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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商标战略的深入实施，我省
商标工作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全省商标有
效注册量、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及中国
地理标志等关键指标取得新突破，成绩分外
亮眼。日前召开的全省商标战略推进工作现
场会，对我省实施商标战略进行了再总结、再
部署，商标强省建设再迎新契机。我省商标
工作亮点几何？各级、各部门实施商标战略
有何创新之举？下一步还有哪些工作需要提
速？4 月 20 日，省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副省长王艳玲就此次会议精神进行解读。

注册总量攀升 驰名商标喜人

2014 年，我省商标工作不断刷新历史纪
录。在推进商标注册工作，争创中国驰名商
标、省著名商标，培育和发展中国地理标志等
方面取得了新成效、新进展、新突破。

首先是推进商标注册工作取得新成效。
截 至 2014 年 底 ，全 省 商 标 有 效 注 册 量 为
218631 件 ，居 全 国 第 9 位 ；新 增 注 册 商 标
33765 件，超额完成了全年达到 21 万件的总目
标。郑州市商标有效注册量达 80453 件，新增
注册商标 13017 件，比 2013 年增长 19.3%，继
续在全省保持总量第一。全年增长率在 20%
以上的有开封、洛阳、平顶山、濮阳、周口、商
丘、兰考、长垣、邓州、固始、鹿邑，其中开封、
濮阳、鹿邑、固始增速较高，达到 30％以上。

其次是争创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
取得新进展。2014 年全省共申报中国驰名商
标 54 件，与上一年申报基本持平。但在认定
条件更加严格、全国总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全省新增中国驰名商标 22 件，驰名商标总数
累计达到 175 件，居全国第 13 位。其中，郑州
增加 9 件，南阳增加 3 件，洛阳、许昌、巩义分
别增加 2 件，新乡、漯河、信阳、鹿邑各增加 1
件。全省著名商标总量达到 2601 件，比 2013

年增长 16.1%。
最后是全省培育和发展中国地理标志取

得新突破。去年全省新增中国地理标志 13件，
是历史上增加最多的一年，目前全省已有中国
地理标志 46 件，居全国第 15 位。新增中国地
理标志分布情况为：南阳 4 件，分别是内乡核
桃、南阳黑猪、唐半夏、唐栀子；洛阳 3 件，分别
是宜阳水沟庙大蒜、孟津梨、黄河鲤鱼；安阳 2
件，分别是东岗核桃、东岗花椒；三门峡 1件，为
卢氏绿壳鸡蛋；许昌 1 件，为鄢陵蜡梅；焦作 1
件，为温县铁棍山药；濮阳 1件，为清丰白灵菇。

优厚政策激励 创新模式帮扶

我省商标工作不俗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好政策的激励作用。目前，全省 18 个省辖市、
10 个直管县(市)政府全部结合实际，出台了实
施商标战略的相关文件。从全省目前出台文
件的市县情况看，最突出的特点是激励政策
优厚、各项配套措施有力。郑州市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深入推进商标战略实施的意见》，对
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和河南省著名商标的企业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和 30 万元。林
州市明确获得一件中国驰名商标总计可奖励
230 万元，其中包括省政府奖励 50 万元、安阳
市奖励 80 万元、林州市奖励 100 万元。济源
市每年年初都对上一年度新认定的驰名、著

名、知名商标单位进行奖励。
同时，不少地方十分注重商标战略实施

创新，大力实践由商标数量提升兼顾品牌发
展。郑州市作为国家首批“国家商标战略实
施示范城市”，创新开展“三项扶持”，即扶持
特色农产品、涉农龙头企业、涉农主导产业发
展，采取“四项举措”，即建立联系分包企业制
度、开展走访调研活动、建立商标工作站、建
立“商标力量 品牌郑州”qq 群，引导帮扶商
标企业做大做强。截至目前，全市驰名商标
达 38 件、著名商标 444 件，两项指标均居全省
第一。焦作市开展品牌“联企挂钩”活动，选
取该市千余家商标企业逐一上门，了解品牌
发展战略需求，充分激发企业品牌发展活力，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南阳市实行“一计划一
跟踪”推动企业用活商标，依托大走访活动，
全面了解企业商标发展情况，并根据实际走
访结果，建立商标培育发展计划，同时坚持全
程跟踪，帮助企业科学制订商标品牌发展规
划，及时为企业解决商标申报材料准备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指导企业用好用活商标，增强
核心竞争力。林州市创新商标授权使用形
式，把 30 个类别 39 件“红旗渠”商标，许可招
商引资重点企业采用授权贴牌、连锁经营等
方式使用“红旗渠”商标，促进“红旗渠”商标做
强、做优。

