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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湖南茶叶“十大杰出营销经理人”

龙明华：让“华莱”闪耀世界每个角落
龙明华，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主管华莱公司全球市场。 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营销实战专家、卓越的企业内训导师，曾在多家
著名企业担任营销总监及其他高层职务。 在团队
建设与管理，企业培训，市场营销等方面有丰富
的实战经验和独特的理论见解。

柏 润
“中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湖南省高

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
“2013 湖南茶叶助农增收十强企业”、“湖南
省名牌产品”、“国家教育部茶学重点实验室
技术示范基地”、“湖南农业大学茶学博士工
作站”……

这是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
2009年从医疗保健品行业转型，进驻黑茶产
业， 短短几年时间所取得的一部分成绩。 如
今，华莱已成长为安化黑茶企业的领头羊。

这些荣誉的取得， 离不开一群有理想、
有抱负、有情怀的华莱人，正是他们的敢闯
敢拼、不畏艰难、全力以赴、无私奉献，造就
了华莱的辉煌， 也造就了今天的黑茶盛世，
而龙明华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投身黑茶
做新时代的产业领路人

2007 年， 一种唯一以地名命名的茶
叶———安化黑茶异军突起，成为了中国茶叶
市场新热点。 乘着此股东风，华莱创新转型，
进驻黑茶产业。 龙明华也伴随华莱一起，全
力进驻黑茶产业。

“选择黑茶，不仅是选择了一份事业，更
是对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坚持，是
对中华文明的有力传承。”龙明华说，21 世纪
是茶、茶文化、茶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而有
着“生命之饮、美容茶、瘦身茶”等美誉的黑
茶，以其在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方面突
出的保健功效而备受青睐。 但是黑茶，世界

只有中国有，中国只有湖南有，湖南只有安
化有。 随着大时代健康需求和养生文化的扩
展以及国际交流的频繁开展，将有更多的人
享用和受益安化黑茶，安化黑茶也将进一步
走向世界。

凭着对时势以及市场形势的正确把握，
龙明华积极投身黑茶产业。 正如他所说：“人
生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把握时势， 承担责
任。 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对父母、子女、
家庭负责，更要对国家社会负责，而眼前，我
们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对安化黑茶负责、对华
莱负责。 ”

如何对安化黑茶负责、对华莱负责？ 龙
明华说，那就是要牢牢把握时机、勇往直前，
争做新时代的产业领路人，全力把华莱打造
成黑茶产业的领航者， 让黑茶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

从投身黑茶开始，龙明华便一直践行着
这样的理念， 他早已将自己的发展与华莱、
与安化黑茶融为一体，荣辱与共。

创新营销
让华莱成为世界级品牌

作为公司主管全球市场的大将，龙明华
在市场的开拓与管理上有着独到的经验。

当华莱转型进军黑茶市场的时候，市场
对黑茶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据龙明华回忆，
当时白沙溪的销量只有几千万元，整个安化
黑茶的税收，不足 200 万元。“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黑茶，怎样才能卖得更好？

凭借扎实、专业的经济管理知识以及多
年的从业经验， 龙明华与公司高管层一起，
突破传统观念，创新性地将直销的业态引入
黑茶行业，将直销模式中一些优秀的理念与
方法引入到黑茶的销售中， 通过经销商、消
费者的口碑相传，来拓展黑茶市场，同时也
保留了传统的代理制销售模式，并在此之上
做了诸多改良。

2011 年 7 月，华莱正式启动了安化黑茶
“千店万铺”代理加盟商户计划，计划一经推
出，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 同时，
公司把电子商务与黑茶传统文化相结合，首
创电子商务黑茶销售系统，与全国市场的茶
商及消费者在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日常工作
方面进行远程协作。 至目前，公司已在全国
成功开设省代理、 市代理、 专卖店 1000 余
家，产品销往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在
俄罗斯、德国、韩国、日本等国也有部分消费
群体，年销售额数亿元。

