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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林镇是 2005 年底行政
区划调整后由原河西镇和原茄
通乡合并后，以辖区内国家地质
公园“红石林”命名的新镇。 该镇
位于古丈县西北部， 省道 S229
公路经过该镇，县道古保公路贯
穿全镇，酉水河绕境而过，水陆
交通十分便利 。 全镇土地面积
103.89 平方公里， 辖 16 个行政
村，96 个村民小组，2 个居委会，
总人口 14118 人。 全镇共有茶园
13000 多亩，同时，红石镇还具有
独特的资源优势。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红石
林镇境内森林密布， 云雾缭绕，
雨量充沛，冬暖夏凉，气候温和；土壤有机质丰
富，富含磷硒，无污染。由于云雾多，日照少，温射
光多，茶叶内含营养物质丰富，持嫩性强，叶质柔
嫩，茸毛多。精制而成的“清明茶”清香馥郁，滋味
醇爽，回味生津。

具有独特的品牌效应，红石林镇的茶叶知名
度高。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所唱的 《古丈茶歌 》
MTV 拍摄的很多镜头都取自于红石林镇龙天坪
村，龙天坪村是古丈县着力打造的茶叶村，目前
该村共有茶园面积 1760 亩。 在“2010 中华茶祖
节———古丈毛尖万人品评会”上，该村茶农王建
今、王平平送样茶参加斗茶大会，经过来自全国
各地的茶学专家层层评选，因参评样茶优质双双
喜获“银茶王”称号。

红石林镇着力发展茶叶产业。红石林镇积极
响应县委、县政府实施的“新型工业兴县，绿色产
业富民”发展战略，多措并举，狠抓茶叶产业建设
已初见成效。

一是大力实施茶叶品改。 引进产量高，品质

好的茶叶品种，在种茶老区实行品改，切实增加
茶农的收入。

二是政策扶持，大力发展茶叶产业。近年来，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茶叶产业，出台了一系的
优惠政策，极大的提高了茶农的积极性。 特别是
今年出台的稻田种茶补贴新政策，茶农
的开发积极性更加高涨。红石林镇党政
一把手亲自抓茶叶开发， 成效明显，真
正用好用活了上级的茶叶开发政策。

三是科技兴茶，茶农增收。 组织农
业技术人员到外面考察和学习，提高茶
业队伍素质； 加大对茶农的技术培训，
从州、县两级聘请资深专家来红石林镇
进行讲座和现场指导，让茶农直接与专
家接触， 从而学到实实在在的种茶技
术。

四是把茶叶产业与辖区内 “红石
林”、“坐龙峡” 景区旅游紧密联系在一
起。 打造生态旅游，让游客在品古丈毛

尖游玩的同时体验农家
采茶的乐趣， 让一片片
绿油油的茶园与优美的
景区风光竞相辉映，让
古丈毛尖成为外地游客
来红石林镇旅游必带的
特产。

走进红石林镇 ，一
片片郁郁葱葱的茶园 ，
让人心旷神怡， 一幅幅
开沟撩壕的画面， 让人
精神振奋。 茶园、国家地
质 森 林 公 园———红 石
林、 中南第一奇峡———
坐龙峡， 这一系列美丽

的自然风光与淳朴的土家民俗风情融合在一起时
共同织成了一幅美丽而又神秘的画卷，美丽的红石
林以她飘香的毛尖茶、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独特的
民俗风情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的到来。 （闵昌红）

毛尖飘香红石林
——— 访’2011 年湖南茶业“十强乡镇”候选乡镇古丈县红石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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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林里的茶园。

艰难创业求发展

湖南星火茶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其
前身为益阳星火茶厂,位于湖南省益阳市东部赫
山区槐奇岭。

在星火茶厂刚建立时，经营异常艰难。 由于
工作人员的缺乏，诸事都要创办人杨联欢亲力亲
为，从厂长到采购员、业务员、技术员，他都要涉
及，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在诸多个日
日夜夜的艰苦努力下，茶厂终于开始走上了良性
发展的轨道，一切朝他的预定目标前进。

2003 年， 董事长杨联欢将茶厂更名为湖南
星火茶业有限公司。 在公司发展期间，他时刻保
持着奋斗的激情和勇气，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与
时俱进， 按现代化企业要求规划自己的公司，不
断向深层次探索新的发展目标， 引进先进设备，
改良技术，招纳优秀人才。 终于使得星火茶厂从
一个在 1994 年只有几十万销售额的小厂发展到
2010 年加工销售 60000 多担茶， 营业额达 5000
多万元且拥有两条珍眉茶、名优绿茶先进生产线
和一个黑茶加工厂的大型茶业企业，并在省内外
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天王”品牌促成功

