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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 是我省茶界谱写华章的日子，
湖南省第五届茶业博览会在这里隆重开幕，唱
响了盛世兴茶看湖南的主旋律；

这一天， 也是我省茶叶 “助农增收十强企
业”、“十大畅销品牌”、“十大文化事件” 的颁奖
盛宴，茶企云集、茶人相聚，共奏奋进的凯歌；

观湘茶珍品、品经典茗茶、享极品茶艺、唱
健康快乐之歌……第五届茶博会多种茗茶荟
萃，数百茶企亮相，千名茶商欢聚，为我们展示
了湘茶的缤纷世界！

在这里，茶人们醉了，客商们醉了，星城醉
了………

走，让我们一起走进茶博会吧，一起去领略
湘茶的神韵，迎接湖南茶产业发展的春天。

三湘大地春来早

嫩芽一叶满城香，三湘大地春来早。
茶，乃人类文明健康之饮；湘茶，富民强省

之产业；魅力湘茶，乃世界茶类之奇葩。 发展茶
产业，弘扬茶文化，富裕千家万户，已成为我省
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茶农的共识。

在省委、 省政府的重视和省直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我省茶人砥砺前行，取得了骄人的
业绩。

据省茶业协会会长曹文成介绍 ， 预计到
2013 年底，我省茶园面积将达到 182 万亩，产量
16.65 万吨，出口 4.5 万吨，创汇 1 亿美元，继续
位居全国前列，茶业综合产值将达到 510 亿元，
全省加工销售各类茶叶将达到 42 万吨。 实现了
茶农增收、企业增效、财政增税、全行业连续第
七年盈利，出现了一批利润过千万、过 5000 万、
过亿元的茶叶企业，茶叶税收过亿元的县（安化
县）， 茶叶种植大户收入过 10 万元、20 万元、50

万元的可喜局面。 同时， 湘茶品牌效益日益突
显， 形成了一批极具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地方标
志产品和名牌，已有 13 个茶叶品牌荣获“中国
驰名商标”，七个“国家地理证明商标”，湖南成
为中西部省份中茶叶获中国驰名商标最多的省
份。

茶叶俨然成为了我省茶区安民、富民、扶贫
支柱产业，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展现了湘
茶的独特优势和无穷魅力。

2013 年 7 月 8 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以湘政
发【2013】26 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茶叶
产业提质升级的意见》， 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建
设 300 万亩优质茶园、 实现 45 万吨的产量、力
争实现 1 千亿元的茶业综合产值， 全省茶农茶
业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26 号文件的下发，拉开了我省打造千亿茶
产业的序幕，振奋了三湘 600 多万茶人的精神，
成为了我省茶业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茶业舞台竞风流

如果说， 我省茶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是因
为有三湘这片热土和所有茶人的共同努力，那
么“湖南茶业博览会”、“三十”宣传展示活动，就
是茶业竞风流的大舞台。

2013 第五届湖南茶业博览会是遵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湖南是产茶大省，要充分利用湖南
茶业博览会的平台，宣传、推销茶叶，不断提高
茶叶质量，创建驰名品牌，促进我省茶叶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的指示精神，由湖南省委农村工
作部、省人民政府农办、省农业厅、省供销合作
总社、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省中小企业局、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 省茶业协会等 5 家单
位承办的茶业盛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每届

茶博会都是全省茶人的胜利会师大会、 向全省
人民的汇报大会、迈向新征程的誓师大会，对全
省茶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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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
“三十”）宣传展示活动，既是本届茶博会的一项
重要内容， 又是我省茶业发展一次综合的大检
阅、大总结、大表彰、大促进。

在活动中脱颖而出的 “助农增收十强企
业”，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舞活茶叶龙头，
带动三湘茶农增收致富，实现了经营规模及综
合实力全国第二 ，出口全国第一 ；湖南中茶公
司始终将惠农增收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用服
务赢得了广大茶农赞誉；“湘丰”实行“先种植，
受益后再返还，全产业链发展”的方式，极大地
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 提高了茶农的种植积极
性；华莱用创新营销、开拓直销、助农惠农实现
了后来者居上的目标；茶祖印象更是积极打造
茶产业、茶文化全产业链 ，成为了引领茶农致
富的新典范；还有湘茗茶业提高茶农综合素质
等一系列的惠农措施；玲珑王走产业化经营之
路，引领茶农致富 ；干发茶业提升品质助农增
收、增效；英妹子茶业创新产品 、让利于农 ，改
写了古丈茶农贫困的历史；盛唐黑金与当地茶
农“小船扎成排，合力闯大海 ”的抱团发展 、助
农增收等等。 这些助农增收的先进典型，这些
标杆企业以自身的发展推动着当地茶业的发
展、农民的增收和农村旧貌换新颜 ，为我省建
设茶业强省，打造千亿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
基础作出了贡献。

