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粤市监办发〔2021〕1279号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参加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商标协会：

由中华商标协会、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东莞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以下简称商标品牌

节）定于 2021 年 9 月 3 日至 6 日在广东省东莞市举办，期间将

举办中国商标年会、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现

将组织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及中华品牌商标博览

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各单位参加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

（一）报名。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可按附件 1《市场监管

系统人员参会报名办法》的要求自行报名参加商标品牌节，其中，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参会人员有 3个名额免收参会注册费。

各单位请将参加人员名单报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县区

级市场监管局参加人员由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统一汇总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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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会。本届商标品牌节活动日程详见附件 2，各地级

以上市市场监管局参加商标品牌节的人员，请一并参加 9月 5日

上午举行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商标品牌高端论坛。该论坛由省市

场监管局指导，广东商标协会具体承办，作为本届商标品牌节主

论坛的广东分论坛，省市场监管局领导将出席并作讲话。

二、组织企业参加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期间，将于 9月 4日至 6日在东莞市广

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2021 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以下简称

博览会），博览会设置“商品、服务品牌商标展区”和“地理标

志展区”，展示各地知名商标品牌、优质地理标志产品及优秀区

域名牌。

（一）组织知名商标品牌、优质地理标志产品企业参展。请

各单位和省商标协会发动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有一定品牌影响力

和知名度、有意愿通过展会进行产品推广宣传的企业和机构参加

博览会。

1．商品、服务品牌商标展：曾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或著名商

标的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已被纳入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的企业；曾

被认定为省优、部优的商品或服务的企业；曾被各省市认定享有

声誉的商品或服务的企业；位列有一定影响力商标价值排行榜前

500名企业等。

2．地理标志展：包括取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

标志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及取得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的产品。

（二）组织“广东老字号”企业参展。请各单位发动本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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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较为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岭

南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一定的社会认知认同度，

形成良好信誉的商号、商标或品牌的老字号企业积极参加博览

会，可参考老字号企业名单（详见附件 3）。

（三）参展企业报名。本届商标品牌节将为广东参展企业统

一搭建粤港澳大湾区商标品牌展馆，广东商标协会负责统筹组织

省内企业和机构参展及展馆搭建工作，收集全省参展单位名单及

所需展位情况，与中华商标协会沟通展位安排等工作，参加企业

请于 2021年 8月 15日前与广东商标协会联系报名并填写《2021

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参展企业信息表》（见附件 4），企业参展手

册 和 参 展 合 约 书 可 自 行 到 中 华 商 标 协 会 网 站

（http://www.cta.org.cn/ttzs/202106/t20210624_51652.html）下载。

省市场监管局联系人：陈彬彬，联系方式：020-38835358；

广东商标协会联系人：张晨，020-85586207，传真：020-85586510，

电子邮箱：gdsjj_shanlf@gd.gov.cn。

附件：1．市场监管系统人员参会报名办法

2．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简明日程

3．老字号企业参考名单

4．2021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参展企业信息表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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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
市场监管系统人员参会报名办法

一、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1年 9月 3日—6日（9月 3日全天报到）

地点：东莞市厚街镇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

二、参会报名方式

本届商标品牌节采用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请于 8月 25日

前登录中华商标协会网站关于商标品牌节报名办法的网页

（http://www.cta.org.cn/ttzs/202107/t20210729_51763.html）扫描附

件 2报名办法中的二维码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提交报名注册信息。

◆“参会代表类型”请选择“公职人员”。

◆线上（会员系统、微信小程序）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 8

月 31日。

◆未能通过线上报名的，请于 9月 3日 8:00-20:00之间到报

到处进行现场报名，报到处设在东莞市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

号馆一层大厅。

◆现场报到时领取参会证、餐券、会议资料等。

参 会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010-81401124、 010-81401163 、

010-68014071。

三、参会注册费

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等行政单位公职人员 3200元/人；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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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级以上领导参会免收会议注册费，并可免 1名随行人员会

议注册费。

（一）交纳参会注册费后获得的服务内容。

1．会议资料。报到时可领取参会证、餐券、参会名录等资

料；

2．活动权限。可凭参会证出席商标品牌节欢迎会、开幕式、

闭幕会及中国商标年会所有论坛，并可免费参观中华品牌商标博

览会展览；

3．会议用餐。可凭餐券出席 9月 3日晚欢迎会晚宴、9月 6

日晚闭幕会晚宴及会议期间 3 天中午自助餐（9月 4日、5 日晚

餐自理），就餐地点均在东莞嘉华大酒店；

4．会议交通。9月 3日报到日全天及 9月 4日至 6日会议期

间早晚，可免费乘坐商标品牌节协议酒店与会场之间的会议通勤

大巴（本次会议不提供接送机/站服务，请自行乘坐机场巴士或轨

道交通）。

（二）交费方式。

1．提前银行汇款。为使参会报到更加顺利快捷，请参会代

表 8月 30日前通过银行汇款交费（8月 30日后请于报到现场交

费）。①发票出票单位：中华商标协会；②发票项目名称：会务

费（可备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不能开具资料费或

培训费）；③汇款后，请将开票单位名称、发票接收人手机号和

电子邮箱发送至：cta8003@sina.com，协会将尽快将电子发票发

送至发票接收人的手机或者电子邮箱中；④以个人名义或当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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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结算中心统一汇款参加会议的，务必在汇款同时发送电子邮件