目前， 湖南星火茶业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茶叶收购 、加工 、销售 ，其
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 “天王牌 ”系
列。

公司生产的“天王牌”产品产量
大，品质高，其中珍眉茶、绿茶、黑茶
在市场供不应求。

特别是眉茶的品质极为优越，生
产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得到了
茶叶界的一致好评和广泛认可。经过
长时间的发展，星火公司的规模不断

扩大，现占地面积已达 5000 平方米，生产车间、
仓库、办公室建筑面积达 3800 平方米，固定投资
2000 多万元，流动资金 2600 万元。快速的发展也
为星火茶业带来了应有的荣誉，在 2008 年，湖南
星火茶业有限公司被益阳市政府评为益阳市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今年继续被评为益阳市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在巩固稳定省内市场的
同时， 星火还在不断的开发
国内外市场。 通过全体员工
的努力，公司目前已与云南、
广西、贵州、四川、湖北及本
省的茶农、初制茶厂、精致茶
厂建立长期的业务往来 ，并
在广西西南茶叶市场和长沙
高桥茶叶市场开设了销售
处 ，与上海 、浙江 、安徽 、江
西、 湖南等地外贸出口公司
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关系 ，与
欧洲、西亚、非洲等地茶商建
立了业务往来。

建立新厂助“三农”

虽然公司已发展到如此规模，但“星火人”并
不满足。他们认为：茶为国饮，同时也是全世界人
民的绿色食品，市场潜力非常大，产业前景一片
光明。 于是，星火茶业毅然决定，投资 1.2 亿元，
建立一个新的茶叶工业园，新增四条眉茶、名优
绿茶先进生产线，三个黑茶生产车间，两个红茶
生产车间。力争做到加工出口眉茶 8000 吨，内外
销名优绿茶、花茶、黑茶、红茶 7000 吨，销售额达
到 5 亿元，让公司的“天王牌”系列茶叶更多的融
入市场，走向世界，把“天王牌”系列茶叶品牌打
造成享誉世界的品牌。

同时，新厂的建立将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带动更多的茶农致富，创造更多的
就业岗位，真正把国家的“三农”政策落到实处，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本地
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全世界人民奉献
健康长寿的茶产品。 (石涛)

玲珑茶业“领头雁”
———记’2011湖南茶业“十大杰出人物”候选人、桂东县玲珑王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赫鹰

燎原星火创茶业辉煌
———访’2011 湖南茶业“十佳诚信企业”候选单位湖南星火茶业有限公司

走“公司+合作社（协会）+农户+
基地”发展之路。对于一个在广告、电
力、房地产领域多年经营且获得成功
的企业主，投资茶叶行业是黄总服务
社会发展大局意识的体现。 2006 年，
县委、县政府为了发扬玲珑茶的品质
优势，开辟茶农增收的新途径，发出
了茶叶产业化建设的号召。作为县政
协常委、郴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
长，他主动请缨，组建了玲珑王公司，
承担起项目建设任务。 他认为，要发
展茶叶产业化，必须坚持“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 ，社会
参与 ”，走 “市场
引导企业 ，企业
发展产业 ，产业
促进民生 ”的路
子 ，才能真正把
玲 珑 茶 产 业 做
大做强 。 因此 ，
他把茶农利益 、
茶 业 发 展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 走
“公司+合作社
（协会 ）+基地+
农 户 ” 发 展 之
路 ，他首先在项

目区租赁茶园 4000 亩， 建立公司核
心基地，示范、引导、辐射茶园开发，
随后以公司发起组建了桂东县玲珑
茶叶合作社、 清泉大地茶叶合作社、
桥头泉江茶叶合作社 ， 吸收农户
4600 余户参社入股， 实施 “产能建
设”、“品牌建树”、“营销拓展”的发展
策略， 掀起全民茶叶产业开发的热
潮。 经过 4 年的努力，项目区茶园面
积发展到 4 万亩，两个“万亩玲珑茶
叶观光园 ”和 “30 里茶叶走廊 ”已初
具规模。

