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IA 零售商支持计划条款  

上次更新时间：2016 年 7 月 1 日 

所有通过 GIA 零售商支持网站订购或下载的 GIA 材料仅供宝石附有 GIA 证书和/
或有经过 GIA 培训的专业人员的实体零售店和在线商店使用。 

您若要使用 GIA 零售商支持网站 retailer.gia.edu 的任何相关页面和子域，以及所提
供的任何服务（统称为“零售商支持网站”），必须遵守本 GIA 零售商支持计划
条款（简称为“零售商支持条款”）以及 GIA 网站使用条款（“GIA 条款”），
后者已通过引用，合并到本零售商支持条款中。本零售商支持条款是美国宝石研究

院（“GIA”或“我们”）与您（“您”）之间的法律合同，用于约束您对零售
商支持网站的使用、您对零售商工具和零售商材料（下文有两者的定义）的使用，

以及您在零售商店（下文有定义）中对 GIA® 商标和名称的使用。在零售商支持
网站、零售商材料和零售商工具方面，如果零售商支持条款与 GIA 条款之间存在
冲突，应以零售商支持条款为准。 

本文中未定义的术语应按 GIA 条款中的定义进行解释。 

知识产权  

GIA 零售商支持网站上提供了某些 GIA 材料，例如 GIA 教育材料、出版物、设计
、文字和图像、音频和视频制品、证书以及其他内容和材料（统称为“零售商材

料”）。在零售商支持网站上，您还可以购买或订购某些有形工具，例如手册、

标牌、展板和其他物品（统称为“零售商工具”）。若要使用零售商材料或订购

零售商工具，您必须向我们登记，请提供您的姓名、企业或商店名称、电子邮件地

址和联系信息，此外还必须接受零售商支持条款。 

零售商支持网站、零售商材料和零售商工具（可能包括徽标、图像、视频、图片、

软件和其他内容）都是 GIA 或 GIA 第三方许可商和供应商的有版权保护和/或已注
册商标的资产，归 GIA 所有或由 GIA 授权使用。除非零售商支持条款中明确许可
，否则您不得复印、复制、传输、分发、出租、转授权、更改、存储随后使用、修

改、编辑，以及创造其衍生作品、执行反向工程、增强或以任何方式滥用零售商材

料或零售商工具。 

使用准则  

在本零售商支持条款中，我们授予您有限、非专属、不可转让的许可，允许您下载

、使用和显示零售商材料，或订购、使用和显示零售商工具，但是仅允许您在宝石

附有 GIA 证书和/或有经过 GIA 培训的专业人员（每个商店均有一位）的零售商店
或零售商/电子商务网站中，以及在有关此类零售商店的广告或促销材料中使用和



显示，并且必须遵守本文中规定的使用准则。所有材料还必须遵守以下使用条款

中规定的相应使用准则，以及适用于您的其他准则和使用条款，包括校友会、教育

和鉴定所条款和准则。 

您声明并保证，您全面负责确保相关人员始终按照本零售商支持条款使用和显示零

售商材料和零售商工具，此类相关人员包括您允许其访问、使用或显示零售商材料

和工具的零售商店或任何其他第三方的任何授权人员或代理商。如果您代表某家零

售商店接受本零售商支持条款，您应声明并保证您已获得正式授权，有权这样做以

及有效约束该零售商店遵守本零售商支持条款。 

正确使用零售商材料和零售商工具 

(i) 您应始终准确展示您的证书、GIA 零售商工具和零售商材料； 

(ii) 您可以使用零售商材料，如实按原文引用 GIA 及其教育、研究、鉴定所服
务、学业证书、分级和鉴定报告，前提是引用的内容是准确的，并不会构成

混淆、错误或欺骗，并且没有暗示 GIA 与您有隶属关系、有联系或有关联
。 

(iii) 您可以制作真实准确的 GIA 证书副本，在客户购买 GIA 分级宝石之前供客
户查阅，并在客户购买宝石时为客户提供此类 GIA 证书的副本。 

(iv)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营销需求，调整从零售商支持网站下载的 GIA 零售商徽
标固定组合的大小，使其不超过同一页面上您/零售商店的徽标大小的 50%
（以避免构成混淆、错误或欺骗，或暗示 GIA 与您或零售商店有隶属关系
、有联系或有关联）。 

(v) 只要您的使用符合这些规则并且您没有暗示 GIA 与您有隶属关系、有联系
或有关联，您便可以在零售商店中显示零售商工具。 

以下是使用批准的 GIA 零售商徽标固定组合的可接受广告处理方案示例： 

对于 GIA 零售商徽标固定组合的可接受印刷引用：

 



 

对于 GIA 零售商徽标固定组合的可接受在线引用： 

 

禁止的使用方式 

(i) 您不得以任何方式（除了按照上述条款调整 GIA 零售商徽标固定组合的大
小）更改或修改零售商材料或零售商工具。	  

(ii) 您不得以任何暗示获得 GIA 认可或者 GIA 与您或零售商店有隶属关系、有
联系或有关联的方式来使用任何零售商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徽标）、零售商

工具、任何 GIA 商标或 GIA（或美国宝石研究院）字样。	  

以下是不可接受的 GIA 名称和/或商标使用方式示例，您不能使用它
们： 

Min Size - 100pixels wide
Max Size -300pixels wide 



§ GIA 鉴定人 (GIA Appraiser) 

§ GIA 认证 (GIA Certified) 

