相关方来说，必须寻找各种政策

工具和计划，用在不断发展的地理标识产品集体战略中，同时与当地有关机构

进行讨论，协助制定符合自身需要的地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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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表2  政策工具与可能的行动的举例

   政策目标 可能的行动/工具

确
 
认

提高生产者及其他

当地利益相关方对

于地理标识特性与

潜力的认识

● 为地理标识产品的特性描述制定技术和社会经济辅助项目；
● 加强公共管理机构对于地理标识产品的认识；
● 支持当地参与者（也可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协会等）参与

国家名录；
● 支持成立“地理标识地方小组”讨论地理标识产品的特异

性及其与地域的联系。

深化了解当地特有

资源（生物多样性、

人力等）对地理标

识特异性（特性描

述）的作用

● 支持相关研究，分析当地特有资源对地理标识产品品质的作用；
● 鼓励当地利益相关方之间讨论当地资源对于地理标识特异

性的重要性；
● 促进当地生产实践的确认与特性描述；
● 提供技术支持、研究项目和培训课程。

将地理标识计划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环境保护工作结合

起来

● 将与生态系统的联系作为地理标识认可的标准之一；
● 为地理标识操作规范的环境标准提供技术和经济投入；
● 考虑是否有可能设计一个质量标记，标明“良好、清洁、

公平”的地理标识产品。

提高社区对地理标

识产品的参与

● 在地理标识认可过程中考虑文化因素；
● 重视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如节日、教育活动，等等；
● 支持与地理标识产品有关的群众庆祝活动。

资
格
认
定

让所有类型的当地

利益相关方参与操

作规范的制定

● 改善当地利益相关方的信息获取渠道，从而增强他们的力量；
● 为地理标识建立当地交流论坛，鼓励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小

生产者的积极参与；
● 认真思考操作规范对于利益相关方利益分配的影响；
● 推动区域、省级与市级公共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规则制定。

加强对于各个地理

标识保护计划的了

解，减少各种用到

地理名称的法律工

具之间的混淆

● 提供清晰的信息，解释各个地理标识保护计划及其利害；
● 为当地行政人员提供培训，提高他们帮助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能力；
● 指导人们如何向区域 /地方有关机构及生产者组织申请地

理标识保护（小册子、网站、培训课程）；
● 展示相关地理标识体系的实例以及可能为当地利益相关方

带来的好处。

提高社区对于地理

标识产品的参与

● 推动国家宣传认识活动，提供关于操作规范的信息，帮助

消费者了解各种用到地理名称的法律工具之间的区别；
● 帮助地理标识代表协会获取网站服务和其他信息工具。

支持当地申请地理

标识保护 /认可的活

动——支持当地参

与，促进社区对地

理标识的认识

● 支持创新性政策，鼓励集体的、多学科的行动；
● 提供财政机制，为公众的地理标识申请工作创造便利；
● 为地理标识申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 利用当地和区域交流论坛评估地理标识体系及其应用的优

势和不足。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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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2

通过公共政策支持地理标识体系

   政策目标 可能的行动/工具

回
报

思考地理标识产品

供应链上的瓶颈

● 为加工的结构性投资建立信用项目；
● 为当地合作社和其他社区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