“一切为了茶农，一切为了健康
的生活方式”。公司创办之初，黄总就
提出了“一切为了茶农，一切为了健
康的生活方式”的宗旨，坚持把保护
茶农利益摆在首要位置。在茶园建设
过程中， 对集中连片开发 50 亩以上
的茶农给予每亩 1200 元的奖励；在
收购茶农鲜叶时，他坚持按高于市场
20%-50%的价格收购合作茶农的鲜
叶。 近年来，公司茶园租赁价格比当
地市场价格上调 100%，同时，他采取
吸收农户以土地入股保底分红、“租
谁的地，用谁的工”等形式，在确保茶
农在获得土地利益的基础上，还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获得务工和分红双重
效益。 特别是 2008 年，公司无偿赠送
茶农 192 万元茶苗，并每年提供有机
肥、生物药，鼓励了茶农发展茶叶生
产的积极性，当地群众都说：“跟黄总
的公司合作，我们都没有后顾之忧”。
茶农得到了实惠，2011 年，茶农茶叶
鲜叶价格最高达到 360 元/公斤 ，即
便是秋茶鲜叶， 销售均价也达到 20
元/公斤， 比同行业其他茶农价格高
出 1 倍有余 ， 茶农户均新增收入
2200 余元， 茶叶产业逐渐成为项目
区主导经济产业，村民生活水平有了

很大的提高， 真正实现了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打造全球最安全、最放心的茶
产品”。 无论是产品、还是产业，质量
就是生命。他坚持“质量兴企”、“科技
兴业”，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安全、最
放心的茶产品”。 他通过“走出去，引
进来”的方式，与湖南农业大学茶学
系、湖南省茶业协会、湖南省茶叶学
会等建立了广泛的产学研联合，每年
对公司员工和项目区茶农开展技术
指导与培训，营造“质量就是生命，质
量就是信誉，质量就是品牌，质量就
是发展”的生产经营理念”和“人人讲
质量， 个个为质量把关的良好氛围，
质量管理成为全体职工的共识，深入
到企业的每一个角落，落实到每项工
作中，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2009
年以来， 他连续实施 2000 亩有机茶
扩建项目 、1500 亩标准化有机茶新
建项目、湖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
目， 茶园全部使用有机肥和生物药，
按生态、有机标准建设。这些做法，从
根本上改变了项目区茶农的传统种
植观念。 同时，他通过制定 ISO 岗位
全程监管制度， 从每个工艺环节、每
个操作岗位抓起，从根本上提高质量

管理水平，形成了有机茶种植、加工、
销售完整的产业链和质量控制体系。
2010 年， 为了解决茶园面积增加后
茶叶加工难的问题，公司建设了占地
面积 31 亩， 总建筑面积 17530 平方
米，年成品加工能力 600 吨的玲珑茶
叶加工厂，使玲珑茶加工走出了“手
工加工”、“作坊式加工”的历史，全面
实现了规模化、清洁化、自动化，成为
玲珑茶加工史上新的里程碑。

现在，公司生产工艺技术研发中
心被列为郴州市市级研发中心，获得
9 项专利。 公司茶叶基地取得了无公
害茶叶基地、有机产品认证，现为教

育部茶学重点实验技术示范基地、湖
南农大“双百”富农工程基地和校外
教学科研基地、湖南省茶叶学会科技
推广基地、湖南农大茶学系教学实习
基地。 产品通过了 ISO2008 体系认
证、haccp 认证、QS 认证。 “玲珑”茶获
“湖南名牌产品” 和 “湖南省著名商
标”， 玲珑王公司通过了质量信用企
业 AAA 级认证， 即将通过玲珑茶加
工工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玲
珑茶地理标志产品申报。玲珑文化得
到传承和发展，“玲珑”茶品牌效应大
幅度提升，玲珑茶产业纵深发展。

（闵昌红 石涛）桂东县玲珑王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赫鹰。

玲珑茶叶加工厂厂房。

享有 “名山 、名水 、名人 、名鼓 、名
茶、名矿”美誉的“六名乡镇”———葫芦镇
位于保靖县东南部。 全镇总面积 149.06
平方公里，下辖 21 个行政村，18450 人，
其中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5%以上，是
一个典型的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集聚
乡镇。 近年来， 黄金茶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 茶叶种植面积由 2006 年的 4000 亩
达到 2011 年的 18300 亩， 预计到 2012
年初 ， 全镇黄金茶种植面积将突破
23000 亩。

