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8 日， 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湘政发
〔2013〕26号文件，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
开启建设茶业强省、打造千亿产业新的征程。

一、要充分认识 26 号文件的
重要意义

26 号文件是在我省改革开放“四化两
型” 社会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指导我省茶叶
产业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文件用科学发
展观作指导，有很强的实践性、可操作性，对
于全面推进我省茶叶产业提质升级， 充分发
挥茶叶产业在现代农业和富民强省建设中的
作用，促进我省茶叶产业发展、茶文化繁荣，
增加茶农收入， 增强湘茶的市场竞争力和发
展后劲， 实现湖南千亿茶产业梦想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 将是我省茶叶产业发展史上一个
新的里程碑！

二、 要明确文件提出的总体
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 总体要求
以市场为导向，以品牌为引领，以企业为

主体， 以科技为支撑，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
心，以提升质量效益为目标，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做大做强湘茶产业。 面向国内外市场，满
足差异化消费需求， 发展多茶类、 多层次产
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科学统筹布局，形成
规模化优势和区域化特色； 坚持产业整体推
进，完善全产业链，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坚
持龙头带动，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提高茶叶产
业化经营水平；坚持科技文化支撑，构建现代
茶产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体系， 提高茶叶
产业信息化水平，大力弘扬湘茶文化，增强茶
叶产业发展后劲。

(二) 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建设 300 万亩优质茶园，无

性系良种面积达 80%以上，产量 45 万吨，年
出口 8 万吨以上； 力争实现 1000 亿元茶业

综合产值，全省茶农茶业收入翻一番。

三、 要把握文件提出的工作
重点

(一) 优化产业布局，突出优势和特色
依据现有产业基础、 优势条件和发展潜

力， 充分利用高海拔山区和水库库区资源条
件， 突出产品特色， 以名优绿茶和黑茶为重
点，进一步优化区域茶类布局。重点建设武陵
山脉、南岭山脉、罗霄山脉以及长岳山丘区 U
形优质绿茶带、雪峰山脉优质黑茶带、环洞庭
湖优质黄茶带。 新一轮茶叶产业将重点布局
长沙、安化、桃源、石门、湘阴、平江、临湘、宁
乡、炎陵、茶陵、攸县、株洲、南岳、衡山、洞口、
君山、岳阳、汨罗、道县、桃江、蓝山、江华、桂
东、资兴、汝城、慈利、桑植、沅陵、会同、古丈、
保靖、吉首、永顺等 33 个县市区。

(二) 抓好良繁体系建设，加快良种化进程
着力建设省、市、县三级茶树良种繁育基

地，重点建设省级茶树种质资源库、茶树原种
圃、茶树良种母本园、茶树良种采穗圃、省级
茶树种苗质量检验检测平台。在湘西自治州、
长沙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郴州市等茶
叶优势区域建立年产 10 个 1 亿株以上无性
系工厂化容器育苗良种繁育基地， 确保全省
茶树品种更新换代。

(三) 加强标准化基地建设，夯实产业基础
按照“生态化、良种化、规范化、标准化”

的要求，坚持“集中连片、合理规划、规模发
展”的原则，加强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改
善茶园生产条件，着力建好武陵山脉 100 万
亩名优绿茶标准化基地和湘中北地区 100
万亩黑茶标准化基地。 抓好现有茶园更新改
造、升级和新扩茶园管理，支持和鼓励茶叶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无公害茶、绿色食品
茶、 有机茶基地认证。 全面开展标准茶园创
建，全省创建 100 个国家级标准茶园，大力
示范推广无性系良种栽培、 茶叶测土配方施
肥、茶园病虫绿色防控、茶叶机械化采摘等标

准化生产技术。
(四)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化经营
重点扶持市场带动力强、 规模大的龙头

企业，支持省内企业通过联合、股份合作、并
购和重组组建大型龙头企业。积极招商引资，
鼓励引进大型深加工龙头企业。 积极探索担
保、贷款、上市等模式，加快培育上市企业和
国内、国际品牌龙头企业。加大对专业合作社
的扶持，促进茶农向专业化发展，实现茶叶生
产由分散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 扶持有实
力的企业开发武陵山片区茶产业，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的产业化组织模
式，与基地及茶农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打造从

