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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沩山茶业有限公司位于风景秀丽的
沩山旅游名胜风景区沩山密印寺旁， 独特的
自然环境造就了沩山的灵山秀水， 常年云雾
缭绕，千古名刹密印寺为沩仰宗祖庭，历史悠
久。 名山名寺产名茶，沩山出产的毛尖早在唐
代就被列为贡茶， 清同治年间为中国十大名
茶之一。

长沙沩山茶业有限公司创始于 1994 年，
于 2001 年注册成立，公司自有茶园基地 3000
亩，合同基地 4000 亩，厂房占地面积 5200 平
方米， 总部直销门市 800 平方米， 投资 1000
多万元建设了综合大楼 。 公司固定资产逾
4000 万元，2009 年， 新引进了一条清洁化自
动生产线， 建有 200 平方米的冷藏保鲜贮藏
室及拥有先进成套的真空无氧包装设备，是
一家融名优茶 、绿茶 、乌龙茶生产 、加工 、销
售、科研、茶文化和旅游开发于一体的专业性
茶业公司。

公司董事长黄雪钦现兼任沩山乡八角溪
村党支部书记，湖南省茶业协会理事，长沙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 长沙市第十三届人大
代表，曾获“湖南省劳动模范”、“长沙市劳动
模范”、“湖南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第三届
湖南省杰出智慧创富人物”、“宁乡县首届十
大杰出创业青年”、“宁乡县首届诚实守信道
德模范”等荣誉。

公司注册商标“沩山”、“沩一”、“大沩”系
列产品有：有机毛尖、有机绿茶、雪尖、雪芽、

毛尖、绿茶 、密印寺禅茶 、乌龙茶 、人参乌龙
茶、绞股蓝茶、擂茶、茉莉花茶等。 公司实行
“产品名优系列化”产品战略，以生产中高档
名优绿茶类为主导产品， 其它茶类为辅助产
品，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研发新产品。 公司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批发、代理、
经销、联营、出口等立体营销网络。 在宁乡、益
阳、湘潭、株洲、长沙、怀化、南宁、武汉、广州、
深圳和北京等地分别设有直销点和办事处，
有固定的市场营销网络和专业团队销售人
员， 已占据湖南省名优高档绿茶相当部分的
市场份额。 公司实行“营销网络国际化”的市
场战略，市场拓展方针是“做精国内市场，拓
展国际市场”，进一步完善公司已建立的批发
业务、连锁专业、茶艺馆、国际国内超市配送、
酒店宾馆配送、 代理以及出口业务等立体营
销网络。 国内市场采取“主导湖南，辐射全国；
主攻城市，辐射乡村”的策略，大力拓展自营
专卖，做好加盟连锁，扩大团购批发业务。 同
时，利用公司网站开展网络宣传、营销，进一
步拓宽营销渠道。 国际市场采取“自营与代理
相结合，立足本身，借助外力”的策略，另一方
面寻找国外有实力的茶叶经销商， 代理公司
产品。

公司 2009 年被认定为湖南省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得到了更大更快的发展：两年来，公司发
展了标准化富硒有机茶园基地 3000 多亩 ，

2010 年 12 月被中国科协评为 “全
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并通过
了 ISO90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拓宽和新修通茶园公路 5 公里，修
建了一个 3G 通信塔，为 20 公里的
环线旅游观光走廊建设奠定了良好
基础，投资 1000 多万元建设了公司
科研综合大楼，大楼的建成对提升
沩山旅游接待能力和沩山茶叶宣传
推介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公司
与湖南省茶业有限公司合作，在宁
乡金洲大道征地 76 亩组建了湖南
河西走廊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已
完成了一期主体工程建设，一期工
程计划今年下月底建成投产运行。
此项目集茶叶培植 、销售 、生产加
工、 出口茶叶拼配及旅游接待和产
品展示为一体，项目投产后，将为宁
乡县茶叶出口创汇创造前所未有的
优越条件。

作为大型茶业公司，基地建设至关重要，
也往往成为制约发展的一大瓶颈。 一直以来，
除大力发展自有茶园基地外， 长沙沩山茶业
有限公司以“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带动当地农户种植茶叶。 在沩山建有
八角溪水井冲茶场、沩溪茶场、祖塔同庆茶场
三个茶场基地， 并即将在黄材镇蒿溪村建设
第四个茶场基地， 公司给基地当地农户送去