支持联合（集体）

市场营销活动

● 设立专门的市场营销培训机构；
● 支持与产品体现的价值相一致的集体宣传活动。

鼓励在国内市场上

使用地理标识

● 支持当地利益相关方为不同的细分市场寻找与之相匹配的

战略。

资
源
再
生

协助当地各类生产

者使用地理标识保

护计划

● 制定临时资金支持计划，为寻求申请地理标识保护的生产

者提供帮助；
● 开展专门的活动帮助最弱小和最边缘化的生产者，包括提

供信息、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等；
● 鼓励发展当地利益相关方小组。

充分利用地理标识

产品的形象，支持

区域内附加值的全

面增加

● 鼓励发展围绕地理标识产品的生态旅游；
● 鼓励地理标识体系参与者与互补性产业和其他地理标识产

品协同增效；
● 开设“地理标识产品”旅游线路；
● 鼓励发展相关旅游线路，将有价值的文化元素与传统方式

相结合。

支持将原材料和配

料生产者纳入地理

标识体系

● 鼓励农民参与地理标识标准制定工作；
● 成立培训中心，传播与地理标识产品相关的实用技术。

支持地理标识保护

收益在供应链上的

各类利益相关方之

间及各领域之内的

公平分配

● 鼓励供应链内及其他生产者与协会之间签署合作协议；
● 鼓励成立专业协会，以鼓励利益相关方进行公平高效的协

商；
● 确保最弱小的利益相关方也能平等地获得信息、技术支持

和资金支持。

鼓励当地地理标识

生产体系采用更加

生态可持续的生产

方式

● 鼓励地理标识体系利益相关方寻找、推广并开发生态生产

方式，等等；在操作规范里制订包装、能源、交通等可持

续性的规定；
● 如有可能，与产品的品质特征建立联系，并以此作为卖

点；建立地理标识体系的动态跟踪与评估系统。

来源：Belletti G., Marescotti A. （编著）（2008），“地理标识战略与政策建议”，欧盟资助项目“加

强国际地理标识研究”（SINER-GI），《最终报告》，图卢兹（法国）。

（续）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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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练习

结合你的情况思考本章提出的问题。

回答下列问题

● 地理标识生产和营销体系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主要需要是什么？

● 目前有哪些可以利用的政策，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地理标识体系的情况

如何？

● 利益相关方在获取影响地理标识系统的政策方面的信息时面临哪些问

题？

● 有哪些问题是需要通过当地政策解决的？

在表中列出

1) 地理标识体系的主要需求。

2) 可用的政策及其与每个需要相关的特性。

3) 如何获悉这些政策。

1) 地理标识体系的需要 2) 政策及特性 3) 如何获悉这些政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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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2

通过公共政策支持地理标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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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全球的地理标识系统是各种利益相关方和参与者（私营和公共、本地和

外地）之间复杂的关系过程，这一系列关系是在一系列公共规则之上形成的，

重点是与地理来源相关联的质量的界定：生产体系、标准、控制计划、使用本

地资源与反冒用保护体系。所有上述行为都能够为原产于特定地理区域的产品

增加价值，并为子孙后代保留生产体系，这些产品是通过人工技术或文化习惯

生产出来的。换言之，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保护地理标识生产体系不受市场

压力的影响，并从环境、社会和文化角度促进农村地区的当地发展。

在人文和环境背景下，地理标识体系的可持续性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过

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过程包括：确认原产地产品的潜力并纳入参与者（确

认阶段）、制定管理生产体系和本地资源的一般标准（资格认定阶段）、以及使

用共同战略进行市场营销（回报阶段）。本地生产者和当地群众有可能受益于

本地环境和文化遗产的特点，而无需以损害本地环境和群众的未来为代价，这

点需要得到加强（再生阶段）。上述行为对本地资源的影响是能够带来机遇、

提高生活质量，对当地群众而言是直接的影响。

地理标识体系和产品的创立和管理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以及不

同利益相关方的动机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达到这种平衡状态很困难，因为根

据“质量规则”的定义执行的集体行动、对于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共同战略（本

地资源和市场营销）以及网络构建活动（地理标识网络以及地理标识和其他社

会、经济网络之间的关系）都会对集体利益和社会福利产生影响。

为了实现最终目标，即创建地理标识可持续体系，必须有知识、远见、

决心、时间和协助者的帮助。公共机构（地方、区域和国家机构）以及非政府

组织可以将很多成功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案例进行推广，并推动对其方法和方式

的理解。

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综合了与创建、管理和发展可持续地理标识体系

相关的所有方面。希望本书能够为地理标识利益相关方提供一个“理想”道

路，也希望书中的所有问题能够帮助他们了解、管理并发展适合他们社会环境

的地理标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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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Accreditation）

与某一符合性评估机构相关的第三方证明，正式表明其执行某项具体符合性评估任务

的能力（ISO/IEC 17 000:2004,第5.6条）。

联盟（Alliance）

有某些共同目标的独立经济单位之间的合作协议，能够整合其资源和专长以实现符合

各方利益的目标。在地理标识领域，战略联盟可能在生产者和加工商之间建立起来，旨在

协调本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样一来，消费者就愿意为产品支付附加值。联盟得到集体