§ GIA 认证钻石鉴定人 (GIA Certified Diamond Appraiser) 

§ GIA 认证钻石 (GIA Certified Diamond) 

§ GIA 证书 (GIA Certification) 

§ GIA 钻石 (GIA Diamond (s)) 

§ GIA 鉴定认证 (Certified GIA Appraisals) 

§ GIA 鉴定人认证 (Certified GIA Appraiser) 

§ 研究宝石学家认证 (Certified Graduate Gemologist) 

§ 美国宝石研究院会员 (Member, Gem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 GIA 鉴定所会员 (Member, GIA Laboratory) 

(iii) 您不得以任何误导、不准确或不恰当或者违背预期用途的方式来使用任何零
售商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徽标）、零售商工具、任何 GIA 商标或 GIA（或
美国宝石研究院）字样。 

如上所述，这些是禁止的使用方式的示例，但并未详尽列出所有情况。若对使用条

款或有关如何正确使用的准则有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retailersupport@gia.edu 
与 GIA 零售商支持经理联系。 

GIA 鉴定所证书准则  

以下准则适用于您使用 GIA 鉴定所证书的情况： 

§ 如果您为自己拥有或有意出售的特定宝石购买了分级和鉴定服务，您可以为
买家或宝石销售商提供此证书的副本。该证书必须注明实际证书的组成要件

和内容，并且不得以任何形式编辑、摘录或修改。 

§ 您可以在零售商店中为自己拥有或有意出售的产品展示 GIA 证书，或提供
该证书的副本。该证书及其任何副本必须注明完整证书的组成要件和内容。

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其进行编辑、摘录或修改。 
 



§ 对于您自己拥有或有意出售的产品，您可以对它们的实际证书进行电子扫描
，然后显示在您的网站上，或通过电子邮件传送。图片和/或副本必须包含
实际证书的组成要件和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其进行编辑、摘录或修改。 

比色石证书  

以下准则适用于您使用 GIA 比色石证书的情况： 

§ 您可以声明您使用由 GIA 分级的比色石来确定钻石成色等级。这一条款仅
适用于由 GIA 分级并且在“GIA 比色石证书”中评定的钻石。在任何相关
广告、促销或类似材料中，此类钻石都应被描述为“被 GIA 评定为比色石
”。 

§ 您不得声称针对某一钻石的成色分级是依据任何其他报告中的 GIA 成色等
级鉴定结果确定的。 

§ 您不得声称您或零售商店根据 GIA 准则使用了 GIA 成色分级和/或方法来评
定成色等级。 

GIA 证书名称使用准则  

§ 以下准则适用于您对任何 GIA 学业证书的引用：使用准则适用于美国宝石
研究院及其相关实体（统称为 GIA）当前和以前的所有学生。 

§ 全世界的宝石和珠宝专业人士都认可 GIA 颁发的学业证书。在宝石学、珠
宝制造艺术和珠宝业务领域，这是国际公认的、具有最高标准的教育标志。 

§ GIA 文凭获得者在名字后面添加相关学术头衔来表明自己的成就，是一种
合理的惯例。但是请注意，GIA 校友在引用此类证书时都必须遵守特定的
使用标准。 

§ 尽管以下示例没有引用研究院提供的任何文凭，但是应该可帮助您确定如何
遵守 GIA 学业证书的使用准则。 

一般使用 

§ 您可以完整地复制和展示您的 GIA 文凭、证书或修业证明。请注意，在广
告中使用证书时必须注明证书所有者的名字，并且广告不得以任何方式声明

或暗示与 GIA 存在隶属关系或受其支持。 

§ 只能在名片上使用 GIA 文凭的确认信息。已完结但未获得文凭的个别课程
最好列在简历和履历中，而不是名片中。 

认证 



§ 宣称学生、毕业生、业务或特定宝石已获得 GIA 的“认证”是错误的说法
。 

§ GIA 不对任何人或任何物品提供此类认证。任何学生或已经获得毕业证书
或文凭的毕业生，或 GIA 评级或鉴定的宝石，都没有 GIA“认证”一说。 

文凭 

§ 以下示例引用了研究宝石学家 (GG)、公认/应用珠宝家 (AJP)、宝石学家、
珠宝设计和技术 (JDT) 以及研究珠宝师 (GJ) 文凭： 

王山玉，GIA 研究宝石学家；或者 
王山玉，GIA GG 

李秀平，GIA 应用珠宝家；或者 
李秀平，GIA AJP 

王山玉，GIA 宝石学家 

李秀平，GIA 珠宝设计和技术；或者 
李秀平，GIA JDT 

王山玉，GIA 研究珠宝师；或者 
王山玉，GIA GJ 

李秀平，GIA GG、GJ 

§ 以下示例引用了钻石文凭、有色宝石文凭和珍珠文凭： 

李秀平，GIA 钻石文凭 

王山玉，GIA 有色宝石文凭 

李秀平，GIA 珍珠文凭 

§ 以下示例引用了应用珠宝艺术 (AJA) 文凭和珠宝业务管理 (JBM) 文凭： 

王山玉，GIA 应用珠宝艺术；或者 
王山玉，GIA AJA 

李秀平，GIA 珠宝业务管理；或者 
李秀平，GIA JBM 

问题或疑问  



如果您对 GIA 零售商支持网站有具体的问题或希望就此联系我们，请发送电子邮
件至 retailersupport@gia.edu 与 GIA 零售商支持经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