至：cta8003@sina.com，告知开具发票的单位名称。

户 名：中华商标协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0200003609014440821

2．报到现场刷卡交费。报到处设有 POS刷卡机，9月 3 日

全天接受刷卡交费。①发票项目名称：会务费（可备注“第十三

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②发票将以电子发票的形式发送到发

票接收人的手机或者电子邮箱中，请各位代表在报到处现场登记

填写发票接收人的姓名、手机号、电子邮箱。

3．报到现场交纳现金。参会代表交纳现金后，需要登记开

具发票内容，发票将以电子发票的形式发送到发票接收人的手机

或者电子邮箱中，请各位代表在报到处现场登记填写发票接收人

的姓名、手机号、电子邮箱。

（二）财务联系方式。

邮箱：cta8003@sina.com

电话：姜如，010-68031465；孙宇，010-68015862。

四、会议住宿

请参会代表根据推荐的商标品牌节协议酒店（见附表）自行

预订住宿酒店，向酒店提供公职人员身份证明后，可按照东莞市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住宿标准入住（厅局级 550元/间/天、

处级及以下 450元/间/天）。

五、其他事项



— 7 —

中华商标网（www.cta.org.cn）、中华商标协会微信订阅号现

已开辟“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专栏”，实时更新本届商标

品牌节日程安排、会议须知、活动宣传和广告招商等相关信息，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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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参会代表推荐入住协议酒店

序号 酒店名称 酒店地址
距离广东现代

国际展览中心
酒店预订联系人

1 嘉华大酒店（东莞国际展览中心店）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家具大道 1号 0.5 公里
总机：

0769-85928888

2 厚街国际大酒店 广东省东莞厚街镇东风路与 S256 省道交汇处 4.2 公里
练玉珠：

13728378081

3 东莞华庭花园酒店 广东省东莞厚街镇溪头村东溪西路 68 号 1.1 公里
吴经理：

13509211925

4 维也纳酒店（东莞厚街会展中心店）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家具大道 9号 0.5 公里
王经理：

18027552199

温馨提示：

1．请直接与上述酒店联系人联系预订酒店，预定时表明是参加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会议的代表，即可享受协议优惠价；

2．通过携程网等渠道自行预订酒店的，不享受上述协议优惠价；

3．9月 3日报到日当天，上述酒店与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报到处之间安排有摆渡大巴；

4．9月 4—6日会议期间，上述酒店与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会议室之间早晚安排有接驳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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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简明日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9月 3日
（星期五）

报到注册 报到注册 欢迎会

9月 4日
（星期六）

1.开幕式
2.主论坛--第八届中国品牌经济高峰论坛

1.国际商标法律动态论坛
2.商标典型案例评析论坛
3.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交流活动
4.商标行政保护局长论坛
5.阿里巴巴论坛--商标与商号冲突解决实务
6.华进论坛--商标品牌策略赋能企业新发展
7.超凡沙龙--商标维权的难题与策略探讨
8.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圆桌会议

9月 5日
（星期日）

1.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首届粤
港澳大湾区商标品牌高端论坛

2.区域品牌发展市县长论坛
3.嘉荣论坛--零售行业品牌发展之路
4.集佳沙龙--解析“高额判赔”的密码
5.金杜沙龙--双循环下的企业知识产权新挑战、新
思路

6.裕阳沙龙--知识产权价值管理和挖掘
7.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商标法修改征求意见会
(受邀者参加)

1.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强化商标品牌保护，
营造东莞一流营商环境”论坛

2.君策论坛--跨境电商业态下商标疑难问题暨“万慧达杯”中华
商标协会全国高校商标热点问题征文颁奖和第二届辩论赛
启动仪式

3.中日交流会
4.三友沙龙--商业品牌化 品牌权利化 权利商业化
5.鸿鹄沙龙--英国脱欧对于商标的影响&欧洲知识产权动态对
于中国公司的影响

6.南方中心沙龙--区块链赋能知识产权保护

9月 6日
（星期一）

1.老字号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论坛
2.中知人才高峰论坛—构建中国商标人才新生态
3.地理标志论坛

参观考察 闭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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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老字号企业参考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区

1 广州绣品工艺厂有限公司 广州

2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3 广州市大新象牙工艺厂 广州

4 广州珠江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5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6 广州二天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广州

7 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8 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

9 广州市越秀区锦泉眼镜店 广州

10 广州风行牛奶有限公司 广州

11 广州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12 广州积士佳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

13 广州市人民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4 广州市金葫芦凉茶有限公司 广州

15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6 广州广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

17 广州啤酒厂 广州

18 广州鹰金钱从化三花酒厂 广州

19 广州市蜂唛蜂业有限公司 广州

20 广州市南方大厦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21 广州市银记肠粉店 广州

22 广州市沧洲肉食制品厂 广州

23 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24 广东百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25 广州市满婗传酿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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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广州市上水丰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

