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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里新“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硒 ”旺
———桃源县富硒品牌风采录

□ 王珊 谢雨玳 杨振华

“美池桑竹，鸡犬相闻，怡然自乐。 ”这里是东晋陶渊明笔下
的世外桃源。

“南茶北米，东果西油，多点开花。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硒
乡———桃源县。

桃源县地处湘西北， 全县共 98.8 万人 ， 其中农业人口
83.5 万，是传统农业大县、全国硒资源大县。

多年来，桃源县委、县政府立足富硒优势，把发展富硒产业、
构建富硒产业链作为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实现三产融合发展、落
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途径。 截至目前，全县已研究成
功粮油茶，果菜瓜，猪牛羊、鸡鸭鱼、食用菌等 23 类、75 种、150
款富硒农产品。

如今，桃源县除了“世外桃源”这张城市名片外，又多了“富
硒”这把致富的“金钥匙”。

“小小一粒富硒米，科技含量可不低！ ”桃源县兴
隆米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兴海瞄准方向，
看准桃源县丰富的天然硒资源优势，公司依托湖南农
大、长沙学院、江南大学、桃源富硒产品研究所为科技
“靠山”，组建起 10 人专家团队，研发出“三代”绿色、
营养、保健的大米新产品，即富硒香米、多维锌硒米与
高必需氨基酸米，三个产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 企
业现获得了 3 个国家发明专利、8 个实用新型专利，
铸就了企业发展的坚固基石。

“一个企业，没有科技的支撑，是做不大，做不强
的。”刘兴海深有体会，从 2003年开始从事粮食加工，
深感普通粮食加工利润太低，没有出路，直到遇见了
“硒”这个神奇的元素。公司对加工的优质原粮进行了
总体的规划，建立从育种、肥料研发、标准化种植、精
深加工到营销服务的富硒功能稻米全产业链体系。推
广富硒技术后增产 10—15%， 生产的富硒香米 7000
元／吨，较常规米 4800元／吨，价格增加 45.8%。

“我对科技这一块的投入是最大的，检验检测
设备都花了 300 多万。” 刘兴海为保证产品质量稳
定，对整个粮食加工检测体系升级改造，现在公司
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硒含量检测，农残检测等各种粮
食质量检测。

企业今年已经成功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组建
了常德市富硒农产品种植与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正在不断丰富相关产品，对紫米的副产物进行深
度开发，已成功开发出富硒紫米系列化妆品，富硒功
能性营养早餐。

依靠特色富硒产业，依靠科技支撑，依靠运作模
式， 兴隆米业已是“湖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
业”、“全省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全国富硒产业
十佳明星企业”。

兴隆米业： 装上科技引擎，领跑富硒大米

如歌桃源，春江水暖。
湖南省长牧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章世明站在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章鸭子中
国驰名商标下， 谈起做富硒产业的初衷，很
感叹：“现在老百姓富起来了， 除了口味要
好，还讲究吃得健康。 ”

从 1999年一个几平方米的卤菜店，发展
到如今生产基地占地 100余亩，总投资约 1.6
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 这 18 年
来，作为湖南本土食品企业，在绝味鸭脖、周
黑鸭等企业的夹缝中成长壮大， 在竞争激烈

的今天，企业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观念的创新。

谈起“章鸭子”的富硒鸭，章世明自信满
满：“桃花源里有富硒米、富硒油、富硒茶，我
们的鸭子为什么不能也富硒呢？ ”桃源县委、
县政府组建富硒专家团队， 对企业的养殖基
地进行了考察，同时鼓励“章鸭子”与湖南农
业大学合作，采用独创的生物富硒专利技术，
对基地采取编发技术资料、制订操作规程、举
办培训班等方式，不断尝试，终于在去年底研
发成功富硒鸭肉干。

章鸭子： 创新理念谋发展，富硒禽类第一家

“山上长蕨菜的地方，
就是土地硒含量高的地
方。”涉足富硒茶三年，湖南
百尼茶庵茶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饶文兵，有自己独到的
经验。

2014 年， 乘着桃源县
大力发展富硒功能农业的
春风，饶文兵牵头成立了桃
源县崖边野茶茶叶专业合
作社 ， 发展大叶茶基地

2000 多亩，有机茶基地 1000 多亩及合作社
成员茶园 6000多亩。

“有了龙头企业带动，富硒产业才能抓起
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饶文兵细细算了一笔
账：每一亩地，施富硒肥，成本增加 200 元，这