谈判和某些形式的集体组织的支持。

原产地名称（Appellation of Origin [AO]）

原产地名称是一个地理名称，用来指明一个产品的产地。该产品的质量和特点完全或

基本上源于该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因素。这个叫法在法国和南欧部分国家使用较为

普遍。原产地名称是地理标识认可和保护（巴黎公约，1883）最早的形式之一。虽然在更

早的条约中出现，但是里斯本系统的26个缔约方首次正式同意将原产地名称作为地理标识

的一种形式来使用，缔约方应履行一个唯一的注册程序，该程序在所有缔约方间有效。

认证（Certification）

官方认证机构和被官方承认的机构提供书面或同等效力的证明以表明食品或食品控制

体系符合要求的程序。食品认证可能建立在一系列检查活动基础上，可能包括持续的在线

检查，对质量保证体系的审查和对成品的检查（食品法典）。认证是一个有关产品、过程、

体系或人员的第三方证明。（ISO /IEC 17000:2004,第5.5条）

认证机构（Certification body）

进行认证工作，有时被称作“认证者（certifier）”或“认证机构（certification agency）”

的组织。一个产品或生产过程要得到认证，必须由第三方提供书面保证，表明被认证的产

品、过程或服务符合具体要求。认证由认证机构提供，通常为一个可能由政府机构所有的

经过认可的组织，但有时也可为一个专业或监管机构（行政）。认证机构可能使用现行标准

或制定自己的标准，有时是基于一个国际标准和 /或标准范本。在地理标识领域，认证机构

制定控制程序并保证生产者遵守确立的操作规范。在有些国家，认证对于地理标识产品是

必须的。

认证标志（Certification mark）

一个认证标志可以是任何字，名称，符号或图案，用以证明一个产品的质量特点，可

能包括地理原产地。该标志符合由其所有者制定的标准，这些标准适用于原产地和 /或生产

方法。认证标志要求 : 由一个第三方提供的一些认证，承认符合要求。与商标不同的是，认

证标志是证明来源的，也就是证明产品的性质和质量并保证这些产品已达到一定标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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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标志与商标的区别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第一，认证标志不被其所有者使用；第二，任

何符合认证所有者制定的标准的实体都有权使用认证标志；第三，认证标志仅适用于注册

该标志的产品或服务。然而，一个单一的美国认证标志可能与某地区一系列产品、生产者

和加工商有关。例如，标有“纽约骄傲”的新鲜草莓。

操作规范（CoP）（或要求准则、产品规范、纪律文件）

列出生产一个地理标识产品必须得以实施的具体行为和必须达到的生产标准的文件；

通常是由生产者协会一致同意的。包括标准、最低标准、产品规范和生产模式和条件。

集体/公共产品（Collective/public good）

一个集体产品，无论是由公共或私营部门生产，都是能够同时被若干参与者使用且本

身特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产品。多一个参与者使用集体产品并不会减少所有其他参与者

