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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知识产权局关于举办第四届湖北地理标志大
会暨地理标志展示品鉴活动的补充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发展地理标志产

业，助力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做好第四届湖北地理

标志大会暨地理标志展示品鉴活动，现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

下：

一、地理标志展示活动安排

地理标志展示活动由地理标志线上路演（PPT)、地理标志视

频展播（同时进行大众投票）、地理标志产品展评（大会现场）

三个环节组成，采取线上+线下展示相结合形式进行，每个环节

赋分比例为 6：1：3,参加展示活动的地理标志按照各环节赋分比

例计算，三项累加得分为参与活动评比的最终得分，总分为 100

分。其中，地理标志线上路演和地理标志视频展播后，根据两项

得分情况评选确定最终晋级地理标志产品展评环节单位名单，该

两项得分仍按照 6：1赋分比例计入最终得分。未进入地理标志

产品展评环节的单位不参加最终评比活动，但可自愿参加产品展

览。

（一）地理标志线上路演

1.时间及活动方式

7月 14日以腾讯会议直播平台形式开展线上路演（PPT），

7月 11 日前提交路演 PPT，提交后不得再次更改 PPT资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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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应当根据实际，有序组织本地区单位集中参加路演，路演前一

天主办单位组织线上预排演和抽签，线上入场信息另行通知。

2.参加人员

入围地理标志展示活动线上环节企业（协会）代表（名单见

附件 1）；路演活动评委；各市州领队和有关媒体等。

3.路演安排

08:00-08:30 进入腾讯会议直播平台（手机/电脑）

08:30-17:30 路演单位按抽签顺序进行 5分钟线上 PPT路

演，评委提问并现场打分，现场公布路演得分和排名，该分值占

总得分 60%。

（二）地理标志视频展播

1.时间及活动方式

7月 14日-7月 20日，为扩大地理标志品牌宣传推介力度和

品牌影响力，组委会决定在湖北发布、省知识产权局官网、“品

牌湖北”网上专栏、“湖北商标品牌”及“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微信

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展播各单位 60秒宣传视频，以大众投票形式

换算该活动环节得分，该分值占总得分 10%。各单位请于 7 月

11 日之前提交已制作完备的视频资料。视频制作要求详见附件

3。

2.活动规则

参加展播单位要广泛宣传，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投票（禁止通

过违规手段恶意刷票，违者取消展示活动资格）；组委会根据大

众投票最终排名（每人每天可投 3票），换算地理标志视频展播

环节得分；根据线上展示阶段（路演和展播）依比例计算得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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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名，确认晋级地理标志产品展评（现场）环节单位名单。

（三）地理标志产品展评

1.时间和地点

7月底（大会前一天现场展评），黄冈市（具体另行通知）

2.参加人员

晋级地理标志产品展评（现场）环节单位代表；专家评委；

各市州领队、有关领导和有关媒体等。

3.活动规则

（1）晋级单位提供产品到现场展示、安排专人解说并接受

专家质询。

（2）专家现场评审打分。

（3）评奖。现场展评环节得分按 30%分值占比计入总得分，

组委会根据三个环节展示得分，按照 6：1：3赋分比例计算进行

综合评分，评选出金奖和银奖若干名。

二、地理标志大会安排

（一）时间和地点

7月底，黄冈市（具体另行通知）

（二）参加人员

国家知识产权局、省政府及部分地方政府领导；晋级地理标

志产品展评（现场）环节单位以及参加地理标志展览活动的单位

代表；各市州知识产权局领导、相关责任科（处）室负责人；相

关行业企业、机构负责人，新闻媒体等。

（三）大会议程

第一部分：（展示活动主持人主持）

1.发布省知识产权局等 4厅局开展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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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文件及湖北地理标志产业发展十大典型案例；

2.观看中欧地理标志保护（湖北）宣传片；

3.举办湖北地理标志线上展馆上线启动仪式;