了良种茶苗和种植技术，在沩山成
立了宁乡县沩山和谐茶叶专业合
作社， 并制定实施各项优惠政策，
入社农户已达 500 多户。同时，公司
还坚持以实际行动兑现着向茶农
许下的郑重承诺：按当时的市场价
格收购鲜叶， 不限时间不限量，绝
不拒收也绝不压价。 多年来通过与
茶农签订鲜茶叶保护价收购合同，
对种茶大户进行奖励，对农户茶园
管理进行定期培训等措施，以此来
带动沩山乡及周边乡镇的茶叶产
业发展。 公司合同基地茶园分别分
布在现八角溪村和沩山村 、 西元
村、同庆村、祖塔村、黄材镇蒿溪村
等村范围内，共有合同基地茶园面
积 6773 亩，涉及农户 3018 户，每亩茶园纯利
在 3200 元以上。 由于发展成果显著，作为公
司基地核心区域， 宁乡县沩山乡八角溪村今
年 8 月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 “一村一品专业
示范村”。 这样，不但为公司长足发展提供了
充分的基地保证， 还使茶业成为致富一方的
绿色产业。

企业的发展需要动力， 最大的动力来自
于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长沙沩山茶业有限公
司的持续发展，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近 10
年间，除促动一方发展外，公司还十分热心社
会公益事业， 捐献的爱心款物价值超过 100
万元。 公司董事长黄雪钦于 2007 年牵头成立

了沩山乡慈善协会， 累计扶助的困难群众达
600 多户次，在当地树立了一根慈善标杆。 近
4 年间，公司免费向当地村民提供茶苗 200 多
万株，使很多困难家庭有了固定的增收渠道。

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以一如既往的诚信
内涵为坚实基础， 长沙沩山茶业有限公司确
立了新一轮发展目标： 新发展有机茶园基地
1 万亩，打造沩山 20 公里环线旅游观光走廊，
以沩山风景名胜区为中心建设茶文化、 农产
品展示、观光旅游接待中心，以宁乡为核心打
造 10 万亩河西茶叶走廊出口加工基地 ；至
“十二五”末，公司年产茶叶 3000 吨，产值 1.5
亿元，实现税收 1000 万元。 (石涛)

——— 访’2011湖南茶业“十佳诚信企业”候选单位长沙沩山茶业有限公司

沩山，系雪峰山脉崇山峻岭之中一天然盆地，湘江支流沩水的发源地，雄跨宁乡县西北，北邻
桃江，西接安化，“周回百四十里”，这里自然环境优越，茂林修竹，奇峰突兀，溪河环绕，瀑布飞泻，
云雾缭绕。盆地内阡陌纵横，鸡鸣狗吠，流水人家，有如世外桃源一般。相传因舜帝之子“沩”到此而
得名。 四周云气相接于斯，搅动旋转，漫山升腾，雾障云飞，号称“大沩凌云”，又有“千山万山朝沩
山，人到沩山不见山”之说。

沩山秀 茶香远

山富水美 茶出珍品

沩山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是发展种植茶
叶最适宜的地方。 沩山最高海拔 1100m,平均
海拔 800m,年降水量达 1700—1900mm,年最
高气温 32℃,气候温和,光照少,空气相对温度
在 80%以上。 沩山茶园土壤极佳,不仅含硒岩
石及其风化物分布范围广, 还蕴藏丰富的麦
饭石资源 , 沩山毛尖平均含硒量 0.205PPm。
根据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农化检测中心对沩山
土壤检测报告结论为: 所检土壤中性偏酸性,
常规分析项目养分含量中等偏上, 大部分土
壤微量元素锌、硒含量偏上。

沩山茶翠绿油润、滋味清醇爽口，回味
甘甜，栗香持久，远在唐代就已著称于世。 清
同治年间（1862～1874）《宁乡县志》载：“沩山
茶，雨前采摘，香嫩清醇，不让武夷、龙井。 商
品销甘肃、新疆等省，久获厚利，密印寺院内
数株味尤佳”。 沩山常年云雾缥缈,方圆 40 公
里内无污染源,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素有“千山
万山朝沩山，人到沩山不见山”之传说，又有
“名山、名寺、产名茶”之美称。

沩山毛尖 色美味浓

由于沩山独特的生态资源，其所产的沩
山毛尖茶叶品质独特，历史悠久，自唐代就奉
为贡茶，清同治年间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为
礼品茶之珍品。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品尝沩山毛尖
后，曾托工作人员写信向沩山乡致谢。刘少奇

