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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地理标志

在海南有哪些地理标志产品

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

一图为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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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橙子的“前世今生”

深读·
2022年10月12日 星期三A06

一个绿橙的“身价”增值之路
10月9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红毛镇罗坎村绿橙种植基地，莹润饱
满的果实尚在枝头，一摞摞订单已从
全国各地飞来。果农王朝参采摘、打
包、装车，几乎一刻不歇。

“品质最好的精品果，今年能卖到
12元一斤。”琼中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
心主任陈李叶说，开摘上市不到半个
月，眼下，已有百余家电商平台对接，
意向采购量达1000余万斤。

货紧价俏的琼中绿橙，事实上，起
初不过是个无人问津的“外来客”。

20世纪80年代，几株来自广东红
江农场的红江橙种苗，被果农戴宏国
插进了琼中乌石镇北排村的山头。几
年后，第一批果子迎来成熟季，果皮却
迟迟不见转红，这让他一下慌了神。

莫非水土不服？切开尝一口，果
肉却酸甜适度。

“琼中光温条件充足，影响了叶绿
素的分解和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的合
成，这才导致果皮中叶绿素含量高。”
陈李叶说，特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这
一身绿衣，由此成为琼中绿橙独一无
二的地域烙印。

可一开始，如此“新奇”的外貌却
遭受不少冷遇。“根本卖不出去，得叫

‘红江橙’才有人买。”这一幕给了戴宏
国很深的触动，也让他意识到口碑的
力量。

借别人的口碑，不如打造自己的
口碑。戴宏国开始变着法想招。

到岛外购买菜籽饼和花生饼发酵
当肥料，请来农业专家下村指导，改良
品种、筛选栽培、标准化生产、分级销
售……一系列尝试后，市场给出反响：
当戴宏国的绿橙卖出每斤2元多的高
价时，同村其他果农粗放式种出的绿
橙，却只能卖到每斤1.25元，甚至低至
每斤0.8元。

管理规范了，品质保证了，自然能
卖出好价格。

悟透这层道理后，村里其他果农
也开始学着精细化管理。到2004年，
琼中一口气出台《琼中绿橙生产技术
规程》《绿橙种苗》和《鲜绿橙》3个县级
地方标准，不仅让琼中绿橙的每一个
生产环节均有规可依，也逐步构建起
琼中绿橙的知识产权体系。

2006年1月，“琼中绿橙”获批注

册，成为海南第一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何谓地理标志？“它是标示某商品

来源于某特定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
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
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
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肖超解释，通
俗来讲，地理标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土特产。

作为与“三农”联系最为密切的知
识产权，地理标志从某种程度而言，是
品质、正宗的保证。这也让琼中绿橙
贴上地理标志的专属标签后，便如同
拿到了进入市场的“VIP卡”——

20世纪90年代初，琼中绿橙在岛
内市场的年销售额仅80万元左右，一
斤不过几毛钱；2010年，走访亲友捎
上一箱琼中绿橙，得按每斤5.5元的价
格埋单；2017年，琼中绿橙一级果的
价格每斤突破20元，更首次走出国
门；近几年，琼中绿橙的零售价始终在
每斤12元到15元左右波动……

如此行情，让果农们成为直接受
益者。

“8亩绿橙，今年最少能产出1.5万
斤，收入10多万元不成问题。”王朝参
说，自2015年租地种植绿橙以来，他
不仅还清了家里的债务，还盖了新房，
买了车。像他这样的果农不在少数。

目前，琼中共有310余家企业、合
作社和农户种植琼中绿橙，种植面积
3.2 万亩，预计今年总产量 1800 万
斤。一个地标农产品，悄然成长为带
强一个产业、带富一方农民
的“金色招牌”。

它们也曾泯然于众“橙”。
20多年前，果农戴宏国需在摊位上支起“红江橙”的招牌，才能勉强

以每斤几毛钱的价格将琼中绿橙卖出；10多年前，果农吴先忠卖掉5斤澄
迈福橙，拿到手的钱还换不回1斤猪肉。

“身价”倍增，始于“身份”加持。2006年、2012年，琼中绿橙、澄迈福
橙相继获批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声名渐起的它们，这才“身
价”一路上扬，成为一方富农产业。