荣获 2013 湖南茶叶“十大畅销品牌”的石
门银峰、白沙溪、湘益、君山黄茶、晋丰厚、双上
绿芽、沩山毛尖、玲珑茶、香木海、云天阁，以自
己的诚信经营和良好的品质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好评，成为了湘茶扬名海内外的靓丽名片。
十大文化事件是我省茶界 2013 年重大盛

事的缩影，诠释了“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
为国饮，湖南为先”的理念，把文化与湘茶融合，
让创新与发展成为常态， 掀起了弘扬茶文化的
热潮，对于文化兴茶、净化和升华人们的心灵、
唤取人们的文化认同、倡导茶为国饮、提倡多喝
茶、科学饮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今，“三十” 宣传展示活动已经成为了湖
南茶博会的重要品牌活动， 不仅全面展示了湖
南茶业的成果，树立了典型，激励了先进，还为
广大读者送上了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

茶人共圆千亿梦

茶产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这是不少茶人的共同感受， 也是盛世兴茶

的历史必然。
就在省政府 26 号文件下发后不久，茶博会

开幕前夕， 在岳阳举行的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
年会暨首届中国（岳阳）黄茶文化节期间，省人
民政府在岳阳召开了 “全省茶叶工作座谈会”。
这次会议，吹响了“建设茶叶强省，打造千亿产
业”的集结号，湖南茶人迈上了圆千亿产业梦的
新征程。

在座谈会上， 省人大副主任徐明华认为：
“要实现千亿茶产业梦，重点就是要把我省的龙
头企业做大做强， 只有把龙头企业培育成市场
的主体，我们的茶农、小的茶企才有依托的平台
主体，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也只有依靠龙
头企业才能使湖南茶叶产业提质升级、 健康持
续发展。 ”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硕辅则明确提出：“茶
产业要发展，各级政府领导、主管部门，包括行

业协会，要按照湘政发〔2013〕26 号文件科学规
划，落实保障措施，给予政策支持。 同时要抓好
三个环节：一是种好茶；二是做好茶；三是卖好
茶。 种好茶，我们的茶园必须要走标准化创建的
道路；做好茶，需要通过提升科研能力、突出特
色、扩大规模、提高效益；卖好茶，则要通过降低
成本、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创新营销、加强行业
自律、搞好文化宣传等。 ”

围绕我省千亿茶产业目标、致富广大茶农，
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要求：“首先我们新一轮的
茶叶产业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主攻质量、 效益和
科技兴茶上；其次要借鉴浙江、福建打造公共品
牌的经验来推动湘茶品牌的整合提升； 再次政
府要为茶叶龙头企业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优良环
境。 ”

在省政府即将下发的省茶叶产业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中也明确指出，我省茶产业的
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生态、安全、
优质、高效目标，以茶叶产业链的提升和延伸为
途径，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创新经营管理机制，
创新产业核心技术，大力推进品种良种化、生产
标准化、质量安全化、经营产业化、营销品牌化
体系建设。 进一步优化茶叶区域布局和产品结
构，扩大产业规模，拓宽精深加工范围，培育壮
大龙头企业，打造名优茶叶品牌，构建现代流通
体系，丰富茶文化内涵。

产业梦，千亿梦，茶人梦。 省政府以及相关
部门、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我省茶产
业提质升级、转型创新、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和
道路。

如今，标杆已经形成，榜样已经树立，湘茶
已经崛起，千亿茶产业的梦想已经腾飞，追梦人
的脚步已经迈出……

明天，湖南将上演盛世兴茶的辉煌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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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写在 2013 第五届湖南茶业博览会开幕之际
本刊记者 张福芳

打造湘茶升级版 � �实现千亿产业梦

2013湖南茶叶“助农增收十强企业”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丰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祖印象（湖南）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盛唐黑金黑茶发展有限公司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桂东县玲珑王茶叶开发有限公司湖南沩山湘茗茶业有限公司

洞庭湖水泡湘茶
杯中甘露乾坤大
茶祖神农开嘉木
山青水秀种好茶
茶园满山滚绿浪
姑娘采茶汗水洒
湘茶的古道连欧亚
湘茶的故事传天涯

绿茶染绿高山水
红茶映红天边霞
黄茶银针恋君山
黑茶千两醉万家
花茶茉莉香更浓
禅茶文化走东瀛
湘茶的家族多繁盛
湘茶的名声响华夏

盛夏消暑喝绿茶
隆冬暖身品红茶
远离三高有黑茶
牧民快马煮砖茶
桃花源里尝擂茶
终身相伴不离茶
湘茶的美妙说不尽
湘茶的琼浆香天下

洞庭湖水泡湘茶
杯中甘露乾坤大
湘茶的名声响华夏
湘茶的琼浆香天下
湘茶的名声响华夏
湘茶的琼浆香天下

绿茶金奖（7 个）
碣滩干发牌 一号毛尖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
密印寺牌 一品湘茗 湖南沩山湘茗茶业有限公司
神凤牌 湘西黄金茶 湖南湘吉黄金茶茶业有限公司
碣滩毛尖 湖南省沅陵碣滩茶业有限公司
齐眉翠峰 � � � � � � � �湖南省沅陵县齐眉届国有林场
勾头峰·衡山野山针 衡山野山茶茶业有限公司
周小云牌 太青野芽王 澧县周小云太青野茶专业合作社