主席生前把沩山毛尖作为家乡茶， 款待国内
外友人。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首道题词：“凝
仙木之香，贡宁乡之茶”；全国政协常委、刘少
奇夫人王光美题词：“沩山毛尖， 色美味浓”；
原国家商贸部部长郭献瑞题词 ：“君山银针
美，沩山名茶香”。 谢觉哉、甘泗淇、周光召等
宁乡籍革命老前辈对故乡的沩山毛尖都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 1986 年一 1987 年曾获省优、
部优产品奖，1988 年获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
铜质奖，1995 年获中国国际新技术新产品博
览会金奖，1997 年获中国国家茶会银奖和湖
南省届林业博览会金奖，1999 年获长沙市消
费者协会推荐品牌，2001 年获湖南省第三届
农博会金奖，2006 年 “沩山”、“沩峰”“密印
寺” 等商标获湖南省著名商标，2007 年获欧
盟认证、有机食品生态茶认证、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放心茶推荐品牌和湖南名茶特等奖。

市县扶持 发展茶业

沩山虽然有如此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具备发展种植富硒有机茶的区位优势、资源优
势。 然而，由于资金短缺，且缺少有实力、有市
场开拓能力的重点龙头企业的带动，沩山的茶
叶产业优势、规模效益在发展初期并未得到充
分体现。为了做大做强做优沩山富硒有机茶产
业，在长沙市委、市政府和宁乡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 成立了宁乡县茶叶发展领导小
组，由县政协喻立明副主席任组长，指导沩山
茶叶的发展。领导小组成立后，以生产为龙头，
在沩山建设 1 万亩富硒有机茶基地，带动沩山

乡及周边 5 万亩富硒有机茶园
建设； 同时通过加大对茶农的
培训力度， 大力推广富硒有机
茶种植与名优绿茶加工技术，
打造“沩山”名优茶品牌，开拓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带动山区
农民脱贫致富。

近年来， 沩山乡党委政府由
此提出了沩山的长远发展思

路：“茶业立乡、旅游强乡、科技兴乡”。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沩山乡的茶业得到

了快速的发展。 2008 年，沩山四家茶厂联合
与沩山经建投公司联手，成立了
湖南沩山湘茗茶叶有限公司，资
金、设备、技术的联合，使其在市
场上更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经过
湘茗公司、长沙沩山茶业有限公
司的共同努力，到 2009 年底，一
条长达 20 公里的生态观光型绿
色茶叶走廊基本形成，实现了茶
叶总产值 7500 多万元。 到 2010
年 ， 茶叶总产值更是达到了
9000 万元。

借助茶业的发展 ，2005 年
沩山乡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国际
佛文化节，佛教名山与千年古刹
密印寺名扬海内外，千手千眼主
题文化公园项目的建设成功，打
造了千手千眼观音圣像这一传
世经典之作，彰显了“千年密印、
万佛灵山”这一佛教名山的品牌
魅力。 沩山漂流、新沩山漂流项
目的相继开发利用，打响了“中
华第一漂”的品牌，激活了“水”
的潜力，实现了旅游年经济总量
从 200 万到 4000 万的突破。

茶业立乡 天下“沩山”

目前， 沩山全乡现有茶园

面积近 13000 亩，可采摘茶园约 8500 亩 ，主
要分布在沩山乡沩山、沩清、八角溪、回心桥、
同庆、 西元、 双龙潭等村。 现有茶叶加工厂
（点）6 个，有适宜开垦茶园的山地面积 5.3 万
亩。

2010 年全乡共实现乡域生产总值 2.58
亿元，同比增长 22%；完成固定资产投入 3.8
亿元，同比增长 23%；农民人均纯收 6700 元，
同比增长 25%。 完成财政总收入 3100 万元，
其中国税完成 300 万元， 地税 412 万元，同
比增长 42.4%。 为确保全乡社会民生的各项
支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乡域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沩山茶叶也已成为省级著名品牌。 为了

进一步推动沩山茶叶产业发展， 沩山乡一是
决定因地制宜调整布局，优化产品结构，加快
更新换代， 大力发展优质良种茶和富硒有机
茶，将过去的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品牌型；二
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政策鼓励、
企业开发、建设扶贫、农民自主等多途径、多
渠道发展，以项目为平台、以品牌为依托，走
茶业立乡之路， 实现沩山茶叶产业全面健康
发展，真正达到振兴茶叶产业、富民富乡的目
的。 (闵昌红 石涛)

湘有名茶 于斯“沩”盛
——— 访’2011 湖南茶业“十强乡镇”候选乡镇宁乡县沩山乡

改建后的公司生产加工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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