类似于琼中绿橙、澄迈福橙的故事，可以在海南找到太多
“翻版”——

从年产值近60亿元的三亚芒果，到一年卖出
5713万只的文昌鸡，再到入驻全国各地中高端
市场的海口火山荔枝……梳理我省特色农
产品的“前世今生”，会发现它们的品
牌增值与发展进阶之路，均绕
不开同一个关键词：地
理标志。

2003年，以红江橙为母本改良而
成的琼中绿橙，已在岛内小有名气。
那一年，在遍布火山岩红壤土的澄迈
县福山镇，54岁的果农吴先忠决定种
上一批柑橙类作物时，同样选择了红
江橙。

尽管“同宗同源”，琼中、澄迈两地
结出来的果子却一绿一红，口感也不
同。这一差异化的品质特征，基于两
地不同的温度、湿度、水质、地形地貌
等自然因素，也让澄迈所种的橙子走
上另一条“身份标识化”之路。

第一批橙子上市后不久，澄迈便
申请注册了“澄迈福橙”商标，并专门
成立研究所，负责福橙的品种选育与
技术推广。

不囿于单一产业，2009年，澄迈
又率先全省启动“商标富农”工程，并
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地理标志创建工
作，通过出台一系列奖励扶持办法，引
导市场主体与农户树立商标意识。

粘泥带土的农货，历来都是“裸”
着卖，为何要申请商标？

“商标就像农产品的身份证，可以
让消费者认识记住并区分来源，也是
农产品走品牌化之路的基础。”澄迈县

“商标战略”和“商标富农”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回忆，起初，许多
人并不理解。

挨家挨户上门发动，手把手帮忙填
表，不仅申报费用由政府埋单，申报成功
后还能获得奖励……在一系列激励举

措的推动下，申报数量这才逐年递增。
从2009年前的17件，到2022年6月的
1785件，短短10余年间，澄迈累计有效
农产品商标注册数量增长105倍。

在这期间，“澄迈福橙”又率先突
围，于2012年成为该县第一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从商标到地标，一字之变，澄迈福
橙的产业格局却大了不少——

与普通商标不同，地理标志既表
明产地来源，又说明商品品质，不仅拥
有更高的含金量与辨识度，“使用公共
性”的特质也让其具有整合区域资源、
联动区域力量的特殊能力，形成了区
域、产业、企业、农户的合纵连横。

“只要是在澄迈种植、符合种植标
准的福橙，都可以使用‘澄迈福橙’的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这让大伙儿的积极性
一下就上来了。”吴先忠还记得，那几年，
靠种福橙发家致富的例子多不胜数，少
则一个月利润几万元，多则能赚近百万
元，“原本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户，也纷纷
改种福橙，以至于产业规模越来越大。”

而在10多公里外的桥头镇，从沙
土地里长出的澄迈桥头地瓜，在历经
每斤只能卖几毛钱的窘境后，同样踏
上了“商标富农”的探索之路——

2009年，在澄迈相关部门的引导
下，农户先后注册“桥沙甘薯”“桥沙”

“澄沙”“澄桥”等商标。遭遇“李鬼”
后，“澄迈桥头地瓜”又在澄迈相关部
门的重点扶持培育下，进一步强化商
标保护，于2018年获得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身价”一路上扬。

2021年，澄迈桥头地瓜年产值4.8
亿元，带动农户超过4200户。

地标变“金标”的故事在澄迈一次
次上演，并不是偶然。分批培育+优中
选优、制定标准+标准化种植、品牌管
理+打击侵权……为用好用活地理标
志，澄迈在商标培育、制定标准、监管
执法3个关键环节协同发力，稳步提
升地理标志产品“含金量”。

从2010年成为全国首个国家商
标战略实施示范县，到2021年成为全
省唯一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筹建
单位，过去10余年间，澄迈累计投入
超过2000万元用于实施“商标战略”
和“商标富农”工程。

经过多年商标培育和品牌建设，
澄迈形成了澄迈福橙、澄迈桥头地瓜、
澄迈苦丁茶、澄迈福山咖啡、澄迈无核
荔枝5个具有影响力的地理标志，种
植面积超7万亩，产值突破160亿元。

从“土字号”到“金名片”，一枚枚
地理标志，正是澄迈“保护一个产品、
带动一批企业、做强一个产业、富裕一
方百姓”的点“金”之笔。

一场地理标志
保护运用行动

今年9月，京东发布《2018—2022地
标农产品上行趋势报告》。该报告显示，近
5 年，各省地标农产品成交额年均增长
36%，高于农产品整体增速4个百分点。
地标农产品的市场认可度，由此可见一斑。