为更好配合销售， 进一步打造企业形
象，树立安化黑茶品牌形象，华莱尤其注重
黑茶文化的营销。 华莱公司成立以来的几年
时间里，在全国各地策划开展了一系列推广
活动，如黑茶节目演绎、茶艺培训、重走安化
茶马古道等；还先后与央视、湖南卫视、山东
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湖南日报、辽宁日报、
大公报等全国 30 余家媒体合作宣传和推广
安化黑茶历史文化价值， 传递黑茶文化知
识；此外，还投巨资倾力打造国内首个黑茶
文化剧《黑茶印象》。

正如华莱公司董事长陈社强所说：“一
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不传
播民族文化的企业是平庸的企业！ 只有宣传
中国茶文化，黑茶精神才契合中国人的情感
需求。 ” 凭借这样的创新理念，通过传统与
直销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华莱迅速将黑茶推
向全国，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短短 7 年时
间，华莱实现了年产黑茶 2 万吨，累计税收 3
亿元的业绩。

目标梦想
成为全球人首选饮品

“为 30 万安化茶农的脱贫致富而奋斗；
为把企业打造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综合型、
高科技产业集团，让安化成为全球最美的茶
乡而努力； 更要将安化黑茶推广至全世界，
成为世界人民首选的主流健康饮品。 ”2013
年 5 月，华莱人正式提出了属于自己的华莱
梦，黑茶梦。 而这也是龙明华的梦想。

为实现华莱梦、黑茶梦，龙明华一直坚
持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走出一
条帮助安化山区茶农致富、 带动地方经济、
实现企业增长、促进企业发展、造福消费者
的共赢之路。

交通不便的安化目前仍是全国重点贫
困县， 如何有效带动 30 万安化茶农脱贫致
富，是华莱和龙明华一直努力的目标。 据龙

明华介绍，华莱携手广大茶农，采用“公司 +
基地 + 农户”和“企业联基地、基地联茶农”
的运营模式。 一方面华莱大力进行黑茶种植
基地、生产基地的建设，带动茶农从事茶叶
种植、生产和加工，还聘请专门的农业技术
人员指导农户生产，实现科学种茶，提高茶
叶产量； 另一方面与茶农签订茶叶收购合
同， 按质论价收购茶农的鲜叶和黑毛茶，解
决茶农“买难卖难”的问题。 近年来，依靠华
莱脱贫致富的茶农数不胜数。

“这世界最伟大的力量是爱，而爱的最
高境界是爱别人。 ”龙明华如是说。在陪伴华
莱 7 年的时间里， 龙明华除努力耕耘产业，
促进华莱的发展外，还默默奉献爱心，积极
为社会公益事业作贡献。 据介绍，华莱创业
至今， 累积捐资社会公益事业超过 8000 万
元，而在公司的每一项公益活动中，龙明华
都是表率和榜样。 如 2014 年安化县遭遇百
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灾害，华莱联手安化县慈
善总会举办慈善晚会， 龙明华个人捐资 30
万元，其本人也被安化县人民政府授予“安
化县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2015 年，华莱正
式启动“湖南华莱爱心基金会”，龙明华率先
个人捐资 50 万元。

辛勤耕耘，励精图治。 龙明华用事实诠
释梦想的实践。 谈及未来，龙明华说，他将继
续与华莱一起，肩负“发展黑茶产业，铸造民
族品牌”的使命，充分发挥黑茶文化传承者
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发扬民族创新精神，
将湖南华莱打造成为安化黑茶产业中的标
杆、中国茶产业中的航母和弘扬中国茶道文
化及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军企业。

人物名片：

湖南华莱冷市黑茶产业园

王珊

从石门县城出发，一路向西北
行驶。

壶瓶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群
山环抱， 狭长的仙阳湖微波荡漾，
湖面野鸭戏水、白鹭飞掠，好一幅
令人心旷神怡的山水画！ 维新镇古
城堤村云中君有机茶基地就身处
这山水画中。

云中君有机茶基地开发于
2006 年， 由马建湘等 5 位合伙人
牵头，首批入社成员 89 人，成立了
金仙阳茶叶专业合作社，办起了云
中君茶厂，主要生产云中君系列绿
茶、红茶、黑茶。