一笔钱需要企业投资给茶农。 在收购茶农的
鲜叶时， 价格也有所上升， 茶农每亩增收
500—800元。

“虽然企业成本增加了，但富硒品牌做起
来后不仅增加了茶叶销售量， 而且增加了茶
叶的附加值，产品价格上涨了 15%—20%。这
对企业和农户来说是双赢。 ” 饶文兵告诉我
们， 公司生产的富硒产品 2016 年销售达
3000万元。

“现在除了种茶的收入，山上养的土鸡、
晒的干豆角、自己做的手工茶，来游玩的旅客
都喜欢买，收入可是翻了好几番。 ”自打加入
百尼茶庵茶叶基地，马坡岭山上 12 户特困村
民的生活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富硒产
业发展起来以后， 每家每户每个人收益超过
3700元。

百尼茶庵： 富硒茶飘香，产业助脱贫

世外桃源，梦里茶乡。
常德市乌云界生态茶叶专业合作社

坐落于桃源县乌云界国家森林自然保护
区，常年云雾缭绕，气候温暖湿润，土地
肥沃且含硒。

“办企业要有自己的坚持，富硒就是
我们的金字招牌。 ”合作社负责人陈思齐
充满自豪。

2009 年合作社就瞄准“研发富硒营
养保健茶”这一目标，基于当地土壤富硒
的优势，结合科学技术，将无机硒通过茶
叶生长， 转化成为安全有利人体吸收的
有机硒元素的茶叶。 2011年经国家农业
部鉴评，合作社被授予“全国特色农业加

工企业”的荣誉称号，“圣龙春茶”荣获第
十届“中茶杯”一等奖。

截至 2016 年，合作社拥有富硒生态
大叶示范基地 2000余亩，收购周边富硒
茶叶价值 2000余万元。

对于未来的发展，合作社负责人陈
思齐有自己的理解： 合作社是生态农
业，可以搞一二三产业融合，要坚持自
己的特色。“住在这里就觉得时间慢
了，我真想把桃花源式的生活分享给你
们。 ”合作社以“桃花源式生活分享者”
为己任，以茶为媒，传递桃花源文化，目
前已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
成都等各地的客户过来衔接，为未来的

一二三产业融合做好了充分的规划及
准备。

乌云界生态茶： 桃花源式生活分享者

章鸭子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章鸭子富硒酱板鸭。

湖南百尼茶庵茶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富硒产品野茶王。

桃源县泰香粮油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
富硒天然香米。

常德市龙凤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富硒产品

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植被
覆盖率达 92.5%，保护区内有 14 个省级
贫困村，贫困人口达 6000 余人，占乌云
界总人口的 30.5%。

“这样美的地方，野茶是真的好，老
百姓是真的穷。 ”2015年，詹立君看中了
这里的优质野茶资源， 创建了桃源县君
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

“富硒普查太难了，每一个山头的茶
叶都要采样，然后送到县里去检测，明确
哪个山头富硒含量是多少。 ”詹立君为了
保证野茶的富硒含量达到国家标准，走
遍了乌云界每一座山头，公司 3000 亩老
茶园现已获得国家农业部野生采集类有
机认证。

2016 年底， 公司成立合作社，6000
多人加入合作社， 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 1638 人。 公司以每亩补贴 300-500
元的标准鼓励茶农复垦老茶园， 开发高
山野茶面积 3800余亩，同时免费为贫困
农户提供茶苗与技术服务， 以高于市场
价格收购鲜叶，到年底，在公司名优茶销
售纯利中提取 20%， 对交售鲜叶的茶农
分红。 复垦茶园的奖金 +鲜叶收购 + 年
底分红，农户平均增收 1500元以上。

詹立君说：“以前茶农都是烧柴火来
加工茶叶，现在无烟工厂建立起来，统一
加工茶叶，老百姓也不砍柴了，更好地保
护了原始森林。 ”公司通过富硒野茶的开
发实现了扶贫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君和野茶： 绿水青山，致富靠山

桃源县君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
富硒茶叶基地。

常德市乌云界生态茶叶专业合作
社富硒茶叶基地。

兴隆米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的高富硒产品。

湖南博邦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桃源县漳
江工业园，是“湖南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湖南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桃花源”品牌已获湖
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总经理颜盛军表示，在保证茶油
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博邦将差异化作为参与市场竞争
的利器，主打茶油系列高端富硒山茶油。“我们生产的
桃花源富硒山茶油比橄榄油还好！ ”

