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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黑茶未来
创新乃世界前行的不竭动力！ 中国因创

新而崛起于世界之林！ 湖南华莱，一家种植、
生产、经营安化黑茶的三农企业，正因创新而
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

源起： 三农企业的悄然兴起

“茶为国饮，湖南为先。”湖南人善饮茶更
善种茶。 2009 年，华莱董事长陈社强率企业
进军安化黑茶产业，仅短短四年时间，即成为
行业领军企业。

“我们是喝着黑茶长大的！ ”谈起与黑茶
的结缘，陈社强饱含深情。“茶对人的身体健
康是非常好的， 而安化黑茶更有独特的健康
功效。小时候肚子不舒服，父母就会煮老茶给
我们喝。”事实上，经专家学者论证，安化黑茶
的确有突出的保健功效。而与黑茶有关的“生
命之饮、美容茶、瘦身茶”等美誉皆是因此而
来。

“创业的最初目的，是实现自己的梦想，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己

之力，黑茶，给了我最好的契机！ ”

务实： 质量高于一切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产品质量决定着企
业的生存与发展，陈社强坚信只有质量过硬，
企业才能站得稳走得远。 陈社强始终把质量
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来抓， 他要求从种
植到采摘， 再到产品深加工， 最后到产品输
出，每项工作都被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华莱长期推行绿色环保、有机高效、生态
自然的种植模式，从根源上杜绝化肥，抵制农
药，从根本上保证安化黑茶的高贵品质；不断
引进顶端的高科技生产工艺和数字化智能管
理模式，利用精密、优良的专业设备，在无菌
的环境中，生产出更优质的茶。

值得一提的是， 华莱这一套高效率高规
格的现代化科技质量监督办法， 已引起行业
的广泛关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引领带
动整个行业新一轮的变革。

酝酿： 华莱品牌形象全面升级

为做大做强黑茶产业， 华莱公司积极响
应安化县委、县政府的号召，尽其所能地投入
到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大局需要之中， 前后
投资数亿元兴建茶园基地。 为更好的配合销
售，进一步打造企业形象，树立安化黑茶品牌
形象，华莱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品牌建设小组，
制定了周密的品牌推广战略。从产品包装，到
品牌、文化建设，华莱已形成了一套高标准、
高要求的规范。

2007 年 7 月，华莱公司正式启动安化黑
茶“千店万铺”代理加盟商户计划，而在该加
盟计划启动的同时， 华莱已经为全国各级黑
茶代理商打造出一套风格统一、大气稳重、茶
文化突出的黑茶门店形象系统。目前，华莱公
司已在全国拥有近 300 家黑茶店铺，销售网
络遍布全国，在俄罗斯、德国、韩国等国也有
部分消费群体，年营业额过亿元。“华莱健”品
牌得到了市场高度认可和推崇, 倍受消费者
信赖，逐渐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一个不传播民族文化的企业是平庸的
企业，华莱健安化黑茶，不仅仅是华莱公司的
黑茶产品，更是千百年中国文化的传承精品，
堪称中华民族的骄傲。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
和保护这个珍贵的品牌，并将其做强做大。”
陈社强董事长如是说。

超越： 黑茶精品闪亮登场

2011 年 7 月，由华莱公司主导，经湖南

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茶学界泰斗———
施兆鹏、刘仲华先生指导的，由国内外众茶学
专家与食品专家共同参与研发的安化黑茶深
加工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首批高科技产
品———“华莱健”速溶、袋泡黑茶隆重上市，一
举开启了中国黑茶迈向保健、 安全的消费时
代的篇章。 首创的速溶黑茶更是突破传统观
念， 率先将黑茶研制成可以直接用水冲泡的
速溶茶饮料，成为黑茶产业的改革之作。

2013 年，华莱公司斥资上千万，兴建具
有“精选国家认证基地原料、先进加工设备、
精湛生产工艺 、洁净生产环境、先进检测设
备、 严格执行标准” 等规格的 10 万级 GMP
生产车间。该生产车间建成后，将陆续生产出
更多新型的现代化黑茶产品，如保健品胶囊、
日用品等。

