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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地理标志保护研讨会在京召开

追根溯源

地理标志有望成为中欧“互联互通”新载体
志合作有望成为“一带一路”的新亮点，
双方优秀的地理标志产品有望成为新丝绸
12 月 11 日至 12 日，由质检总局与中 之路的新载体；在地理标志领域深层次高
欧知识产权项目联合举办的“中欧地理标 水平的合作，是中欧地理标志产品共享、
志保护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欧双 文化共进、管理机制共促、“互联互通”
方的地理标志保护专家通过对各自地理标 的生动体现。他相信通过在地理标志保护
志保护法律制度与保护实例的剖析，与参 领域的互信互认、合作与交流，有利于完
会代表们共同交流探寻中欧地理标志保护 善中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有利于双方
管理与实践经验，促进双方对地理标志保 优秀的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对方市场，也有
护领域的沟通与合作。
利于双方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取长补短、
质检总局科技司司长武津生在会议致 共同发展。
辞中回顾了中欧双方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欧盟驻华代表团公使衔参赞罗本诺
始的地理标志交流与合作历程。他表示， 表示，地理标志保护是一种获得世界广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规划和“互联互 泛认可的知识产权，很多国家都有进行
通”建设要求的时代背景下，中欧地理标 地理标志保护的传统。中国在建立自己

□ 本报记者 杨 蕾

黑龙江宝清苹果
申报地标产品保护通过审查

本报讯 （记者孙圆）日前，
质检总局发
布公告，
黑龙江省宝清县宝清镇、
七星泡镇、
七星河乡、
五九七农场共4个乡镇农场现辖
行政区域内出产的宝清苹果（寒疆红果）申
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经形式审查合格。
宝清苹果是宝清县的特色苹果，
具有
肉质脆、
汁液多、
风味酸甜、
营养价值高等
特点。宝清苹果品种丰富，
主要以金红和
七月鲜为主。金红苹果系金冠和红太平
的杂交种，
属蔷薇科苹果属，
适宜生长在
寒温带落叶果树栽培区，
是果汁加工不可
多得的高酸苹果原料，
深受南北方消费者
欢迎，
远销全国20多个省、
市、
自治区，
成
为调节全国水果市场的主导品种之一。
宝清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三江
平原的腹地。该县地貌结构复杂，各种
地形均具备，大体上是“四山一水四分
田，半分芦苇半草原”的自然分布状况，
境内有山脉、丘陵、平原、沼泽、河川 5 种
地形地貌，丘陵区坡谷平缓，溪水长流，
适合果树的生长。宝清县是国家级宝
清苹果标准化示范地。

四川巴中平昌江口青鳙
成为地标保护产品

本报讯 （记者杜 妍）近日，质检总
局发布 2014 年第 129 号公告，批准江口
青鳙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发布之日
起实施保护，保护范围覆盖四川省平昌
县澌岸乡、兰草镇、坦溪镇、驷马镇等 13
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
为保护地方特色产品，
提高江口青鳙
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发展地域特色经
济，
该县高度重视江口青鳙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申报工作，落实专班统筹规划、
组织协调申报工作，
落实专人深入挖掘江
口青鳙的地域、人文特征和品质特色，落
实专家制定养殖管理、
质量特色等质量技
术标准，
成功获批地标产品保护。
今后，江口青鳙产地范围内的生产
者，可向平昌县质监局提出使用“地理标
志产品专用标志”申请，经四川省质监局
审核并报质检总局核准公告后，即可使
用该专用标志。

广西金秀红茶获地理标志
茶产业快速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杜 妍）近日，金秀红
茶通过了农业部的审定，拿到地理标志
登记证书，标志着广西区金秀县符合标
准的茶产品都能使用“金秀红茶”农产
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金秀县茶叶产业
不断跨越发展。
近年来，
金秀通过深入推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
因地制宜，
创新思路，
围绕特色
产业，
提出了
“山外乡镇发展水果产业，
山
内乡镇发展茶叶产业”
的特色农业发展的
工作思路，
并加快实现农业转型升级，
农
业农村经济持续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方面做出了持久的
努力，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双方都希
望建立一个全面、平衡的地理标志双边
工作机制，这对欧洲和中国这样拥有悠
久历史和众多特色产品的地区和国家来
说，显得尤为重要。
据介绍，我国地理标志专门制度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与探索，目前获保地理标志
产品达到 1804 个，其中国外地理标志产品
15 个。今后，质检总局将继续完善地理标
志保护专门制度：加强地理标志立法调研，
推进中央、地方立法；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监
管工作，开展执法打假活动，提高保护水
平；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宣传工作，丰富
宣传形式，提高地理标志产品的社会认知