在技术厂长王建国的带领下，
我们登上茶园所在地———八佛山
探绿。山上青松掩映，山色奇秀。站
在山顶，可见山峦起伏，连绵不绝；
仙阳湖三面环绕，水雾氤氲。

王建国告诉我们，这里处于北
纬 30 度，海拔 600 米到 850 米，是
发展高山有机茶的“黄金地带”。 由
于北面有“湖南屋脊”之称的壶瓶
山横亘，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碍
北面冷空气的袭入，使之形成良好
的小气候环境。 山地土壤肥沃，土
壤 PH值呈微酸性。加上三面环水，
常年云雾缭绕，非常适宜种茶。

“我们全部按有机标准种茶。 ”
王建国说， 这里的生态条件太好，
附近 5 公里无生活污染，20 公里无
工业污染。 经环境部门多次检测，
环境质量达到 GB30-98-82 的一
级标准，种有机茶条件得天独厚。

“过去，这里有一片上世纪 80
年代的老茶园。我们保留了老茶园，
规划扩建 2000 亩新茶园。 目前已
栽种面积 700 多亩，收益面积 300
多亩。 ”王建国介绍，对于新开辟的
茶园，合作社流转村里土地，生产统
一指挥、农资统一采购、病虫统一防

治、统一加工销售。施肥是以菜枯为
主的农家肥； 病虫防治依托生态平
衡，无需人工干预；除草、采摘均为
手工作业，确保按有机标准生产。

在云中君有机茶基地，我们看
到，这里的新老茶园都是小面积种
植，每片 20 亩到 30 亩左右，片与
片之间是茂密的山林隔离带。 鸟儿
们就在这里筑巢安家，成为茶园天
然的“守护者”。

“这里茶林比例达到了 1：20，
生物链非常完整。 ”陪同考察的省
茶叶研究所科技特派员黄飞毅解
释：“新老茶园都是小面积的，形成
一个个小生态，虫害不易漂移。 即
使有小面积零星的病虫，也能够依
靠生态平衡或强采控制。 ”正是因
为生态好，云中君茶园一直未做过
病虫害防治，这在很多业内人士看
来，确实难能可贵。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优质环
境、有机种植，云中君茶叶品质过
人。从 2010 年起，产品连续 6 年通
过有机认证。 2015 年，石门县茶叶
协会对云中君等 22 家授权使用

“石门银峰”商标的企业抽样检测，
云中君综合评分排名第二。 在省茶
叶研究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中，云中
君产品中茶多酚含量高达 39.52%，

高于一般水平接近 5 个百分点。
“第一年我们的茶叶无人问

津。 现在通过口口相传，在市场算
是打开了局面，经常有国内外客商
来这里考察。 ”王建国表示。

产品打开销路，合作社的规模
也不断发展。 从当初的社员 89 人
到 2014 年社员人数增到 300 多
人；茶园种植面积由当初的 179 亩
增加到现在的 700 多亩。

古城堤村 60 多岁的袁学贤夫
妇， 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
社，并在合作社务工，每年收入有 4
万元。 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年终分
红的形式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还容纳了当地库区移民 100 余人
长期从事培管、 加工和管理工作，
季节性用工高达 600 余人，带动周
边农户 700 多户，为移民剩余劳动
力就业提供了平台。

“这几年，合作社的利润大部
分用于基础建设， 股东分红不多。
但这是造福当地的事业，我们一定
会稳扎稳打、坚持下去。 ”王建国
说。

秋风拂过，茶厂飘出的阵阵茶
香在八佛山弥散。 因为人与自然的
和谐、人与人的情义，让这片山峦
热土更加动人、更加美丽。

高山云雾“养”好茶
———石门八佛山云中君有机茶基地见闻

石门云中君有机茶园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黄韬 摄

2016 湖南茶叶“十大最美茶叶村(茶园)”

这里，曾是“渠江薄片”的发源
地，有史料上最早记载的湖南黑茶；
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之
一，古道遗迹、茶亭诉说着昔日的辉
煌；这里群峰叠翠，碧水潺潺，板屋
林立，梯田层层，茶园起伏，美不胜
收。