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保靖黄金茶
“黄金”品质。 保靖黄金茶的原产地黄金
村位于葫芦镇南部， 地处神秘的吕洞山
下，镇域内山清水秀，森林覆盖率高，气
候温和，光照适中，生态条件优良。 自然
优势成就了黄金茶 “高氨基酸、 高茶多
酚、高水浸出物”和“香、浓、爽、绿”等独
特的高品质。2005 年，保靖黄金茶黄金 1
号通过省种子管理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黄金 1 号被评为我国优良的绿茶资源；
2009 年被列入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名录，被我国著名茶叶专家誉为“是茶
树品种的资源宝库、 是山区农民致富的
绿色金矿”。 从此以后，黄金茶也备受关
注， 被茶叶界专家誉为 “中国最好的绿
茶”。

关键的技术突破开创黄金茶产业发
展新局面。 葫芦镇黄金村种茶炒茶历史
悠久，早在明嘉庆年间，黄金茶就作为贡
品进贡到皇朝，并从那时起，黄金茶在民
间便有了“一两黄金一两茶”的美名，黄
金茶及其原产地葫芦镇黄金村也因此而
得名。后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黄金茶被
人们渐渐忘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黄
金茶渐渐被世人所了解， 迎来了发展机
遇， 政府开始整合当地优势资源发展黄
金茶产业，寻求致富之路。在县农业局和
镇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保靖县高级农艺
师经过多年反复试验，于 1994 年运用短
穗扦插育苗技术实现了黄金茶成功育
苗， 黄金茶产业开发也由此开始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科学的经营助力黄金茶产业腾飞。
随着茶叶面积、 产量的不断增加和市场
的发展， 黄金茶产业的发展由单纯地扩
大规模逐渐走向了选优提质、树立品牌、
拓展市场的道路， 为此葫芦镇政府实施
了“两头抓”战略，即：一头抓生产，一头
抓销售。

抓生产， 通过一系列措施提质选
优，确保黄金茶“黄金”品质。一是淘汰外
来引进茶叶品种， 建设黄金茶高标准生
产基地，强调健康绿色有机茶概念，所有
黄金茶均使用有机肥种植； 二是加强茶
叶种植培管培训， 邀请省茶科所和县农
业局专家现场培训指导茶农， 规范种植
技术； 三是选育优势单株进行推广，如
“黄金一号”和“黄金二号”，目前已选育
出优势单株约 300 个；四是
改用机械制茶，提高生产效
率，优化制茶工序，确保茶
叶品质。

抓销售， 改革经营模
式，创新品牌，拓展市场。一
是加强宣传 ， 积极招商引
资，实现产业公司化、合作
社化运营。 2002 年成立了
保靖黄金茶公司 ，2008 年
在省茶研所支持下整合近
千万资金组建了保靖黄金
茶有限公司。二是组建茶叶
合作社，进行产业合作社化
运营。 目前，全镇共有茶叶
专业合作社近十家。合作社

的创建，实现了黄
金茶产销一体化，
有效地减少了销
售成本，扩大了销
售渠道，降低了茶
农的风险，促进了
茶农稳步增收。

合理的规划
引领黄金茶产业
步入黄金时代。随
着葫芦镇黄金茶
产业的蓬勃发展，
保靖县委、县政府
将黄金茶产业作
为县级主导产业
发展列入了保靖
县“北果、中烟、南
茶”的全县产业规
划。 同时县委、县
政府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加快发展
黄金茶产业的意
见 》、 《2011 年—
2015 年保靖黄金
茶产业发展规划》
等一系列优惠政
策。这些优惠政策
的出台，极大地带
动了农民种茶的
积极性 ， 预计到
2012 年初 ， 全镇
黄金茶种植面积
将突破 23000 亩。
随着政府的重视，
媒体的宣传以及
良好的市场运作，
黄金茶名气越来
越大，价格持续高
攀，今年春茶价格
涨 到 700 到 800
元每斤不等，且供
不应求。今年 4 月
9 日在长沙举行的保靖黄金茶拍卖会
上，采摘于一号母茶树的二两黄金茶“黄
金一号”拍出 9.8 万元的天价。

展望“十二五”，保靖县对黄金茶产
业开发制定了“产业规模、品种选育、品
牌创建”的规划；“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茶
园建设、茶厂建设”的目标；“突出重点，
扩大三环，龙头覆盖、规模发展”的保靖
黄金茶区域发展布局。 茶叶产业开发与
旅游业相结合， 以生态茶园和苗族特色
文化为载体， 打造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强
镇。在上级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指导
下，葫芦镇将再接再厉，继往开来，争取
在 “十二五 ” 期末全镇实现黄金茶园
40000 亩以上 ， 黄金茶每亩收入达到
7000 元以上， 人均增收 4000 元以上。

（张明照/文 向万银/图）

星火茶业公司生产的千两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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