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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广东省佛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佛山

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广东光丰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炜联长城金属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万佳泓不

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再辉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中成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佛山市东

正宏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诚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市新捷成钢业有限公司、佛山市业和不锈

钢有限公司、深圳市民乐管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蔡卫旭、黄耿燕、龚悦、杨毅宁、吴伟斌、陈培华、杜海波、孙峰、陈华华、

谭永炼、邓伟健、张晓敏、陈伟彬、麦稳求。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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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宗旨、适用产品或服务、办理程序、权

力和义务、商标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及协会所属全体会员对集团商标的使

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体商标 Collective Trademark

是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专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

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

3.2

申请人 applicant

依据本标准向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申请集体商标《授权使用许可证》的法人或组织。

3.3

被授权人 Authorized person

获得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颁发的集体商标《授权使用许可证》，在规定的有效期内获得集

体商标使用权的法人或组织。

4 总则

4.1 协会集体商标的注册人是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协会所属成员按本标准履行手续后，均

可使用协会集体商标，协会理事会对协会集体商标的使用和管理具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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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协会集体商标的注册、续展、变更和使用许可、使用管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4.3 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注册的集体商标标识（以下简称协会集体商标）见图 1。

图 1 集体商标

5 宗旨

使用集体商标的宗旨为：

a) 打造不锈钢材料和制品行业的地域标志性名片；

b) 扩大广东不锈钢材料和制品的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

c) 促进广东不锈钢材料和制品行业提高生产、经营和服务质量；

d) 维护和提高广东不锈钢材料和制品协会集体商标在国内外市场的声誉；

e) 保护广东不锈钢材料和制品企业的合法权益；

f) 实现广东不锈钢材料和制品产业的优质发展。

6 适用产品或服务

集体商标适用的产品或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a) 装饰用不锈钢管

b) 装饰用不锈钢板；

c) 不锈钢水管、管件及配件；

d) 其他不锈钢相关制品或服务；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和使用条件

7.1.1 申请和使用集体商标的成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属于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从事不锈钢材料与制品行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企业

或个体工商户；

b) 合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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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法纳税；

d) 属于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会员单位；

e) 近两年内无诚信不良记录、无市场监管部门处罚记录；

f) 在协会申请使用集体商标并获得批准。

7.1.2 使用协会集体商标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下列条件：

a) 应执行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认可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等；

b) 产品或服务质量达到相应标准的要求；

c)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d) 产品实际产地或服务地点应在广东省内；

7.2 申请需提交的材料

a) 《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集体商标授权使用申报表》（见附录 A）；

b) 营业执照复印件；

c) 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

d) 半年内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7.3 申请流程

7.3.1 提交材料

向协会提交7.2规定材料。

7.3.2 审核发证

7.3.2.1 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后，协会应组织工作人员在一个星期内完成申请材料的预审；

7.3.2.2 通过预审后，协会应组建集体商标申请审核小组，按照《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集体

商标授权使用实施方案》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查；

7.3.2.3 通过审核后，协会应向申请人颁发《授权使用许可证》和集团商标标识；未通过审核的以书

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7.3.3 证书续期

《授权使用许可证》有效期为一年，证书续期需在有效期到期的前2个月内重新提交7.2规定资料。

7.4 收费标准

集团商标使用权的申请和续期不收取任何费用。

8 权利和义务

8.1 权利

a) 集体商标可用于产品外包装、展览、图册、名片、广告宣传；

b) 获得集体商标授权使用的企业，可选择把产品信息录入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集体商标

使用查询系统，公开产品信息，体现“原产地广东”；

c) 优先参加由协会主办或协办的品牌宣传、技术培训、贸易洽谈、信息交流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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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义务

a) 维护该商标产品的品质、质量和声誉，保证产品质量稳定；

b) 严格按标准及相关法规组织生产；

c) 自觉承担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d) 接受授权单位对产品质量和商标使用的监督检查；

e) 应有专人负责该商标标识的管理、使用工作，确保该商标标识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不得

向他人转让、出售、馈赠该集体商标标识，不得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

9 商标管理

9.1 管理机构

协会秘书处是协会集体商标的管理机构，具体实施下列工作：

a) 组织本协会成员对本标准进行制定和修改；

b) 组织、监督按本标准使用协会集体商标；

c) 对集体商标的使用进行跟踪管理；

d) 对使用集体商标的产品或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e) 维护协会集体商标的专用权（包括且不限于集体商标的续展、授权成员的更新）；

f) 协助政府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侵权、假冒案件；

g) 对违反本办法的使用人作出处理等。

9.2 商标推广

协会应积极通过与政府、媒体等沟通联络，推动集体商标的宣传、推广，扩大集体商标的影响。

9.3 商标使用的终止管理

出现以下情况应取消被授权人的授权资格：

a) 有效期满未办理《授权使用许可证》续期手续；

b) 在集体商标使用期间，产品或服务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受到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处罚或消费者投诉

的。

9.4 集体商标的保护

a) 集体商标不得许可非协会成员使用；

b) 未经授权，任何企业不得使用协会集体商标进行宣传；

c) 协会成员退出协会时，应及时取消协会集体商标授权资格并予以公告。

d) 未经协会授权，擅自使用协会集体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协会或协会成员可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提请商标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 协会成员在使用协会集体商标时违反本标准规定的，协会有权取消其成员资格并予以公告，收

回其《授权使用许可证》，必要时提请商标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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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集体商标授权使用申报表

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

集体商标授权使用

申 报 表

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企业地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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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申报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集体商标授权使用综述

（限 1000 字以内）

企业简介（企业真实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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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申 报 数 据

企业名称 企业法人/主要负责人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手机

固定电话 微信
主要销售

区域
实际原产地 传真

品牌名称

执行标准

材质
材料供应

厂商

协会职务

市场评价

评价年度 上一年度（年）

企业收入 万元

纳税情况

企业

纳税

总额

国 税 万元

地 税 万元

合计 万元

申报声明

本企业自愿申报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集体商标授权使

用，并在过程中严格遵守协会规定。申报表所填内容属实，如被发

现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等，我单位愿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

律责任。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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