“种植—加工—终端市场”的茶产业链，增强
辐射带动能力。 加快茶叶企业生产技术和设
备升级换代，全省建设 30 家现代化茶叶加工
示范企业，实现茶叶生产加工的清洁化、连续
化、智能化、标准化。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积极
开展茶叶新产品主功能性成分的开发， 拓展
茶叶精深加工范围。 到 2020 年， 培育 1—2
个年销售收入过 100 亿元、5 个过 50 亿元、
10 个过 10 亿元的茶叶龙头企业， 重点支持
一批茶叶龙头企业上市。

(五) 推进名优品牌建设，提升综合竞争力
加大扶持和统筹协调力度，构建名牌茶发

展、推介、保护和利用的运行机制。 支持企业争
创湖南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提升品牌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到 2020年，分茶类重点打
造 8—10 个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茶叶品牌，其中绿茶 3—5 个，黑茶 2 个，红茶
1个，黄茶 1个，花茶 1个。 大力发展茶叶功能
性成分等深加工产品，积极创建深加工品牌。

(六) 大力弘扬湘茶文化，丰富茶文化内涵
加强对湘茶文化的研究和推广， 继续举

办好中华茶祖节、中国（益阳）黑茶文化节、湘
西茶文化节等节会，大力弘扬湘茶文化。全力
推进中国黑茶工业园、茶祖印象产业园、武陵
山区生态茶博园等产业综合项目。 加强茶文
化与旅游业的融合， 大力发展茶旅游、 茶观
光、茶休闲业，打造安化茶马古道、长沙百里
茶廊、吉首万亩黄金茶谷、石门夹山茶禅等茶

旅游精品，以旅兴茶，以茶促旅。 深入挖掘茶
文化资源， 提升茶文化品牌， 促进茶文化消
费，加大茶艺人才培训，发展传统文化与时尚
消费契合的湘派茶馆。 不断提升湖南茶叶在
国际国内市场的软实力。

四、 要全面落实文件中提出
的六大保障措施

(一)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部门联动、社

会参与”的茶叶产业发展推进机制。各级政府
要高度重视茶叶产业发展， 加强对茶产业和
茶叶品牌建设的统筹协调。 茶叶主产县市区
要将茶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富民产业来抓，
认真落实扶持政策，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完成。

(二) 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采取政府投入，企业投融资，个人、集体

投资和银行信贷等多元化投资方式， 积极拓
宽引资渠道。

(三) 健全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实施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过程、

产品质量全程监控， 切实落实茶叶生产、收
购、储运、加工、包装、销售各环节的质量安全
监管责任，杜绝不合格鲜叶进入加工、不合格
产品进入市场。

(四) 加强市场体系建设
加快茶叶市场建设步伐，建设一批功能配

套的产地区域性市场。鼓励茶叶龙头企业在省
内外构建茶叶营销网络，支持企业在大中城市
特别是一类城市设立品牌茶销售连锁店、专营
店、加盟店，进大型连锁超市、大卖场等，提升
湘茶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引导茶叶龙头企业更
新营销理念，发展多元化的销售渠道，大力发
展电子商务、配送、代理、直销、批发、邮购等新
型流通业态，积极实施湘茶“走出去”战略。

(五) 强化科技信息支撑
以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省农科院的国家

茶叶重点实验室和产业技术体系以及龙头企
业现有工程技术研发平台为依托，进一步围绕

湖南茶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开展
创新研究和技术攻关，引导建立科技共享、优势
互补机制，加强茶树良种选育、茶苗快速繁育、
茶园机械化管理和采摘、茶叶连续化加工。

(六) 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各级茶业协会、 茶叶学会要强化行业组

织服务职能，做好行业自律、市场协调监督、
科研协作、人才培养、产业宣传、茶文化传播
等工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当好参谋，在推
动全省茶叶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中发挥作用。

五、全省各市（州）、县（市区）
茶业协会、茶叶局（办），协会各理
事、会员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好
文件。