4.举办湖北地理标志运营中心及湖北地理标志网络专区签

约仪式；

第二部分：（省政府副秘书长主持）

5.黄冈市领导致辞；

6.宣布第四届地理标志展示活动获奖名单并颁奖；

7.部分地方政府交流发言；

8.省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全省地理标志发展情况；

9.国家知识产权局领导讲话；

10.省政府领导讲话。

三、地理标志（大米）品鉴活动安排

（一）时间和地点

7月底（大会当天下午），黄冈市（具体另行通知）

（二）参加人员

国家知识产权局、省政府及部分地方政府领导；晋级地理标

志产品展评（现场）环节单位以及参加地理标志展览活动的单位

代表；各市州知识产权局领导、相关责任科（处）室负责人；参

与（大米）品鉴活动单位代表；品鉴专家；相关行业企业、机构

负责人，新闻媒体等。

（三）活动安排

1.参与（大米）品鉴活动 17个品牌单位（详见附件 2）代表

依次登台，通过不同形式，展示品牌（企业）形象，讲好品牌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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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人员同步展示该品牌提供的生米、熟米样品，邀请嘉

宾品评；

3.邀请品鉴专家团进行总体点评。

注：参加地理标志（大米）品鉴活动的品牌必须为已注册地

理标志商标、已批准认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已登记农产品地理

标志之一，且品牌方代表为该地理标志权利人或合法使用人。

四、地理标志展览活动安排

为认真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加强地理标志合作

交流，展示湖北地理标志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成果，组委会

决定在湖北地理标志大会当天开展地理标志展览活动，现场同时

设立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互保产品和黄冈地方特色产品展览专区。

湖北 13 件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名录产品单位（附件 4）和黄

冈地方特色产品单位组织参加,其他地理标志产品可自愿参加展

览。各市州要加强组织，精心指导，及时组织参展单位准备 500

字以内文字资料（含品牌人文历史介绍、入欧后产业提升成果、

企业发展状况等），组委会将以文字（图片）展板及实物展览形

式展现我省中欧地理标志品牌形象及入选名录后产业发展成果。

请于 7月 11 日之前提交展板图文资料及参展名单，并于大会前

携带实物产品参加现场活动。

请各市州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严密组织，确保严格按照时

间节点落实活动安排，按照各环节名单及时组织相关单位额诶参

加展示品鉴及展览活动。各活动单位（企业）要精心准备，文明

参与，充分展示湖北地理标志品牌形象、产业活力和企业风采。

活动期间，所有人员必须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及组委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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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及安全管理的规定，筑牢安全底线。

附件：1.参加地理标志展示活动线上路演和视频展播环节项

目名单

2.参加地理标志（大米）品鉴活动单位名单

3.地理标志展示活动视频展播环节宣传片制作要求

4.湖北省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名录产

品名单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2022年 7月 4日

联系人：程琪锐

电 话：15207104872

邮 箱：9179580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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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加地理标志展示活动线上路演和视频展播
环节项目名单

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1 武汉 东西湖葡萄 武汉市巨龙海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2 武汉 柏泉绿茶 湖北柏泉茶园科技有限公司

3 武汉 城楼寨茶 新洲区旧街城楼寨茶厂

4 武汉 刀楼寨白茶 武汉大雾山茶业有限公司

5 武汉 旧街白茶 武汉腾云山生态白茶股份有限公司

6 武汉 蔡甸豆丝 武汉市蔡甸区万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7 武汉 黄陂黄牛 武汉市黄陂区顺华黄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8 武汉 杨楼子湾麻油 武汉盘龙杨楼子榨油有限公司

9 武汉 舒安藠头 武汉味美呆食品有限公司

10 黄石 保安狗血桃 大冶市保安镇狗血桃种植协会

11 黄石 阳新屯鸟 阳新县种畜场

12 黄石 大冶刺绣 大冶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13 襄阳 襄阳大米 湖北乐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4 襄阳 襄阳菜籽油 湖北元大粮油科技有限公司

15 襄阳 宜城松花皮蛋 湖北楚大鸭业有限公司

16 襄阳 枣阳油茶 湖北香芝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17 襄阳 磨坪贡茶 南漳县磨坪贡茶种植专业协会

18 襄阳 老河口大仙桃 老河口市果业协会

19 荆州 卸甲坪葛根 湖北晶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 荆州 松滋大米 湖北荆楚乐食品有限公司