辛勤耕耘，励精图治。华莱人用事实诠释
梦想的实践。从自主生产的第一篓天尖、第一
支千两茶， 到现在年产各类黑茶等 2 万吨的
能力。华莱的每一分耕耘，都获得了沉甸甸的
收获， 并不断得到业内及各级部门的高度认
可和推崇， 先后获得了“湖南省著名商标”、
“益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国茶叶行
业十佳品牌”、“中国茶业行业百强企业”等荣
誉，“华莱健”安化黑茶成为有口皆碑的产品。
而对于黑茶产业的贡献， 行业专家学者一致
认为，华莱公司通过自身发展，不仅提高了茶
农的生活水平， 更推动了黑茶产业健康有序

发展。华莱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社
会效益更是不可估量。

三农： 帮助 30 万茶农共同致富

作为一家黑茶行业的民族企业， 华莱始
终坚持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走
出一条帮助贫困茶农致富、带动地方经济、实
现企业增长、促进行业发展、造福消费者的共
赢之路。创业至今，华莱公司反哺社会各项捐
款过千万元， 安置当地农村劳动力 1500 余
人，相关产业链就业人数达 8万人以上。

交通不便的安化依然位列全国重点贫困
县，陈社强希望通过大力建设黑茶种植、生产
基地，能够有效带动当地 30 万贫困茶农从事
茶叶种植、生产和加工。事实上，华莱的快速发
展带动了当地茶农种植黑茶的积极性，而依靠
华莱脱贫致富的茶农数不胜数。陈社强的三农
举措，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

未来五年内， 华莱公司将继续紧密结合
国家产业政策，秉承“发展黑茶产业，铸造民
族精品”的崇高使命，争取 5 年内实现自建 3
万亩茶园的目标， 进一步带动安化茶农脱贫
致富，并进一步规范经营，强化管理，狠抓产
品质量， 带动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全
面升级。

华莱产品：金茯

盛唐黑金高山有机茶园。
茶马古道上，有一匹黑骏马，驮你，从历

史深处走来，洒一路幽幽茶香。
安化，因茶而闻名。 安化黑茶，在西汉时

期已经流通，历经唐宋的盛世，近代的默默无
闻，再在全国茶行业中异军突起，享誉全国，
成为湘茶方阵中的一支劲旅。

2011 年成立的湖南盛唐黑金黑茶更是
其中的佼佼者，在 2012 年，第九届国际（上
海）博览会上，盛唐黑金的产品大放异彩，黑
金立方荣获“中国名茶评比”金奖，冰碛芽尖
荣获“中国名茶评比” 黑茶类唯一特别金奖
……

2013 年安化县委县政府更是将盛唐黑
金黑茶列入了推进安化黑茶产业化经营、加
快农民致富的重点开发项目。

最美的遇见

深秋之际， 记者慕名来到位于长沙万家
丽路华樟名府的盛唐黑金茶庄。 一进茶庄，入
眼的不是色泽鲜艳的茶品， 而是古色古香的
一张盘根茶桌，几张树桩凳，盛唐黑金的各类
安化黑茶，围墙摆放，茶香四溢。 盛唐黑金的
掌舵者任秀江儒雅、内敛的以茶敬客。

入座后，任秀江热情地邀我们品茗，细细
饮啜，盛唐黑金安化黑茶，入口甘甜，有淡淡
的茶香。入胃平和，细腻有余，不显张扬。看似
浓郁，饮则不腻。

品上一杯好茶之后， 任秀江娓娓道来他
与安化黑茶的结缘。

“我与安化黑茶的结缘，起源于一群安化
的朋友,他们祖居安化，世代做茶，并时常邀他
品尝黑茶，一开始我对黑茶还不怎么在意，有

一次连续喝了二十几天安化黑茶后， 我发现
自己的血脂降低了不少， 人也越发精神，随
后，我对黑茶有了浓厚的兴趣，毅然离开经营
多年的医药行业， 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对安化
黑茶的研究中。并于 2011 年 6 月主动要求加
盟，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湖南盛唐黑金黑茶发
展有限公司”，专营安化高山黑茶。 ”

短短几年内，通过不懈努力，盛唐黑金以
其良好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赞誉。 但
任秀江并没有满足，在他看来，企业的发展和
品牌的创立单靠一般的努力是不够的， 在市
场竞争激烈、产品生命周期短、技术突飞猛进
的今天， 要赢得市场， 唯有在创新上狠下功
夫。

于是， 盛唐黑金是全国唯一一家将与安
化独有的冰碛岩与安化黑茶结合起来传播的
茶企，生产制作了冰碛岩茶壶、茶杯等一系列
的茶具，并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公司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全部采用低碳环
保材料包装茶叶的茶企，其“竹文化”特色包