此外，各级产业集群品牌基地培育工作

也已全面展开。2013 年以来，全省各地以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
聚区、商务中心区、特色商业区为依托，积极
推荐省级产业集群品牌培育基地，研究制定
与基地相关的商标发展优惠政策，取得了初
步成效。洛阳市启动商标战略示范创建评价
体系调研活动，扎实推进产业集群品牌基地
建设，推进商标战略实施。鹿邑县高度重视
产业集群基地品牌培育工作，目前鹿邑产业
集聚区共有市场主体 114 家、注册商标企业 67
家、已注册商标 216 件、著名商标 2 件、驰名商
标 3 件。

部门协调联动 战略扎实推进

近年来，各级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立足职能，发挥优势，密切配
合 ，形 成 了 实 施 商 标 战 略 齐 抓 共 管 工 作 局
面。2014 年 3 月，省工商局联合河南电视台举
办了“大河印记——河南省推进商标战略行
动暨‘品牌河南’活动”，对全省商标工作 10 个
先进单位、21 名先进个人和 10 家示范企业颁
发了证书和奖牌，公布了 2013 年认定的河南
省 34 件中国驰名商标，对全省实施商标战略
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省人社厅特事特
办，2013 年同省工商局联合下发表彰文件，对
我省实施商标战略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
示范企业进行了表彰。省财政厅连续三年按
政策大力支持省政府奖励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企业，每次及时拨付专款予以保障，极大地增
强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企业发展的信
心。知识产权、科技、海关、质监等行政执法
机关，普遍同工商部门建立了情况交流和案
件通报制度，形成了统一协调的商标行政保
护体制；公安、法院同各行政部门在查办案件
方面加强协作配合，完善了联合办案、案件移
送制度，建立了重大纠纷跨区域、跨部门执法
应对机制，加大了对商标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下一步，省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将继续扎实推进商标战略的全面实施。通过
完善工作考核办法，狠抓工作推进，确保超额
完成 2015 年的各项工作目标，省商标战略实
施工作领导小组将拟定《2015 年省辖市、直管
县商标战略实施工作目标考核办法》，确保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年度内商标申请量、有效注
册量增长 20%以上，驰名商标申请量、中国地
理标志注册申请量、河南省著名商标认定量
增长 10%以上。

截至 2014 年底全省商标

有效注册量为218631件

●2013年8月15日，省政府召开第11次常务

会议，研究通过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商标

战略的意见》。

●2013年 8月 23日，省政府印发《关于实施

商标战略的意见》（豫政〔2013〕55号）。

●2013年 8月 30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实施商

标战略电视电话会议，就实施商标战略进行安排

和部署。

●2013年 10月 29日至30日，副省长王艳玲

深入鹤壁市、安阳市、濮阳市调研商标战略实施工作。

●2014年 2月 20日，省政府召开省商标战略

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2014年 2月 24日-28日，省工商局举办了

全省工商系统商标战略和商标监管执法业务培

训班。

●2014年 3月 20日，省工商局联合河南电视

台举办“大河印记——河南省推进商标战略行动

暨‘品牌河南’活动”。

●2014年 3月 21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实施商

标战略推进会议。

●2014年 3月 22日，全省第一个企业“商标

工作站”在新郑市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揭牌

成立。

●2014年 6月 24日，省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

导小组印发《河南省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职责》和《2014 年度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商标战略实施工作目标考核办法》。

●2015年 4月 10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商标战

略推进工作现场会，通报 2014年度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实施商标战略目标考核情况，安排部署