21 荆州 公安牛肉 湖北东南醇清真牛肉食品有限公司

22 荆州 三湖黄桃 湖北省丰之喜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23 荆州 江陵道米 湖北天天旺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4 荆州 洪湖荷叶茶 湖北忆荷塘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荆州 沙市豆瓣酱 荆州市皇冠调味品有限公司

26 荆州 绣林玉液 湖北枫林酒业酿造有限公司

27 宜昌 远安黄茶 湖北鹿溪玉贡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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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宜昌 远安香菇 湖北山娃子食品有限公司

29 宜昌 香水村野茶 湖北五峰香水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30 宜昌 白溢稻 五峰白溢寨贡米产业协会

31 宜昌 百里洲砂梨 枝江市百里洲农业服务中心

32 宜昌 三闾刺绣 湖北慢工绣艺有限公司

33 十堰 竹山郧巴黄牛 竹山恒坤牧业有限公司

34 十堰 郧西魔芋面 湖北鸿大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35 十堰 郧西香椿 郧西县百旺农业红油香椿专业合作社

36 十堰 梅子贡茶 十堰梅子贡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37 十堰 竹溪腐乳 湖北顺溪生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8 十堰 房县小花菇 房县瑞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39 十堰 郧县油橄榄 湖北鑫榄源油橄榄科技有限公司

40 十堰 郧阳红薯粉条 十堰市郧阳区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41 十堰 郧阳木瓜 湖北耀荣木瓜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2 十堰 竹溪贡米 竹溪三元米业有限公司

43 孝感 汉川河蟹 汉川市渔业发展协会

44 孝感 杨林沟芋头 汉川市杨林沟芋头专业合作社

45 孝感 应城糯米 湖北瑞琪粮食股份有限公司

46 孝感 云梦鱼面 云梦县文华食品厂

47 孝感 孝感香米 湖北禾丰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48 孝感 大悟绿茶 湖北悟道茶业有限公司

49 孝感 太子米 孝昌县鑫波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0 孝感 朱湖糯米 孝感市富饶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51 荆门 栗溪土蜂蜜 荆门市栗溪土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

52 荆门 钟祥葛粉 湖北葛娃食品有限公司

53 荆门 钟祥米茶 钟祥市钟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4 荆门 京山鸡蛋 京山市家禽业协会

55 荆门 京山对节白蜡 京山市花木盆景协会

56 鄂州 鄂州武昌鱼 湖北富农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57 鄂州 沼山胡柚 鄂州市梁子湖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58 黄冈 罗田板栗 湖北益佳食品有限公司

59 黄冈 英山茯苓 英山县吉利中药材有限公司

60 黄冈 绿杨桥封缸酒 浠水新天宝酒业有限公司

61 黄冈 麻城茶油 湖北四季春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62 黄冈 木子店老米酒 麻城市木子店老米酒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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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黄冈 红安大布 红安县传统手工技艺研究会

64 黄冈 老君眉茶 红安县老君眉茶场

65 黄冈 武穴酥糖 湖北双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66 黄冈 武穴佛手山药 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67 黄冈 黄梅鱼面 湖北源湖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8 黄冈 黄梅荷叶茶 湖北邢绣娘林农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9 黄冈 黄梅堆花酒 湖北黄梅堆花酒业有限公司

70 黄冈 黄梅粘 湖北康宏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71 黄冈 黄梅挑花 湖北梅开二度文化有限公司

72 咸宁 崇阳黄精 湖北领康中药材有限公司

73 咸宁 咸宁桂花 咸宁市桂花协会

74 咸宁 通山麻饼 通山县麻饼协会

75 咸宁 通山油茶 湖北天宇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76 咸宁 黄袍山油茶 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

77 随州 柏树湾金银花 随县环潭柏树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78 随州 随州芽茶 随州神农茶业有限公司

79 随州 随州香稻 湖北大自然米业有限公司

80 恩施 利川坝漆 利川市毛坝坝漆协会

81 恩施 利川黄连 利川市箭竹溪黄连专业合作社

82 恩施 关口葡萄 建始县花坪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83 恩施 马坡茶 建始县马坡玉峰茶叶有限公司