红茶金奖（4 个）
茶祖三湘红 茶祖印象(湖南)茶业有限公司
碣滩干发牌 沅陵红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
双上绿芽牌 澧州红 澧县太青山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炎陵牌”洣江金针红茶 湖南茶陵洣江茶业有限公司

黑茶金奖（4 个）
胡少英千两茶 湖南省碧丹溪茶业有限公司
云天阁牌天尖茶 安化县云天阁茶业有限公司
马迹堂野生茯茶 湖南马迹堂茶业有限公司
天王牌金茯金砖 湖南星火茶业有限公司

2013第五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茶祖神农杯”名优茶评

比获金奖名单

湘茶之歌（歌词）
杨跃伟

2013湖南茶叶“十大文化事件”

大茶网上线。
入选理由：2013 年大茶网重磅面世，

强势推出， 填补了我省茶行业无专业电
商平台的空白。 大茶网推出的 020 模式，
将线上销售与线下体验紧密结合， 开辟
了一条湘茶出湘的新道路， 开启我省了
茶行业营销新纪元。

《茶叶 300 句》出版发行。
入选理由 ：若将 《茶经 》比作一

部横跨历史时空的茶学圣经，《茶叶
300 句》就是一本纵观当今茶事的百
科全书，不仅是茶文化的浓缩提炼，
也是侵润在对诗书礼乐等传统文化
的认知。

“2013 中华茶祖节·南岳祭茶大
典”（4 月 28 日）。

入选理由：“茶祖在湖南，茶源始
三湘；茶为国饮，湖南为先”，传承和
发扬千年茶祖文化，让现代与历史融
合，这场祭茶大典完美诠释了中华不
朽的茶祖精神。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暨 2013
安化黑茶·白沙溪品牌营销峰会”在韶山
举行。

入选理由：“向伟人致敬 弘扬民族黑
茶事业”。 一家成立 73 年的黑茶企业，沐
浴着党和政府的阳光，长成了一棵参天大
树。 如今，它以自身的发展感党恩，颂党
情，缅怀伟大领袖毛泽东，成为了我省茶
企中的典范。

湖南猴王茶业有限公司新派花茶—
翡藏香新品上市（11 月 1 日）。

入选理由 ：潜心 60 载 ，一朝亮相 ，
惊艳全场。 “翡藏香”新派花茶展现了湖
南猴王花茶创新成果，开启了中国花茶
领域新的篇章 ， 为我们带来了美的享
受。

中国武陵山(怀化·沅陵)生态茶
文化旅游节举行。

入选理由：沅陵县作为“全国生
态有机茶之乡”、“全国十大生态产茶
县”，近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本次
茶文化旅游节充分展现了沅陵丰富
的民俗茶文化，为沅陵抢占武陵茶产
业发展制高点作出了积极贡献。

省茶业协会
湖南日报社

主 办 单 位

2013湖南茶叶“十大畅销品牌”

云天阁
安化县云天阁茶业有限公司

香木海
湖南省香木海茶业有限公司

玲珑茶
桂东县玲珑王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沩山毛尖
长沙沩山茶业有限公司

双上绿芽
澧县太青山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晋丰厚
湖南省安化县晋丰厚茶行有限公司

君山黄茶
湖南省君山银针茶业有限公司

湘 益
湖南益阳茶厂有限公司

白沙溪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
股份有限公司

石门银峰

“神农茶都”全球楹联征集大赛
举行。

入选理由：在中国，楹联浓缩了汉
文化的精华。当楹联遇上茶，便有了茶
联说。 本届大赛是中国楹联文化在传
承中的发展， 为全球人民呈现了一场
不容错过的“茶叶、茶文化嘉年华”。

湖南茶叶博物馆成立 (湖南省茶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入选理由：在湖南茶叶博物馆，你可
以身临其境般“穿越”时空去感受中国悠
久茶文化历史的传奇， 以及湘茶产业的
欣欣向荣、湘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了
我省公益性茶叶博物馆的领头羊。

10 月 30 日，第九届中国茶业经
济年会暨岳阳黄茶文化节召开，岳阳
被授予“中国黄茶之乡”。

入选理由：君山黄茶从 “养在深
闺人未识” 到入选中国十大名茶，在
铿锵前行中华丽绽放，成为了茶行业
的一朵奇葩，奠定了岳阳“中国黄茶
之乡”的地位。

2011-2012 年度全国百佳茶馆颁奖
典礼暨“安化黑茶”杯第五届全国茶馆经
理人高峰论坛在安化举行。

入选理由： 安化是中国黑茶主要发
源地，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
如今，乘着茶产业发展的强劲东风，安化
黑茶更是成为了中国每家茶馆必备的佳
茗，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