度和品牌影响力；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技术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推动和支持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加强国际
交流，将地理标志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到
新高度。
中欧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的合作由来
已久，上世纪 90 年代中法、中意就开始了
地理标志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05 年双方
又签订了地理标志谅解备忘录；2007 年中
欧开展 10+10 地理标志产品互认试点；国
家质检总局还对法国干邑、香槟酒、英国苏
格兰威士忌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2011 年开始，双方又酝酿实现中欧 100+
100 的全面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将双
方地理标志专门体制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竹乡山家笋干香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宁国笋干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 本报记者 李 辉
“去年宁国笋干被批准作为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我们的品牌和企业形象得
到持续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供不应求。”
12 月 14 日，虽然是周末，安徽省宁国市
乡味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刘宏斌还在忙着与来自上海的一批客
户洽谈明年的供货生意。宁国笋干早在
明清时代就已闻名海内外。它以色泽青
绿黄亮，香气馥郁，鲜嫩可口的特色深受
消费者喜爱，
被誉为“山菜之王”。
据了解，
“宁国元竹（笋干用竹）种植
面积与产量居全国之首”。种植面积达
8533 公顷，
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 10%，
成为安徽省宁国市农业 3 大重点骨干产
业之一和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
一。宁国笋干年产量约 2000 吨，主产于
该市东部的天目山脉一带，无污染、纯天
然，是集营养保健功能于一体的绿色食
品，
与其他地区竹笋相比，
在营养成分、
品
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宁国笋干具有
悠久的种植、
加工历史及享誉海内外的知
名度，
远销港澳、
日本和东南亚。

