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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 湖
南产茶历史悠久，自古名茶荟萃，素有

“江南茶乡”的美誉。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茶产业发展，2013 年 7 月， 省政
府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茶叶产业提
质升级的意见》，制定了茶叶产业发展
规划，从科技研发、基地建设到品牌创
建、市场流通、茶文化发展等环节，明
确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推动了茶叶
产业的快速发展。 全省形成了以名优
绿茶、黑茶、红茶、黄茶、茉莉花茶、茶
叶提取物等多茶类发展格局， 茶叶产
销两旺，茶文化繁荣，茶旅游、茶休闲
方兴未艾。

据统计，2014 年全省茶园面积达
到 198 万亩、产茶 18.7 万吨、茶叶综
合产值 540 亿元，茶叶出口创汇额再
创新高，达到 1.1 亿美元。 下阶段，我
们将瞄准打造千亿茶叶产业的目标，
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着力抓好茶叶基地建设、品牌培
育、加工增值和茶文化建设，使茶叶产

业在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

“茶香诗韵聚浓情。”举办 2015 第
七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旨在全面展示
湖南茶业发展成果， 加强同全国茶界
和广大消费者的交流与合作，倡导“茶

为国饮”，普及茶叶知识，扩大茶叶消
费， 促进我省茶叶的提质升级和茶文
化的繁荣。 本届茶博会已吸引了全国
23 个省区市的 1000 多家茶叶企业、
经销商以及数万种茶产品、 茶文化用
品参展参会，囊括了众多知名品牌、知

名企业的产品，为我省近年来规模大、
种类全、 水平高的一次茶叶专业博览
会。 同时，我们还组织开展了 2015 湖
南茶业“千亿产业十佳示范乡镇”、“十
大杰出制茶师”、“十强专业合作社”的
宣传、展示、表彰活动。 在《湖南日报》
开办了专栏，用 20 多个专版连续宣传
展示了湖南茶叶产业发展的成果，并
在红网、湖南茶网、中国名茶网等众多
网站同步进行了宣传。

“芙蓉国里产新茶，九嶷香风阜万
家”。我们相信，通过本届茶博会，湖南
茶业将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增添新的
发展动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创造新
的发展辉煌。

让我们共同期待和预祝 2015 第
七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常宁生态有机
茶品评推介汇报会， 2015 湖南茶叶
“千亿产业十佳示范乡镇”、“十大杰出
制茶师”、“十强专业合作社”颁奖典礼
取得圆满成功。

7 月 8 日,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戴道晋(右二)考察会同县宝田茶场，仔细

了解茶叶的种植、采摘时间以及有机茶园的日常管理情况。 在该茶场茶叶

加工基地，向随行的茶业公司负责人了解茶农们的收益情况。

刘宗林主任（左二）在安化马路镇黄毛岭茶场调研。

千亿引领共推湘茶崛起
———写在 2015第七届湖南茶业博览会开幕之际

省农委主任、2015 第七届湖南茶业博览会组委会主任 刘宗林

2015 第七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茶祖神农杯”名优茶评选获金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单位名称 茶名
绿茶金奖（13 个）
沅陵县人民政府 碣滩茶
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 潇湘牌毛尖
常宁市天堂塔山生态农业科技发展专业合作社 旺塔牌绿茶
常宁市塔山映山红农业专业合作社 九龙塔牌绿茶
湘西自治州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黛勾黛丫古丈毛尖
张家界绿春园茶业有限公司 小溪毛尖·绿茶
宜章县莽山瑶族乡标明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瑶益春·绿茶
湖南望城乌山贡茶业有限公司 乌山贡茶
湖南炎陵县洣溪茗峰茶叶加工厂 “洣溪茗峰”神农白茶
祁阳湘君白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湘浙白茶
湖南张家界茶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毛尖
张家界龙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湘陵春银芽
湖南莽山天一波茶业有限公司 莽山天一波高山云雾·绿茶
红茶金奖（11 个）
常宁市福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塔山岚茶
湖南瑞丰茗香茶业有限公司 瑞丰红茶
湘西自治州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黛勾黛丫红茶
桃源县百尼茶庵茶业有限公司 百尼茶庵·崖边野茶
湖南省铁香茶叶有限公司 铁香红
湖南张家界茶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红茶
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英妹子红茶
张家界湘西红富硒茶业有限公司 湘西红芽
湖南沩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沩山红茶
湖南莽山天一波茶业有限公司 莽山天一波高山云雾·红茶
宜章县莽山瑶族乡标明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瑶益春·红茶
黑茶金奖（7 个）
安化云台雾寒茶业有限公司 大叶金茯茶
安化云台雾寒茶业有限公司 老树千两茶
湖南梅山黑茶股份有限公司 梅山手工八字砖·黑茶
安化县清山源茶叶有限公司 野生千两茶
安化县清山源茶叶有限公司 茯砖茶·皇家茯茶
湖南科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奉元堂薄片·黑茶
湖南新化梅山峰茶业有限公司 新化蛮茶
白茶金奖（2 个）
会同瑞春茶业有限公司 瑞春白毫银针·白茶
张家界龙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湘陵春白毫银针·白茶
特种茶金奖（3 个）
张家界绿春园茶业有限公司 情有杜仲·雄花茶
张家界绿春园茶业有限公司 情有杜仲·原味茶
湖南永州舜皇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舜皇刺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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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佳示范乡镇”