的满意度（非竞争性原则），也不可能排除任何参与者对该产品的使用（非排他性原则）。

地理标识作为一个知识产权，可以被看作一个集体 /公共产品。然而，个人（或群体）对与

地理名称相联系的集体名誉的不当使用会威胁这一集体资源的价值。

集体标记（美国）（Collective mark[USA］）

集体标记由一个合作社、协会或其它集体组织的成员使用，旨在表明它们的产品和服

务与集体标记及其标准有关。集体标记可能有一个地理属性并能为其成员生产的产品进行

广告宣传。

集体（商）标（欧盟）（Collective (trade)mark［EU］）

集体商标是一个集体成员所使用的商标，用以将其产品与非成员的产品区别开来。从

经注册的“受保护原产地名称”（PDO）或“受保护地理标识”(PGI) 中受益的团体还可为

其地理标识产品的名称或图形外观申请一个集体商标。PDO/PGI名称能够提供受保护的质

量和原产地之间关系标识，独立于其他知识产权。因此PDO/PGI名称能够作为一个集体商

标来进行营销，通过知识产权来提供额外的保护。相反，一个被用作集体商标的产品或图

形外观不能再被注册为PDO或PGI，因为地理标识不能凌驾于一个现有商标之上。

集体营销（Collective marketing）

对于单个的人，如从事诸如作物和畜牧生产等商业活动的小农而言，当他们决定成立

一个组织来协调（必要时直接实施）一些或者是很多满足消费者要求所需的市场营销活动

时，集体营销就出现了。地方参与者能够通过与其他地方参与者联合起来营销其食用产品

增加其收入和提高效率，并从集体行动中获益，如更好的谈判机遇，更大的销售量等。集

体营销通常由一个集体组织执行（见“组织”的定义）。

符合性评价（Conformity assessment）

对与产品、程序、体系、个人或团体相关的具体要求得到满足的证明（ISO/IEC 

17000:2004,第2.1条）。

控制计划（Control plan）

控制计划是一个具体和适应性的文件，详细说明了操作规范的每一项具体要求如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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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这是一个管理工具，用以确认和监督控制一个程序关键投入和 /或产出所需的活动。

区别战略（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生产一种产品或提供一种服务，其独特属性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并且消费者认为这种

产品优于或不同于与之竞争的产品。区别战略建立在自愿方式的基础之上，通过市场细分

和赋予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值的资格（如有机农业、传统产品）等途径实现。

实施（Enforcement） 

这是一种规范或更宽泛地说，一项法规，产生法律效力的过程。应当实施针对地理标

识产品集体定制的规则以防止地理标识被非法使用。地理标识的生产者可以通过法庭，或

被国家权力机构授予当然的地位来实施这些规则（如一些特别保护计划，像欧盟的PDO-

PGI名称）

搭便车（Free-rider）

搭便车是指个人或团体受益于一种货物或服务，但没有支付应有费用。以地理标识产

品为例，地理标识产品的地理名称可能被某些参与者使用以获利（如更高的价格），却没有

对该地理标识产品的声誉做出任何贡献（见“声誉”），或者没有对任何集体专长做出贡献。

保证体系（Guarantee system）

一个保证体系是现有的或被实施的机制，以保证操作规范中提到的某些特质的存在，

并符合某些规范（可评估的标准和要点、控制计划—控制什么、何时控制、由谁控制、规

范类型）、文件（证明书）和信息。

通用的（Generic）

一个被称作“通用”的名称或标记是指该名称或标记被广泛使用，以致消费者通常将

其看作一类相同种类产品 /服务的名称，而非看作一个地理原产地。此说法适用于被标记行

为广泛认可的标准，也是质量认定的基础。

地理标识（Geographic [al] indication (GI)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1994）中写道：“地理标识⋯⋯识别一货物

来源于一成员领土或该领土内一地区或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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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条第1款）。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都必须针对地理标识的保护

制定基本规定。

地理标识是一个伞状词条，用以证明一个产品的原产地以及与该原产地有关的具体特

点和声誉。地理标识的法定注册有不同形式，如AO、PDO、PGI等。如此一来，这些地理

标识就能够得到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没有针对地理标识提供任

何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这由成员国自主决定。如果一个成员国已制定了在其领土内认定

地理标识的正式注册程序，那我们就可将此注册产品看作“受保护的地理标识”。然而，一

个地理标识可能存在但未受保护或正在寻求保护，除非某名称或产品被看作是通用的。在

某些情况下，集体标记或认证标记是地理标识的主要有效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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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记（Geographic sign）

一个象征地理标识的图形符号。

地理标识体系（GI System）

一个地理标识体系包括所有旨在促进地理标识产品生产的参与者和活动。因此，地理

标识体系包括地理标识生产者和沿价值链的其他参与者，也包括但不仅限于政府机构、非

政府组织、研究机构、推广机构和其他与地理标识产品间接相关的机构（如生产地区的旅

游活动）。

地理标识团体（GI group）

与产品有直接关联的利益相关方团体，作为所有参与者的代表团体，他们共同努力提

高最终产品的质量：生产者、加工者和贸易者。

治理（Governance）

这是一个中性概念，指的是一系列复杂的机制、程序、关系、和结构。通过它们，公

民和团体能够表达意见、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并协调分歧。

来源说明（Indication of source）

任何用以说明一种产品或服务原产于一个国家、区域或某个地方的表示或符号，而不含有任

何质量或声誉的元素（马德里协议，1891，第1.1条；巴黎公约，1883）。

检查（Inspection）

检查是指对一种产品和（或）其生产过程进行系统检查，以保证其符合通行标准（卫

生、标识等），以及达到操作规范针对该产品制定的具体标准。检查体系能够在三个层面得

以实施：①自动控制，由生产者自行实施；②集体控制，在生产该产品的组织层面实施；

③国家控制，在国家层面实施。成功的检查使得产品得到认证，并能以一个受保护的地理

标识名称出售。集体和国家控制一般授权给第三方认证机构。

知识产权（IPRs）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s)