等率大军攻打宁国，后设计捉拿了宁国 宁国笋干独特的内在品质。
守城名将朱亮祖。随同前往的马夫人在
近年来，宁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宁国薛家山生下大公主（后封为宁国公 笋干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主）。朱元璋在宁国期间，当地一百姓献 举措，大力实施“生态立市、林业富民”战
出一篮用炭火精心烘制的笋干，肉炖笋 略，培育龙头企业，提升特色林业基地，
干质嫩味美，风味独特，众人食后赞不绝 拓展市场空间，着力构建具有特色的产
深厚历史见证特有品质
口。朱元璋和马夫人便找来献笋人，问 业体系和生态体系，初步建成具有山区
宁国的竹笋种植自有史记载已有近 他如何得如此好笋？那位百姓灵机一动 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并形成以贸工农
“我这笋是专为皇帝制作的。”朱元璋 一体化和产加销产业化为特点的山区产
1500 年历史，且种类繁多，据 1936 年《宁 说：
国县志》记载：
“ 竹类：筋竹、水竹、苗竹、 听后非常高兴，连声叫好，钦定为朝廷贡 业化雏形。现已建成“国家级小径竹笋
紫竹、苦竹、淡竹、罗汉竹、斑竹、石竹等 品。明嘉靖《宁国县志》贡法篇明确记录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000 公顷和“省级
雷竹现代科技示范园”200 公顷，全市竹
18 种。”在漫长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依托 “篆笋（笋干）九十四斤”。
据史料记载，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 产业总产值超过 11 亿元，先后荣获“国
宁国市独特的自然条件，劳动人民的智
“中国元竹之乡”、
“中国竹子
曾在宁国水码头港口镇 家生态市”、
慧得到充分的体现，宁国笋干用竹得到 轼一生痴情于竹，
“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全国经济
沿河边的竹林漫步、
访察民情， 之乡”、
不断优化和改良。如今，营养丰富、色泽 拜访老友，
“ 全国林业科技示范县”
黄亮、肉厚味鲜的淡竹笋（即元竹、雷竹 沿河的百里翠竹林让他终生难忘。他曾 林建设先进市”
“可使食无肉，
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 等荣誉称号。宁国笋干作为特色农产品
等笋用竹）已成为宁国笋干的主要原材 写下
料。元竹作为宁国笋干用竹，其种植规 人瘦，无竹令人俗”的佳句。南宋诗人杨 的代表，有力地支持了该市竹产业经济
同时促进了农民增收。
模和水平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已成为 万里在调任回江西路过宁国县延福乡杜 的发展，
该市现已形成以宁国市乡味源农产
迁市（今宁国市港口镇），吃过桌上的笋
宁国市一大特色品种。
对比在金陵吃的竹笋，
写下著名的《晨 品开发有限公司为骨干的具有一定开发
我国最早的一部竹类专著，晋朝戴 后，
“ 乡味
凯之所著的《竹谱》，在《竹谱详录》中云： 炊杜迁市煮笋》，诗曰“金陵竹笋硬如石， 加工能力的竹笋加工企业集群，
“千秋”、
“詹氏”、
“喜乐林”等知名品
“ 盘 肠 竹 生 东 郡 ，缘 海 诸 山 中 ，其 笋 最 杜迁市里笋如酥，不须咒笋莫成竹，顿顿 源”、
美。”以及宋代作家赞宁所作的《笋谱》， 食笋莫食肉”，把宁国的竹笋推向了极 牌产品以质优、价廉、品种多而深受消费
畅销国内外市场。
都对宁国市竹笋的名称、用途、产地，特 致。宋代以来，宁国笋干已为人们所称 者青睐，
刘宏斌告诉记者，宁国市依托安徽
别是对竹笋的采法及笋干、笋脯的做法 道。1956 年，宁国（天目）笋干首次进广
交会展出，颇受外商青睐，
《香港经济导 省标准化研究院、安徽农业大学、浙江农
都有详细的记述。
林大学等科研院所，编制并发布了《散生
“宁国（天目）笋干清鲜盖世”
。
宁国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南宋时期 报》称
类中小径笋用竹丰产栽培技术规程》、
曾两度出任丞相的著名政治家吴潜，也
形成特色商品生产基地
《宁国笋干用林栽培技术规程》等种植标
是历史上著名的词人，他在外任职，十分
宁国笋干以肉厚、味鲜、色美和营养 准，并通过建设国家级小径竹笋农业标
思念家乡的山水、人事，钟爱宁国满山遍
地的竹林，回味家乡笋干的独特风味，他 丰 富 而 著 称 ，是 著 名 的 传 统 土 特 产 之 准化示范区和省级雷竹现代科技示范
在回乡探亲写有多首诗词，如《满江红》： 一。它利用传统制作方法与现代农产品 园，使标准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保证了
回首家园，竹多屋、水还多竹。那更是， 加工技术结合加工而成，保持了鲜笋的 宁国笋干的优质原材料供应。在原有烘
千峰凝翠，一溪凝绿，多谢故人相问询， 原质、原色和原味，其复水性好，保质期 制工艺基础上研发的脱水加工工艺，已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省级科技成
长，卫生安全，
食用、运输、储藏方便。
奚奴步步收珠玉。
宁国市具备了竹类生长特定的生长 果 1 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同时制定
宁国笋干相传深受明朝开国皇帝朱
元璋的喜爱，据明、清《宁国县志》记载， 环境，从而造就了宁国竹笋特有的品种 并发布了《宁国笋干》产品标准，保证了
公元 1357 年 4 月，朱元璋、徐达、常遇春 特性和独特的种植、加工工艺，也决定了 宁国笋干的产品质量安全和特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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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陶瓷
□孙圆
淄博是位于山东中部的新兴工业城市，是古齐国
的都城，也是驰名世界的瓷都之一。这里的陶瓷制品
不仅享誉国内外，
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从发掘的北辛文化遗址看，早在公元前 5100 年，
山东就有了制陶业。到公元前 4000 年大汶口文化时
期，山东的制陶技艺已达到较高水平。从出土的大汶
口彩陶看，慢轮成型，能塑造鼎、觚、豆、钵、罐、盘、背
壶等多种器形，能用土红、赭石、白垩士、炭黑等颜色
在陶器上用直线、斜线、弧线精细地勾绘出各种规矩
整齐的几何形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图案。可以说，
大汶口文化时期已成为山东制陶的良好开端。而稍
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 2600 年~前 2000 年），山
东制陶业已可以生产出黑色磨光、薄如蛋壳的黑陶，
表明山东的制陶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文
献记载，盛于宋代（960 年前后），
“居人相袭善为陶”，
当地遂有瓷城、瓷都的誉称。
历史悠久的淄博陶瓷，不论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具
有较高的水平。如新石器末期的蛋壳陶、宋代问世的
雨点釉和茶叶末釉，至今仍被各国视为珍品。
名贵的雨点瓷，又名油滴瓷，在黑色的釉面上均
匀地布满了银白色的小圆点。圆点小如米粒，盛茶时
金光闪闪，盛酒则银光熠熠，映日视之，晶莹夺目。雨
点釉在日本称为天目釉，用这种瓷制作的茶具是日本
茶道中无与伦比的上品。
茶叶末釉是一种含有结晶矿物的无光釉。古人
称赞说：
“ 茶叶末，黄杂绿色，娇嫩而不俗，艳于花，美
如玉，最养目。”用这种釉制作的各种文具、瓶、罐，釉
色纯正，
古朴典雅。
在彩陶绘画方面，淄博陶瓷更有独创性的发展，
解决了自古以来乌金釉陶器不能配以彩绘的难题，特
别是首创的立粉装饰画法，为陶瓷装饰开拓了新的境
界。其中，立粉彩陶挂盘最为突出。它是在施了乌金
釉的陶坯上，以艺术釉为颜料，用木刻和国画写意相
结合的手法进行绘画。在描绘最能传神的细部时，使
用特制的工具涂以立粉，从而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
各种色釉经过烧制窑变后，由于互相渗透、重叠、扩
散，呈现出意想不到的瑰丽多彩的艺术效果。
1980 年，淄博陶瓷在日本展出时，日本陶瓷专家
称赞道：
“从雨点瓷到现代陶瓷艺术，淄博可以说是巧
匠辈出，
佳作如林。”