2015 湖南茶叶“十大杰出制茶师”

江城子 茶博会
杨跃伟

由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省农业委员会、省商
务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供销合作总社、省
扶贫工作办、省工商业联合会、省湘西地区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湖南日报社联合主办的茶博会已经
连续举办了七届，一届比一届精彩，茶叶产业产值
正向千亿目标迈进，茶叶既是生态环保产业，又是
富农惠民产业。

湘茶博览势如虹。 香气冲。 人影丛。
业界群星①，耀湖湘天空。
茶茂业盛追千亿，兴茶企，富茶农。
绿黑黄白花禅红②。 湘土种。 日声隆。
品牌争艳，享南北西东。
湘茗正圆辉煌梦，众人颂，世纪风。

①注释：从第三届开始每届茶博会都评选表彰
三十佳业界名企、品牌和人物。

②注释：湖南茶叶种植、加工种类。

2015 湖南茶叶“十强专业合作社”

吴浩人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工
程师

刘新安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
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长树
湖南省金井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姚呈祥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有
限公司 副总经理

黄雪钦
湖南沩山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长

曾卫军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杏益 茯茶大师
湖南省益阳茶厂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长沙县金井镇 安化县冷市镇 石门县罗坪乡

沅陵县官庄镇 古丈县双溪乡 慈利县三合口乡 临湘市聂市镇

常宁市塔山瑶族乡新化县奉家镇 汝城县井坡乡 望城区乌山镇 2015 第七届湖南茶业博览会组委会
2015 年 9 月 16 日

长沙县百里茶廊飞跃茶叶专业合作社

桃源县崖边野茶茶叶专业合作社

平江福石山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常宁市天堂塔山生态农业科技发展专业合作社

炎陵县神农茗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业专业合作社

会同县廖家茶业专业合作社

湖南顺桥茶叶专业合作社

蓝山县百叠岭茶业专业合作社

长沙市望城区千龙茶业科技专业合作社

廖志刚
湖南省君山银针茶业有
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

龙光兴
古丈牛角山茶叶专业
合作社 厂长

姜泽均
湖南沩山湘茗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 厂长

周凤莲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
限公司 生产部部长

肖益平 千两茶大师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
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主 办 单 位
省茶业协会
湖南日报社

为全面宣传、 展示我省千亿茶产业建设
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事迹， 创新我省茶产
业、茶文化的宣传方式，在第七届湖南茶业博
览会期间 ， 省茶业协会和本报组织开展了
2015 湖南茶叶 “千亿产业十佳示范乡镇”、
“十大杰出制茶师”、“十强专业合作社”（简称
“三十”）的评选、宣传、展示、表彰活动，该活
动历时 8 个月，得到了我省 700 多家产茶乡
镇、1000 多位制茶师、300 多家茶叶专业合
作社的积极参与，通过自我推荐、层层筛选与

调查考察、 综合评分、 公示， 最终推选出了
2015 年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佳示范乡镇”、
“十大杰出制茶师”、“十强专业合作社”。

如今，每年一届的“三十”评选活动已经
成为了我省茶业博览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对我省茶业发展的一次重要的大检阅、 大总
结、大表彰，更为我省千亿产业的腾飞增添了
助力。 推选出来的企业、单位、个人是我省茶
业界的优秀代表，学习的榜样、标杆，值得表
彰、推介和传颂。为此，本报从 7 月份开始，特

派出记者，对“三十”候选单位进行实地采访，
并从 8 月 11 日至 9 月 16 日，用一个多月的
时间，在本报开辟“三十”宣传专栏，用 20 多
个专版对荣获 2015 湖南茶叶 “千亿产业十
佳示范乡镇”、“十大杰出制茶师”、“十强专业
合作社” 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全面、 深入地报
道，展示了他们的风采，宣传了他们的业绩，
弘扬了他们的精神，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今天
又用一个连版，对这些单位进行表彰 ，以飨
读者 。

编者按：

2015 第七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其中两家排名并列）

建设茶业强省 打造千亿产业

版式设计 余怡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