在法律上，知识产权是不同法律授权的伞状词条，与一些名称、书面和已录制媒体以

及创意相关。这些法律授权的所有者能够对知识产权行使不同的专属权利。形容词“知识”

表明这个词条与大脑活动有关。名词“产权”指明该构思过程与一个具体物品的制造是类

似的。因此，这个词条是有争议的。知识产权法和其实施在不同司法体制下大相径庭。政

府间作出努力，通过国际协定：例如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以协调各国。而其他协定能够使知识产权一次在不止一个司法体制下得到注册。对于医药

和软件专利的意见分歧以及版权执法严格性差异使得各国至今不能就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

达成共识。地理标识被认为是与专利、商标或软件相同的知识产权。

行业协会/团体（Interprofessional association/body）

行业协会 /团体指一个将同一个产品链条的上游和下游伙伴汇聚到一起的私营组织，旨

在监管产品市场，参与农业政策条文的落实，分析不同合同安排的影响，鼓励产品链条有

更好的表现并捍卫集体利益。虽然这个组织形式起源于法国（见法条2006-11，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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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行业协会这个说法今天已被管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文本广泛认可。

标签（Label）

任何贴在食品包装袋上的图形或其他描述性的标牌、品牌、标志，可以是书写的、打

印的、油印的、记号的、压花的。 

标签内容（Labelling）

任何在标签上出现的书写的、打印的、或图案式的标记，伴随食品一起出现，或者摆

放在食品附近，包括为了促销处理使用的标记（食品法典）。

管理（Management）

管理是指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活动、资源和人员以实现既定目标。管理通常通

过制定政策和计划为流程和人员配置资源而实施。通常在地理标识组织和地理标识流程中，

每个成员都需执行一定的管理职能。在地理标识体系中，适当的管理对于地理标识流程、

组织和其产品的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标记（Mark）

“标记”这个词条可以在普通商标、集体和认证标记之间混用。根据上下文，“标记”

可指普通商标、地理标识相关的商标、集体标记或认证标记。

市场划分（Market segmentation）

将市场分为不同的同种性质的消费者群体，以实施具体的市场战略和行为。

营销（Marketing）

营销是指执行所有必须的行为和任务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营销包括以下活动 :市场调

研、处理、产品质量和安全、包装、建立品牌、运输、决定如何、何时、何地出售等。认

证计划，如地理标识计划，可能是营销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地理标识组织中，营

销是由组织自身（集体营销）及其成员单独完成的。重要的是组织集体营销和成员单独营

销活动之间应当整合起来。

战略营销（Strategic marketing）

战略营销是指制定一个战略来接触消费者并应对竞争者。这意味着一个全面的分析，

研究消费者需求和他们的分类 (市场“划分”)，以将产品提供给最“合适”的消费者（“目

标客户”）。

营销计划（Marketing plan）

营销计划是一份书面文件，详细说明了需要采取的行动，以依照既定营销战略实现营

销目的。因此，营销战略就是通过界定价格、产品、促销和位置所提供的营销杠杆而“付

诸实践”的。

小众市场（Niche market）

小众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主流市场没有提供的，它可以理解为经过细分的一些潜

在消费者群体。一个典型的小众市场的发展通常是由于对于某一产品或服务的潜在需求没

有得到任何满足，或随着社会、科技、或一般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需求。小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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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虽然同主流市场竞争者相比规模很小，但却可能获利颇丰，因为他们受益于集中