广东连平鹰嘴蜜桃
申报地标产品保护通过审查

本报讯 （记者孙 圆）日前，质检总局发布公告，
广东省连平县现辖行政区域内出产的连平鹰嘴蜜桃
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经形式审查合格。
连平鹰嘴蜜桃也叫鹰嘴蜜桃、鹰嘴桃、上坪水蜜
桃，属硬肉毛桃，果实成熟时呈短圆形，果顶鹰嘴状突
起 。 其 以 色 泽 鲜 亮 、果 大 肉 嫩 、味 甜 爽 脆 而 闻 名 。
2005 年 11 月，连平县被中国特产之乡推荐暨宣传活
动组织委员会确认为“中国鹰嘴蜜桃之乡”。连平鹰
嘴蜜桃是目前广东乃至中国南方较好的桃类品种，被
农科专家誉为“桃之极品”。
连平县依靠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和丰富的
水土资源，大力发展水果种植业，其中，连平鹰嘴蜜桃
基地种植面积最大，形成了“十里桃花，万亩桃园；三
月赏花，七月品果”的壮观景象，是闻名广东省的农业
产业化观光旅游基地。

四川苏稽米花糖申报
地标产品保护通过审查

本报讯 （记者孙 圆）日前，质检总局发布公告，
四川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水口镇、杨湾乡共 3 个乡镇
现辖行政区域内出产的苏稽米花糖（苏稽香油米花
糖）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经形式审查合格。
米花糖是一种著名的汉族小吃，其主要是用糯米
和白糖制作而成。制成品光润饱满，口感酥脆香甜可
口，具有米花清香。
苏稽米花糖是苏稽镇名特产品，清代末年就已出
名，畅销省内各地，在抗战时流传出川，甚至远达香
港。其前身为峨眉猪油谷花，后由张吉武将其制作技
术带到苏稽镇，并取名为苏稽米花糖。
苏稽为千年古镇，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和悠
久的历史积淀，素有鱼米之乡、龙灯之乡的美誉。