84 恩施 鹤峰茶 湖北省鹤峰县翠泉茶业有限公司

85 恩施 来凤藤茶 来凤金祈藤茶生物有限公司

86 恩施 巴东郡贡茶 巴东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

87 仙桃 仙桃香米 仙桃市米业协会

88 仙桃 张沟黄鳝 仙桃市张沟镇养鳝协会

89 天门 天门黄豆 天门市天西农产品产销协会

90 神农架 神农架酱酒 劲牌神农架酒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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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加地理标志（大米）品鉴活动单位名单

序号 地区 地理标志名称 单位名称

1 武汉 法泗大米 武汉市江夏区桂子稻米行业协会

2 襄阳 襄阳大米 湖北乐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 襄阳 宜城米 宜城市双兴工贸有限公司

4 荆州 松滋大米 湖北荆楚乐食品有限公司

5 荆州 江陵道米 湖北天天旺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 宜昌 白溢稻 五峰白溢寨贡米产业协会

7 宜昌 瓦仓大米 湖北瓦仓谷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8 十堰 竹溪贡米 竹溪三元米业有限公司

9 孝感 应城糯米 湖北瑞琪粮食股份有限公司

10 孝感 孝感香米 湖北禾丰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11 孝感 太子米 孝昌县鑫波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 荆门 京山桥米 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

13 黄冈 蕲春珍米 湖北香珍米业有限公司

14 咸宁 簰洲湾香米 湖北康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5 随州 随州香稻 湖北大自然米业有限公司

16 仙桃 仙桃香米 仙桃市米业协会

17 潜江 潜江虾稻 潜江市巨金米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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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地理标志展示活动视频展播环节
宣传片制作要求

一、格式要求

1.视频格式:MP4或MOV（主流为 H264解码MP4格式），

横屏 16:9比例构图，分辨率 1920×1080以上，音频格式为MP3，

立体声双声道，保证音频清晰无杂音，音色统一。

2.视频长度:60秒。

二、内容要求

1.宣传片内容需包含企业地标品牌情况介绍（含历史、人文、

自然、地理因素以及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企业在地标产业发展

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企业获得的荣誉等内容。

2.宣传片内容应合法合规，且为参展企业原创，并确认拥有

作品的著作权，严禁素材剽窃、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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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北省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

名录产品名单

市州 地理标志名称 拉丁字母音译 产品类别 拉丁字母意译（供参考）

襄阳 襄阳高香茶
Xiangyang Gao
Xiang Cha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附

录 1其他产品（香料等）

—茶

Xiangyang high-aroma
Tea

宜昌 宜都宜红茶 Yidu Yi Hong Cha
附录 1的其他产品

（香料等）—茶
Yidu Black Tea

宜昌 宜昌蜜桔 Yichang Mi Ju
新鲜或加工水果、蔬菜和

谷物—蜜桔
Yichang Sweet Orange

宜昌 五峰五倍子 Wufeng Wu Bei Zi
新鲜或加工水果、蔬菜和

谷物—果实
Wufeng Gallnuts

十堰 房县黑木耳 Fangxian Hei Mu Er
新鲜或加工水果、蔬菜和

谷物—蘑菇
Fangxian Black Fungus

十堰 房县香菇 Fangxian Xiang Gu
新鲜或加工水果、蔬菜和

谷物—蘑菇
Fangxian Mushroom

孝感 孝感米酒 Xiaogan Mi Jiu 米酒类 Xiaogan Rice Wine

黄冈 黄梅挑花 Huangmei Tiao Hua 棉布 Huangmei Cross-stitch

黄冈 英山云雾茶
Yingshang Yun Wu

Cha
附录 1其他产品

（香料等）—茶

Yingshan cloud and mist
Tea

黄冈 麻城福白菊 Macheng Fu Bai Ju
附录 1的其他产品

（香料等）—茶

Macheng
Chrysanthemum Tea

咸宁 赤壁青砖茶
Chibi QIng Zhuan

Cha
附录 1其他产品

（香料等）—茶
Chibi Qing Brick Tea

恩施 伍家台贡茶 Wujiatai Gong Cha
附录 1的其他产品

（香料等）—茶
Wujiatai Tribute Tea

潜江 潜江龙虾 Qianjiang Long Xia
新鲜鱼类、软体动物、甲

壳类动物及其衍生产品

—淡水龙虾

Qianjiang Crayf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