27 广州市悦盛金发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

28 广州果子食品厂有限公司 广州

29 广州市信孚服装中心 广州

30 广州膳和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

31 广州市新兴家喻饮食有限公司 广州

32 广州市越秀区昌兴童装 广州

33 广州黄埔华苑大酒店 广州

34 广州市岭南轩茶业有限公司 广州

35 广州八百载肉食制品厂有限公司 广州

36 深圳市合成号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

37 佛山市民间艺术研究社 佛山

38 佛山市升平百货有限公司 佛山

39 佛山市得心斋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

40 佛山市公兴隆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

41 佛山市南海西樵樵园饼屋有限公司 佛山

42 佛山市高明区峰江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43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梁桂欢糕点店 佛山

44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民信甜品店 佛山

45 佛山顺德区陈村镇春联坊饮食店 佛山

46 佛山市顺德区李禧记辉蹦砂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

47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仁信牛奶店 佛山

48 佛山市三水区酒厂有限公司 佛山

49 佛山市粤鸿餐饮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

50 佛山市嘉喜被服厂有限公司 佛山

51 佛山市龙灿茶行 佛山

52 佛山市西酒饮食有限公司 佛山

53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大板桥农庄食店 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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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广东万年青制药有限公司 汕头

55 汕头市苏南糖果厂有限公司 汕头

56 广东澄海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57 汕头市保宁堂二舍 汕头

58 汕头市兄弟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

59 汕头市晶华鱼糜食品厂有限公司 汕头

60 汕头市濠江区蒂蒂香达濠鱼丸店 汕头

61 汕头市老肥彭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

62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63 汕头市恒兴贸易公司爱西饺面店 汕头

64 汕头市龙湖区张长合乐器店 汕头

65 汕头市利是堂保健食品厂 汕头

66 汕头市食品厂有限公司 汕头

67 汕头鱼露厂有限公司 汕头

68 汕头市澄海区华源春兴茶庄 汕头

69 广东省龙川县餅食糖果厂 河源

70 广东联康药业有限公司 梅州

71 广东长乐烧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

72 梅州南洋（思乡）食品有限公司 梅州

73 广东三河坝酒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

74 东莞市东糖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

75 东莞市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

76 东莞市金燕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

77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

78 东莞市李全和麦芽糖食品厂 东莞

79 东莞市邓福记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

80 广东省东莞电机有限公司 东莞

81 卢家青年面档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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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东莞市横沥牛行市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

83 东莞市真宜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

84 中山市黄圃镇泰和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

85 中山市西区天愈堂药店 中山

86 广东三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

87 石岐区金生生记茶庄 中山

88 中山市三才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中山

89 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

90 中山市嘉美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

91 广东荣业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

92 中山市嘉美乐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

93 开平广合腐乳有限公司 江门

94 广东色色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江门

95 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 江门

96 广东嘉士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江门

97 江门市新会区广盛堂陈皮有限公司 江门

98 阳江十八子集团有限公司 阳江

99 广东省阳春酒厂有限公司 阳江

100 廉江市安铺华强实业有限公司 湛江

101 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茂名

102 广东琪昌食品有限公司 茂名

103 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 肇庆

104 广东省肇庆市香满源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

105 广东省肇庆市山田米酒厂 肇庆

106 肇庆市裹香皇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

107 肇庆市皇中皇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

108 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

109 肇庆市鼎湖区华记裹蒸粽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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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肇庆市端州区南苑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

111 清新县黄东食品有限公司 清远

112 潮州市湘桥区碧丽嘉潮绣工艺坊 潮州

113 潮安县庄园春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

114 潮州市枫溪区源兴炳记陶艺厂 潮州

115 潮州市湘桥区包记食品厂 潮州

116 潮州市祥记吴锦全手拉壶艺术研究所 潮州

117 广东济公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

118 广东真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潮州

119 潮州市湘桥区陈舜羌木雕艺术馆 潮州

120 潮州市化工一厂 潮州

121 潮州市湘桥区范合盛食品店 潮州

122 潮州市湘桥区贵金属工艺品研究所 潮州

123 黄汉卿个体中医正骨科诊所 潮州

124 潮州市湘桥区厚记小食坊 潮州

125 潮州市康惠芳传统工艺刺绣创意中心 潮州

126 潮州市章燕明陶瓷壶艺研究所 潮州

127 潮州市裕德堂壶艺研究所 潮州

128 潮州市天下茶业有限公司 潮州

129 广东扬航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

130 广东展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

131 潮州市潮安区金德福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

132 广东笑咪咪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

133 潮州市潮安区宏泰记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

134 广东佳宝集团有限公司 潮州

135 广东小老谢食品有限公司 潮州

136 潮州市潮安区待来春茶叶有限公司 潮州

137 广东凤宝山保健品有限公司 潮州

138 云浮市新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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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参展企业信息表

序号
单位（企业）

住所所在地
单位（企业）名称 参展产品及内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注：“备注”栏请注明本单位（企业）参加商品、服务品牌商标展或地理标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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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校对：陈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