不久前，这里成功入围 2016 湖
南茶叶“十大最美茶叶村”，再次聚
焦了世人的目光。 这里不是别处，而
是位于新化县西部雪峰山脉中段的
奉家镇渠江源村。

这个夏天， 请跟随我们的脚步
一起走进渠江源村， 品茗茶、 听瑶
歌、拥抱大自然。

大自然的馈赠： 美景
与民俗文化相得益彰

从新化县向西行驶 65 公里，随
着青山绵延起伏， 一阵阵清风伴着
清香四溢的茶香扑面而来， 渠江源
村就近在眼前了。

一垄垄高标准的茶园与满山的
翠绿、潺潺的溪水、静谧的山村融为
一体，交相辉映。

“这里真美啊，连呼吸都带着浓
浓的清香。 ”大家感慨道。

“这里的美景四季不同，绝对可
以让你流连忘返。 有人就曾为渠江
源作诗：春看桃花品茗茶，盛夏避暑
戏水花，秋观霜叶冬赏雪，一脚误入
仙人家。 ”一旁的奉家镇镇长刘群群
话里透着浓浓的自豪。

据刘群群介绍， 渠江源村为渠
江源核心景区所在地， 这里森林覆
盖率达 96%，资源丰富，常年平均气
温在 16℃， 主要景点有十里野生樱
桃林、姑娘河、茶溪谷瀑布、茶文化
主题公园等。

“其实渠江源村还拥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 它位于紫鹊界梯田
与古桃花源两个景区之间， 与紫鹊

界梯田不足 10 分钟车程，与古桃花
源景区、桃花源漂流只有 30 分钟车
程。 具有过渡、承接、停靠和互联互
补的功能， 能实现游客从看田到看
山、亲水、观光、品茶、寻幽转变的过
程。 ”刘群群介绍道。

为了更好地领略这个村庄的
美，我们在村支书的引领下，穿行在
独具风韵的板屋之间， 耳边时不时
还听到一些当地老人讲瑶语、 唱瑶
歌，鼻子里被茶香包裹着，满眼被群
峰充盈着， 恍惚间还以为自己误入
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这里， 获评为 2016 湖南茶叶
“十大最美茶叶村”可谓实至名归。

重塑产业辉煌： 茶与
旅游深度融合

进入新世纪以来， 旅游产业逐
渐成为发展经济、 提高就业的朝阳
产业， 渠江源村也瞄准了这个绿色
产业。

另外，据唐代毛文锡《茶谱》记
载： 渠江源村是宫庭贡品“渠江薄
片”、“奉家米茶”的原产地，产茶历
史悠久。

渠江源村可谓同时拥有茶与旅
游这两大优势。

如何让这两大产业发挥最大的效

益，进行深度融合？渠江源村进行了有
效尝试和探索。

该村在奉家镇党委、 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 一方面借助茶产业发展
的东风，进行茶产业创新，采用“公
司 + 农户 + 基地”的模式，成立了有
机茶种植合作社，新增茶园 2000 余
亩，开发出了“渠江红”、“渠江贡”等
茶叶精品，并多次获茶博会金奖。 另
一方面借助新化县委、县政府“旅游
立县”的契机，成功争取了“新化县
茶文化主题公园”项目落户；同时，
积极配合奉家镇党委、 政府创建了
渠江源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该景区
在创建后短短的一年之间， 就接待
国内外游客 50 万余人次。

通过这两个大手笔， 渠江源村
实现了茶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在这
里， 高标准的生态有机茶园与当地
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 体验式采茶
与休闲游深度契合， 茶叶成为了当
地最具特色的旅游商品。

茶产业与旅游业的兴旺极大地
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结构， 村民不再
像以前一样外出务工谋生活， 他们
开始把目光聚焦于本村， 有的开辟
茶园，有的投资农家乐建设，有的加
工、销售土特产等，人均收入翻了一
翻，日子越过越红火。

美景醉人产业兴
奉家镇渠江源村

张福芳 孙海

奉家镇渠江源村采茶姑娘采摘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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