力量进入一个细分的市场领域，即使没有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

组织（Organization）

组织是指一个参与者团体（一般指生产者，但也可能包括非生产者），有共同功能和

（或）资源并向其成员提供服务，如培训、贷款、保险等。集体组织的业务相当宽泛（也就

是说并不限制于某个特定的产品）。在食用农产品体系中，集体组织由人组成，如农民，他

们携手合作从投入品的团体购买中获益、协调农业生产技术、分享知识并在某些情况下集

体销售他们的农产品。集体组织有几种形式，包括联盟（alliances, consortia）、和行业协会

（inter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见相关定义）。

基于原产地的产品（Origin-based product）

基于原产地的产品指产品“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主要归因于其地理来源”的产

品。的确，某些农产品和食品带有特殊的质量特点，主要源于其产地和生产环境的特殊性。

这种独特性源于独特的气候条件、土壤特点、当地动植物品种、或技术、历史和文化习惯

以及生产和加工某些产品的传统知识。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所谓的“产区”）使得该产品

具有区别于类似产品的具体特点。

受保护原产地名称（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 (EU) － PDO）

根据欧盟第510/2006号法规，“原产地名称”可以是一个地区、一个具体地方，或在特

殊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名称，用来描述某一农产品或食品：①它源于该地区、地方或国家，

②其质量或特性主要或完全源于某一有着内在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特殊地理环境，③其生产、

加工和处理发生在某指定地理区域。”需要指出的是：缩写“DO”同样用来指代西班牙和

意大利的原产地名称，而这两国的原产地名称早于欧盟法规2081/92之前就存在。

受保护地理标识（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EU)- PGI）

根据欧盟第510/2006号法规：一个“地理标识” 可以是一个地区、一个具体地方，或

在特殊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名称，用来描述某一农产品或食品：①它源于该地区、地方或

国家，②其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归因于其地理来源，③其加工和（或）生产和（或）

处理发生在特定地理区域。

声誉（Reputation）

声誉指地理标识产品在市场上和社会中所获得的声名，而这是消费历史和传统的结果。

广义来讲，“声誉”这个说法指的是公众对于某人或某事能力和（或）品质的说法和

看法。在商业活动中，声誉指一个公司和（或）该公司所生产的某一产品的知名度和（或）

认可度。经济理论指出在解决高质量产品市场上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产

生的某些问题方面，声誉可以发挥的作用。对于基于原产地的产品来说，声誉这个因素能

够基于悠久传统和产品的高质量带来更高价格。然而人们经常要使用法律手段来保护产品

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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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Quality）

一个产品或服务的所有特点和特性，影响其满足指明的或暗指的需要的能力（国际

ISO标准8402）

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

质量保证是一系列活动，旨在证明一个实体达到所有质量要求。采取质量保证行动旨在

增强消费者和管理者的信心，即相信所有质量要求均以得到满足。

特定品质（Specific quality）

特定品质是指与某一产品或服务相联的一系列特性，这些特性得到所有相关方认可，

被看作是该产品或服务的特别之处并能够作为其保护的基础。拥有特定品质可能需要特别

的生产条件，有些条件可能与独特的当地情况有关（技能，产区），这些是非正式的传统知

识，而这些又可能在公共制定的操作规范中进行界定。这些特别的生产操作可能会带来额

外的生产和保护成本，这也会得到消费者认可，使其愿意支付更高价格购买具有他们所期

望的特定品质的产品或服务。

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

在基于原产地的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利益相关方是指与该过程的结果有直接或间

接利益关系的所有个人、团体、组织，因为他们能够影响结果或被结果影响。主要利益相关

方是当地生产者和他们的协会，参与价值链的公司（加工商、分销商、供货商等）、消费者、

政府及所有参与地理标识体系的机构。

标准（Standard）

标准指在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文件，得到公认机构的许可，为行为或其结果提供通用或

可重复使用的规则、准则或特性的文件，旨在于某一特定背景下实现最大程度的秩序。标

准是由各种类型的组织制定的，用以推动参与者之间的协调并降低与某个货物或服务质量

相关的不确定性。

世界贸易组织定义：由一个公认机构批准的、非强制的，为了通用或反复使用的目的，

为产品或其加工和生产方法提供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它可能包括专业术语、符号、

包装、标记或标签要求或只与这些内容相关，而这些内容适用于某一产品、及其加工或生

产方法。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之上的。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指可以对自然资源的质量进行保护、养护、和改进，并维持自然平衡状态

的演化过程，使其能够延续到未来。布朗特兰德委员会 (Brundland Commission)报告

（1987）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满足当代人需求却又不影响后代满足他们需求能力的发