要深刻领会文件精神，提振信心，动员全
省茶人、茶叶工作者响应省政府号召，开拓创
新，推进全省茶叶产业提质升级，建设茶业强
省，实现千亿产业的目标。

要密切联系本单位实际， 确定本单位茶
业提质升级的目标、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扎
实推进今年下半年的工作，认真组织，积极参
加“2013 第十届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11
月 8—11 日，北京），办好“2013 第五届湖南
茶业博览会”（12 月 5—8 日， 省展览馆）和

“2013 湖南茶叶‘助农增收十强企业’、‘十大
畅销品牌’、‘十大文化事件’ 宣传展示活动。
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各项任务指标， 为实现
千亿茶产业目标起好步。

市（州）、县（市区）茶业协会、茶叶局（办）
要当好本地区茶叶产业提质升级的参谋，在
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依据“湘政发〔2013〕
26 号文件” 制定完善好到 2020 年本地区茶
叶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本地区茶叶产业提质
升级的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措施，，促进本
地区茶叶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增强本
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后劲。 开创本地区茶叶产
业发展新局面， 共同书写湖南茶叶产业新的
辉煌！ （作者系湖南省茶业协会会长）

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为
国饮，湖南为先。为了弘扬神农茶祖
文化，倡导茶为国饮，丰富神农茶都
文化内涵， 加强与社会各界人士的
茶文化交流互动，“神农茶都” 全球
楹联征集大赛即日开启。

1.奇联求偶 。 征上联 ，下联为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
而解之。 ”下联出自《神农本草经》之
原句， 应征上联不论成句还是自撰
都须遵循对仗规则。 本项目设立入
围作品若干，特等奖作品一件，奖励
8.8 万元人民币（税后）。 2.原创楹联
征集。 以“神农茶都”为主题进行创
作， 作品需紧扣征联主题， 格调健
康，遣词文雅，符合联律。 新旧四声
不得混用，集句、用典注明出处。 对
联单比字数不得超过 30 字，每位作
者投稿数量不得超过 10 副。

本次大赛设一等奖 1 名， 奖金
为 1.8 万元人民币 （税后， 以下同
此）；二等奖 3 名，奖金各 1 万元人
民币；三等奖 4 名，奖金各 0.5 万元
人民币 ；优秀奖 50 名 ，奖金各 500
元人民币；入围奖 500 名，赠送大赛
优秀作品集 1 本。

据主办方介绍， 本次大赛由活
动组委会邀请中国楹联界专家，湖
南楹联界、 茶文化界专家组成评审
委员会，对所有来稿进行糊名评选，
评选结果将在相关媒体公示， 所有
获奖作者除承诺的奖励外均可获得
相应的证书。 重点作者将被邀请参

加 12 月 5 日在长沙举办的“2013 第
五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开幕式和大
赛颁奖典礼。 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将
汇编成《“神农茶都”全球楹联征集
大赛优秀作品集》出版发行；大赛特
等奖和一、二、三等奖获奖楹联将收
入 《魅力湘茶诗词联赋》 专著并在
《魅力湘茶》会刊上刊出。

大赛主办单位为茶祖神农基金
会、湖南省茶业协会、湖南省楹联家
协会、湖南省茶叶学会、湖南省茶叶
研究所、长沙市泉州商会茶业分会，
承办单位为“神农茶都”。

链接 》》》
征集时间：即日起—10月 30日

（截止日期以投稿发出时间为准）；
评选时间 ：11 月 1 日 -11 月

15 日；
公示时间 ：11 月 16 日 -11 月

20 日；
颁奖时间：12 月 5 日；
颁奖地点：湖南省展览馆。
投稿方式：
网络投稿：
1.邮箱（2201057341@qq.com）；
2.微信投稿： 神农茶都微信公众

号（ID：shennongchadu）、新浪微博:�
@神农茶都；

3.稿件投寄:长沙市浏正街 48号
湖南省茶业协会（邮编：410005）咨询
电 话 ：0731-88182222、84422939
联系人：程女士。

■曹文成

千亿湘茶 扬帆起航
———学习湘政发〔2013〕26号文件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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