作为引进来的企业，博邦人深刻感受到“中国十
大富硒之乡” 桃源县的独特发展优势。 公司生产的
“桃花源”牌富硒山茶油荣获“中国名优硒产品”，为国
内首创三十六道低温冷榨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茶籽
油的天然营养素和食用安全品质，使茶籽油不仅具有
与橄榄油相似的脂肪酸组成和微量生理活性成分，还
含有橄榄油所没有的特定生理活性物质———茶多酚
等天然抗氧化剂。

“硒元素是不溶于油的，怎么样让硒元素稳定保

留在山茶油里面，这种技术可不简单。 ”公司在长沙理
工大学和中南大学有两个实验室， 每年科研投入约
500 万，与两个教授团队合作研究富硒产品、富硒肥
料， 并且对富硒茶籽及富硒茶籽油进行精深加工，现
已研发成功富硒茶籽油胶囊、富硒茶籽油面膜、洗发
水、沐浴露等一系列精加工的日化产品。 生产出的产
品已由电子商务平台、微商、传统渠道等销售模式销
往全国各地，2016 年收入 1.34 亿元， 利税 1128 万
元，预计 2017年完成收入 1.9亿元。

公司在漳江工业园建有占地 95 亩，建筑面积 5
万余平方米的生产基地。 农户汪灼珍在工厂做工，
每月收入 2400—2800 元， 加上 40 亩土地租金，完
全能够负担一家人的支出，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当越来越多的生产基地和加工厂建成后， 农民在自
家门口就能找到就业机会， 做到离土不离乡， 进厂
不进城。

博邦科技： 破除技术瓶颈，茶油因“硒”而贵

湖 南
博邦农林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外景。

“富硒不是一个概念，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销售
上的突破口，富硒茶油比普通茶油价格上提升了最少
30%。 ”湖南省康多利油脂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成华对
小小硒元素推动企业发展深有感触。

当年只因两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的袁成华舍
弃复读，选择从父辈手中接过榨油手艺。 如何把祖业
做大？袁成华思路清晰：“大胆革新，不断进取，引进富
硒技术，科学方法榨油。 ”

公司与长沙理工大学校企联合， 开展科技创新，
在生产工艺上采用传统压榨工艺与现代技术结合，成
功解决了茶油苯并芘污染问题，此工艺在质监局的大
力支持下在全省推广，走在了全国前列。

袁成华突出一乡一品特色，利用桃源得天独厚的
硒资源，分别建设了万亩富硒茶油、富硒菜油基地，生
产出了具有特色和高附加值的富硒茶油、富硒菜油和
有机茶油。

“富硒土地上的油菜每亩可以增收 300 元，通过
在缺硒土地上科学补硒和低产改造工作，油茶籽产量
增加了更多， 低改后从亩产 5公斤油达到亩产 20 公
斤茶油，每亩增加收入 900元。”多年来康多利采用公
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 坚持比同行更高的价格收
购油茶籽，尽可能让本地老百姓得到实惠，在原材料
收购这一块让当地农户收入增加了至少 20%。

康多利从过去的榨油小作坊发展成一家占地面
积 30 余亩， 投资 7000 万元， 开发富硒油料基地
20000余亩的常德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被评
为“湖南省补硒工程实施先进单位”“放心粮油示范企
业”。 在中粮协举办的第十四界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
设备技术展交会上该公司荣获压榨茶油唯一的一块
金牌。

虽然祖业在袁成华手上发扬光大，但他还没有停
止发展脚步：“我们将来要搞产业融合，将十里富硒油
菜基地打造成为桃花源里新的观光景点。 ”

康多利： 传承老手艺 托起新“硒”望

湖南省康多利油脂有限公司一角。

湖南福千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富硒产品。

湖南古洞春茶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富硒产品礼盒（毛尖）。

湖南浩喆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的富硒产品。

湖南宏昌养殖专业合作社生产
的富硒绿壳鸡蛋。

湖南唐宸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生产的富硒产品。

湖南燕老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富硒腊肉。

桃花源萃源擂茶食品厂生产的
富硒野蒿粽叶粑。

桃源锦绣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厂区一角。

桃源县金虹茶油有限公司富硒
油茶基地。

桃源县龙山特种鸡生态养殖专
业合作社生产的富硒产品。

桃源县义哥清真牛肉食品厂生
产的富硒手撕风干牛肉。

桃源县天源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富硒蜂胶

(本版图片由桃源县富硒产业协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