汇贵州大地文化瑰宝 品醉美黔乡多彩风华

2014
“BMW 中国文化之旅”
回顾展在京圆满举办
苗舞蹁跹，
侗歌悠扬。伴随着浓郁的黔乡
文化之韵，
2014
“BMW 中国文化之旅”
回顾展
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橙色大厅隆重开幕。本
次展览由 BMW 携手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举办，
在 12 月 9
日至12月15日期间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围
绕着
“食、
俗、
技、
艺”
四个分主题，
该展览为观众
集中呈现黔贵大地上的三十多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
参展项目数量为历届展览之最。此外，
BMW 还别出心裁的设置了主题日活动，
让苗
族锦鸡舞、
安顺地戏、
侗族大歌、
布依族勒尤等
民族文化瑰宝亮相三里屯太古里这一时尚地
标，
吸引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目光，
共同保
护、
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在开展仪式上，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先生亲自吹响了来自
苗乡的传统乐器——芦笙，
并与观众分享了自
己连续多年参与“BMW 中国文化之旅”的感
受：
“一个民族薪火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乃
是世居在这里的人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今年的文化之旅中，
我们不仅更加深刻地理
解了
‘文化遗产’
的意义，
也为每一个传承人的
坚守所感动。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传承，
我们
相信通过个人、
家庭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努力，
古

嘉宾合影
老的中国智慧将会传承不辍，
我们也将为此而
不断前行。
”
今年夏天，
BMW 组织了两支探访车队前
往贵州，
在这片神奇的
“文化千岛”
上探寻、
捐助
和保护当地的多元民族文化。通过此次展览，
BMW更将一个充满灵性与诗情的贵州带到了

公众面前：
从荟萃黔乡特色的饮食风华、
到古朴
动人的民俗文化；
从精湛高超的手工技艺、
到缤
纷多彩的民族歌舞艺术，
本次展览云集了贵州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
共有三十多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参展，
其中包括实物展品百余件、
图片
资料和多媒体资料近二百件。此外，
更有近四

十位资深传承人亲临现场进行技艺展示与表
演，
为公众铺陈开一幅鲜活生动的民族文化画
卷。
为了使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冬吴相对论》主讲人、
正
安中医创始人梁冬先生，
知名作家、
文化学者赵
珩先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邓钧先生也应 BMW 之邀来到现场，
与苗族长
篇史诗《亚鲁王》的整理和翻译者杨正江先生一
起带来了一场以
“薪火相传的文化魂脉”
为主题
的精彩对话。对话从个人、
家庭以及民族三个
层面阐释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同时也展现了
贵州的
“非遗”
传承人的执着信念。不论是坚持
收徒授业、
将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发扬光大的杨
光宾，
还是带领乡亲们共同为古法造纸增添活
力、
钻研世界级手工纸的王兴武；
抑或是为延续
民族文化根脉而四处奔走、
深入挖掘、
整理、
翻
译苗族长篇史诗《亚鲁王》的杨正江，
每个
“文化
守望者”
背后的故事，
都让人们看到了贵州
“非
遗”
传承人那大山般坚韧的性格与风骨，
而这也
正是古老的传统文化能够传续至今、
并且依然
生机盎然的根本原因所在。
八年来，
为唤起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传承人群体的关注，
促进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
“BMW 中国文化之旅”不断深
入华夏大地进行探访，
累计行程已超过一万七
千公里，
足迹遍布21个省及自治区、
直辖市，
探
访了中国六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
及21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对其中77项亟
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研究课题进
行了总计 800 万元的捐助，
切实助力中国传统
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作为“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典范，
“BMW
中国文化之旅”
已连续七年列入中国
“文化遗产
日”
系列活动，
得到了政府、
文化研究机构及公
众的广泛认可与关注。
植根中国、
融入当地是 BMW 对中国社会
的长期承诺之一。作为BMW中国企业公民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BMW 中国文化之旅”每
一年的峥嵘历程，
均向世人展现了其不断深入
了解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的决心与努力。
通过持续开展该项目，
BMW 不仅唤起了更多
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
自觉意识，
也构筑了一个开放的文化保护平台，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主动关注中国传统文化，
并
积极探寻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
使之能够历久
弥新，永绽光彩，而这也生动诠释了 BMW 所
倡导的文明传承之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