装已获得了九项国家外观专利。
盛唐黑金更是全国唯一一家成

立《安化黑茶研究院》的茶企，对安化
黑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创新。目前
正在研制全世界唯一一款不含任何
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安化黑茶“金花
饮”。

遗落在高山的皇家茶园

盛唐黑金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
探寻其发展的根源，最主要的是

公司拥有最多最好的安化本土高山
有机茶园。 安化境内海拔 800—1200 米生长
的高山茶由于气温低、冰冻期长、无虫害，不
需施农药，茶叶中无农药；又由于高山水质、
空气、土壤无污染，茶树生长环境优越；并且
高山终年云雾缭绕、 昼夜温差大， 茶叶生长
期、一年只采一季，因而茶叶质量特别优良。

安化辰山、芙蓉山、五龙山、冷市……等
高山上均有盛唐黑金的高山有机茶园。

据任秀江介绍，辰山是有名的旅游胜地，
平均海拔在 1000 米左右， 位于雪峰山脉北
端，资水中游，安化县东坪镇境内。 辰山山体
连绵，峰峦秀丽，风光如画。“四十里高烟雾
锁，九重深处水云环。 ”就是辰山的真实写照。
盛唐时期，安化辰山茶园被誉为皇家茶园，盛
极一时。

在辰山上， 漫山遍野都可以看到一种奇
特的石头—烂石，陆羽在《茶经》中说到“茶之
上者生烂石”，学名叫冰碛岩，至今已有七亿
年的历史， 含锌、 硒等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
素， 冰碛岩地区会形成一种相对独特的地理

环境和气候条件， 非常适合茶叶类植物的生
长。 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黑茶，叶片厚实，
茶味浓郁， 回甘悠长。 茶叶中富含茶黄素、Y
氨基丁酸等，长期饮用，助消化、解油腻、降
“三高”。

经多方考证后， 盛唐黑金决定在安化辰
山建立万亩高山有机茶园， 其中五千亩为野
生茶。 现在盛唐黑金已在辰山建立了安化最
好的高山有机野生茶园基地， 已获得有机茶
认证证书， 同时已在辰山建立了安化县第一
家洁净化黑毛茶加工厂，由于茶叶品质好，辰
山产的盛唐黑金安化高山黑茶已享誉全国。

黑金敲开致富门

一个强大的茶叶品牌崛起可以造福一方
百姓。

在进驻安化从事安化黑茶产业开发的
三年时间里， 盛唐黑金按照：“走共同富裕的
道路，做有情有义的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创
建“公司 + 基地 + 茶农”的利益共享模式，不
断加强与村级经济的联系与合作， 主动与当
地农户协商，将茶叶发展与茶农利益相结合，
全部按“建园标准化、品种优良化、管理一体
化”的要求建立标准化茶园基地。

任秀江告诉记者， 以往这个季节山里的
茶农都在从事传统的劳作， 劳动所得只能够
解决自家的生活之需， 在家门口很少能找到
挣钱的门路。 现在盛唐黑金为他们提供了茶
园管理、采茶、选茶、制茶等工作，让他们在家

门口就业。 同时，盛唐黑金还将原来分散经营
的茶农由散户抱团成为“大户”，提升安化黑
茶整体的规模与档次，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风
险的能力。

这几年随着安化黑茶的崛起， 吸引了许
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回乡种茶， 目前盛唐黑
金茶园种茶、 茶园管理和采茶等全部聘请当
地的茶农， 不仅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
就近就地就业， 而且采摘茶叶对年龄没有限
制，中老年人同样也能胜任这份工作。 一般一
个劳动力一天可以采摘 80 到 120 公斤鲜叶，
茶农一般一天可挣到百元左右。 这样不仅增
加了农民收入， 而且实现了茶农和企业的双
赢。

盛唐黑金为许多茶农敲开了致富的大
门。

任秀江表示：“下一步， 我们还有自己的
新计划， 对内继续把好质量关， 坚持品质至
上，创新发展。 对外把盛唐黑金黑茶推广到全
国各大城市，步步为营，逐步扩大。 ”

我们有理由相信， 盛唐黑金必会坚持诚
信和品质， 在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越走越好，持续美丽绽放。

辰山万亩有机茶园基地。

李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