2015年商标战略工作。

近年来，全省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实

施商标战略的意见》和全省实施商标战略推进会议

精神，全力推进商标战略实施，工作成效显著。

全省 18 个省辖市、10 个省直管县（市）政府先

后出台实施商标战略的有关文件，各级政府纷纷

召开动员会，对商标扶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

施，重奖获得中国驰名商标、河南省著名商标和中

国地理标志的企业。各地以产业集聚区为依托，

积极开展产业集群品牌基地培育，目前初步培育

出 64家产业集群品牌基地。

2014 年，我省商标工作迈上新台阶。各地推

进商标注册工作取得新成效，全省新增注册商标

33765件，商标有效注册量达到 218631件。争创中

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获得新进展，去年新增中

国驰名商标 22 件，总数累计达到 175 件；全省著名

商标总量达到 2601件。全省培育和发展中国地理

标志有了新突破，去年新增中国地理标志 13件，是

历史上增加最多的一年，目前全省已有中国地理

标志 46件。

我省实施商标战略大事记

强力推进商标战略 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王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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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高度重视商标战略实施工作，
2014 年新增注册商标 15048 件，中国驰名商
标 9 件，河南省著名商标 98 件。目前，全市注
册商标总量达到 80453 件，占全省注册商标
总数的 36.8%。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45 件（含
司法认定 7 件），占全省的 25.7%。宇通、红旗
渠 、思 念 、三 全 还 入 选 了 世 界 品 牌 实 验 室
2014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

郑州市将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高新技术
产业集聚区、马寨产业集聚区、新密市产业集
聚区四个集聚区作为商标战略实施示范区，
出台支持产业集聚区商标发展的措施和支持
航空港实验区商标发展的“商标兴区”意见。
围绕郑州市七大工业主导产业和四大新兴战
略产业，加强商标培育，实现了商标品牌在优
势产业的全覆盖，优势重点产业驰名、著名商
标拥有量占到全市总量的一半以上。建立实
施培育、培优、指导、保护农产品商标和地理
标志发展机制，扶持涉农企业和涉农主导产
业发展。全市拥有农产品地理标志 4 件、涉
农驰名商标 9 件。

郑州

出实招打造商标强市
2013 年来，省财政厅认真贯彻落实省政

府《关于实施商标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全力推进商标战略实施，扎实做好
各项财政专项经费保障工作。

2013 年来，省财政厅按照省商标战略
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
加强对商标战略的财政支持。对驰名、著
名商标企业在财政贴息方面予以倾斜；支
持批准设立品牌资产评估机构；鼓励、支持
融资性担保机构为企业商标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对驰名、著名商标企业
产品（服务），符合政府采购规定的，予以优
先采购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扶持的
政策。

同时，为具体落实《意见》中关于“对获
得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省政府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奖励”的激励机制，省财政厅具体研
究出台了一套相关的专项资金申报、审批和
划拨程序。三年来，省财政厅按照《意见》的
有关要求，共安排近 3000 万元财政专项经
费，用于对中国驰名商标企业的奖励。

省财政厅

强化商标战略财政支持
林州市目前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2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3件，河南省著名商标 15件。
大力支持具有本土地域特色的农产品

申请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林州
市实施商标工作的一个着力点。该市结合

“坡地经济”、“林下经济”的壮大发展，开展
了对当地“老字号”和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
农产品、文化和服务品牌挖掘工作，对特色
农产品进行排查摸底、登记造册，并根据影
响和品牌价值分别择优列入重点培育对象，
加强对这些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帮
扶力度，为他们积极创造条件申请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注册。目前，安阳市的 3 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全部由林州包揽。

近年来，林州市鼓励企业积极申报河南
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开展“商标强
企”活动，走品牌发展道路，对那些科技含量
高，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在全省乃至全
国行业排名在前的重点企业和特色企业，建
立台账，明确专人，积极扶持，指导帮扶企业
争创驰名商标、著名商标。

林州

积极培育地理标志
长葛市产业集聚区目前拥有注册商标

113 件，其中，驰名商标 3 件,占全市驰名商标
总数的 75%；河南省著名商标 19 件，占全市
著名商标总数的 44%。

在工商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长葛市产业
集聚区对区内各类经济主体、商标资源及行
业分布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普查，建立健
全了商标数据库、驰著名商标数据库及重点
培育数据库，确定了园区商标培育发展梯
队，科学引导企业正确认识并合理使用注册
商标。

在大力实施商标战略的过程中，园区
始 终 坚 持 以 驰 名 、著 名 商 标 企 业 带 动 产
业，对主导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和招商引资
的行业龙头企业，在政策、土地、资金、人
才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推动企业走高端
路 线 ，打 造 品 牌 、扩 大 规 模 ，持 续 向 规 模
化、国际化发展，着力培育出一批经济效
益好、主业突出、产品市场占有率高、自主
研发能力强、技术装备先进的大型企业和
企业集团。

长葛市产业集聚区

立足区内品牌打造“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