海南岛地处热带，光、热、水、土等自然
条件优越，自带发展地理标志经济的“天
赋”。绕全岛转一圈，几乎每个市县，都能
找到这样的农副产品：它们产自特定地域，
一方水土的自然馈赠与一方农人的集体智
慧组合，催生出当地专属的“味觉坐标”。

来自省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全省共有117个地理标志产品。

但申请到地理标志，并不意味着就拥
有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不少业内人士直言，过去数年来，我省
部分农副产品被纳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后，实际申请使用专用标志的企业却少之
又少，以至于好产品未能卖出好价钱的问
题相当突出。此外，即便贴上了专用标志，
地理标志产品不“出圈”或不“生钱”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

如何破局？一项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
程的实施，正重新唤醒这些沉睡的资源。

去年，我省印发《海南省地理标志运用
促进工程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
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中创新设立地理标志监管章节，从制度层面
为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作保驾护航。

肖超介绍，一方面，我省持续加强产品
标准、检验检测、质量保证三大体系建设，
有效推进地理标志产品生产标准化、产品
特色化、身份标识化、全程数字化水平；另
一方面，我省用好国内各类宣传展示平台，
积极申请加入并充分利用好中欧地理标志
产品互认互保平台，推动特色地理标志产
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促进增量、盘活存量，一项项举措的落
实，离不开各方合力——

地方政府落实属地责任，科学制定地理
标志产品的发展规划、培育计划；各类行业
协会等地理标志管理人落实主体责任，开展
地理标志保护、运用、管理、推广工作；龙头
企业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加强“龙头带基地、
企业连农户、产供销一体化”渠道建设。

这一过程中，我省逐步建立健全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核准工作体
系，将该事项的审批时限从3个月压缩至1
个工作日，明确市县—省局两级核准，实现
审批时限全国最短、审批层级全国最优。

政策更优，监管更强，审批更快，多重
利好叠加之下，市场主体申请用标的积极
性大幅提升。截至今年9月，全省共有223
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用标主体，其中188
家为 2021 年后新增，占历年来总数的
84.3%。

随着用标主体逐渐增多，通过信息互
通、技术共享、品牌共建等方式形成的合
力，也倒推地理标志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
加值进一步提升。

“譬如3家企业在使用‘大坡胡椒’的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后，胡椒产品销售量、价格、
产值均上涨超20%。”肖超透露，目前我省有
39个地理标志产品年产值上亿元，“海口火
山荔枝”“三亚芒果”“定安粽子”“琼中绿橙”
等用标市场主体均达10家以上。

一批批地理标志品牌“火出了圈”，也
有不少潜在地理标志资源仍“藏在深闺”。
经普查挖掘，我省共挖掘出130余个地理
标志资源，其中50个正申请认定或注册。

“譬如山柚油、金鲳鱼、无籽蜜柚等，这
些农副产品拥有一定人文历史、较高社会认
知度、较大市场需求，均是潜在的地理标志
资源。”澄迈县“商标战略”和“商标富农”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澄
迈正严格对标申报标准，找准产品优势，抓
紧做好上述产品的地理标志申报工作。

申报之路并非坦途，成功之后有喜也
有忧。

不久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一起
侵犯地理标志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典型案
例：明明是产自其他市县的地瓜，却被侵权
人打包装进了印有“澄迈桥头地瓜”地理标
志注册商标的纸箱。

尽管涉案货值不高，但“李鬼”不仅坑
了消费者，也毁着品牌“真身”。

“地理标志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其生产
者主要是农民。”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谢廷
光坦言，与城市企业主体相比，广大农民的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相对较弱，如果不加强
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将给地理标志的
权益人特别是当地农民带来重大损失。

“李鬼”泛滥，“李逵”当然得有招。除
持续开展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外，眼下，我
省正加强地理标志领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依法推动将地理标志产品生产、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纳入知识产权信用
监管，同时加强地理标志快速协同保护。

一揽子对策落地，不断强调着同一件
事：只有遵守规则，才能享受效益。而这也
正是创立地理标志保护体系的初衷。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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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商标兴农的生动实践

农户采摘的海口火山荔枝（资料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定安粽子。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名词解释：

地理标志
它是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特定地区，该商品的

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
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通俗来讲，地理
标志就是通常所说的土特产。

琼中绿橙。（
资料图）

澄迈桥头地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