展。”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来说，可持续性是一种以资源为导向、长期的全球

性概念。以资源为导向，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后代将如何利用资源，他们会参与何种经济活

动。可持续性基本上是以目标为导向，意味着资源的使用应当使所有资本的价值（包括其

期权价值）不会发生减少，又能获得一系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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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Sui generis）

在拉丁文里是“自成一体”的意思，用以描述某物的独特或于众不同。在法律上，这

是一个专门术语，用以指明由于其独特性或由于某特定权利或义务的确立而出现的一个独

立于其他类别的法律分类。

产区（Terroir）

产区是一个有界限的地理空间，那里的人类社区在历史的进程中基于物理和生物环境

互动体系以及一系列人文因素建立起一套集体的知识或不言而喻的生产知识，其中社会技

术的特点得以体现，揭示出原产于此产区产品的原创性、赋予其典型性，并为之建立起特

定声誉。

可追溯性（Traceability）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将“可追溯性”定义为“能够追溯某个事物的历史、用途

或位置的能力。”对于地理标识产品，可追溯体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体系（取决于公司和

（或）规范性框架所采取的决定），该体系能够清楚分辨产品到达客户和消费者之前的各个

阶段；参与生产过程以及沿价值链的公司；以及所使用原材料的来源和特性，以确保操作

规范得到正确遵守，并且在出现失误时加以干预。

商标（Trademark）

在一些国家，地理标识能够作为商标得到保护。地理名称或符号如果只是对产品原产

地进行单纯的地理性描述或不正确的地理性描述，则不能注册为商标。然而，如果一个地

理符号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用来辨别产品 /服务的来源，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通过

此地理标记识别一家公司或制造商或一群生产者，那么该地理符号就不仅仅描述产品 /服务

的来源了，而同样描述了产品 /服务较为独特的“来源”。此时，该符号就有了“第二重含

义”或“后天取得的独特性”，这样就能够注册为商标了。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由世界贸易组织监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并不决定国家立法，但是为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的

国内知识产权法律必须建立起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73项条款中列出的对于知

识产权最低限度的保护。

典型性（Typicity）

1）某个农产品的典型性是一种能被专家（行家）认可的某一类型的特性，这一特性基

于该类型产品的具体品质。典型性也指能够从类似或可比较的产品中区别出某一产品，这

构成了特定类型产品特征的基础。这包括某一类型内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不应与符合

某一规范相混淆。

2）这些专属的特质和区别由一系列的特点（技术、社会、文化）来描述，这些特点是

由提供参考的一群人来确认和界定的。这些特质基于众多参与者所掌握的知识，他们包括

所使用原材料的生产者、加工者、监管者和鉴赏家及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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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典型性的众多表达中，与产区相关的表达具体强调了产区条件对某个产品所产生

的影响。

价值链（Value Chain） 

价值链是由各种活动构成的链条，通过这个链条，一种产品（或服务）得以生产并提

供给消费者。一个产品经过链条的一系列程序及活动，在每一个阶段，产品都会获得一些

建立在之前各阶段基础上的价值。

价值创造过程（Value creation process）

在本指南中，价值创造过程包括建立在对某个基于原产地的产品的价值 “认同”基础

之上启动一个“良性质量循环”。该良性循环有四个主要阶段：资源确认（本地意识）、产

品资格认定、产品回报和本地资源的再生和改善。

在世界很多农村地区推动人、产地和食用农产品之间的联系是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

有效工具。事实上，由于地方知识和自然资源，基于原产地的产品显示出了与地理区域和

人文关联的质量特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集体声誉，而该声誉由地理标识加以

确认。通过操作规范对这一特定品质做出的界定，以及对地理标识体系的集体管理是确认

和保护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基本工具，进而加强了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

本书旨在为地方利益相关方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具体例子和方法，来推动并保护与

地理原产地相关的优质产品以及实施地理标识体系。本书提出了一个四步过程来加强基于

原产地的质量良性循环。本书中的材料都是源自粮农组织以及加强地理标志国际研究项目

在该领域的经验。

确认特定品质产品和当地资源之间的联系，根据操作规范以及通过将地理标识作为一

种基于地理来源的集体资产来开展资格认定，通过市场营销手段取得回报，以及本地资源

长期的再生，这些都是基于原产地的生产体系实现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步骤。



定价: 80.00元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