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来临， 湖南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
司安化黑茶文化园映着资江一湾瘦水， 茶香
袅袅，引来络绎不绝的访茶客、问茶人，他们
参观车间、品鉴黑茶、比试茶艺，往往盘桓数
天，然后车载手提，负茶而去……彭国文，家
住白沙溪茶厂钧泽源观光茶园所在的沙湾
村， 前几年他的两个孩子分别上高中、 上大
学，收入少，开支大，日子过得紧巴巴。 白沙溪
茶厂开辟观光茶园后， 他参加了公司组织的
茶园培植管理和黑茶初制加工技术培训班，
练就了一身本领，并组织当地农户成立了“安
化县钧泽源茶叶专业合作社”。 现在，彭国文
每年有土地租金 4000 余元、茶园劳务工资 6
万多元、合作社分红 6000 多元，加上其父母
做点观光游客的小生意，几年时间下来，彭国
文孩子顺利完成学业，还修建了新房，买了新
车。

近年来，安化县坚持“生态立县、旅游扶
贫，绿色崛起、跨越发展”的发展战略，积极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以黑茶文化为灵魂
的健康养生休闲度假的全域旅游目的地为目
标， 持之以恒地推进茶旅一体化发展， 打造

“雪峰胜境、茶马古道、陶澍故里、梅山古国”
四大特色旅游品牌， 推动全域旅游促全民脱
贫工作， 按照带动 1 万人以上脱贫的目标谋
划旅游项目， 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质行
动，支持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农家乐等产业，
结合易地搬迁， 优先安置贫困户到重要景区
景点周边，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初步形成了茶
马古道、 云上茶旅和蚩尤故里 3 条乡村旅游
扶贫产业带。 使安化旅游产业吸引力和核心
竞争力明显增强，2016�年， 安化县建档立卡
贫困村 130 个，其中 34 个被纳入全国重点旅
游扶贫村名单；贫困人口 127174 人，当年脱
贫 20126 人， 其中旅游脱贫 5779 人，占
28.7%。 目前，全县从事茶旅关联产业人员达
32 万人，惠及贫困人口 6 万人以上。

加强本土传统产业与旅游的结合， 是安
化县茶旅一体化的一大特色。 安化县以安化
黑茶与中药材为重点，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开
展特色商品评选活动，打造梅山美食品牌、开
展梅山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大力提升售后服
务质量，让特色旅游产品丰富“乡村旅游后备
箱”。 今年，按季节分别组织“春季请你来赏
茶、夏季邀你来溯溪、秋季喊你来摘果、冬季
邀你来过年”等特色活动，不断推出应季旅游
产品。 同时开展“最佳安化礼物评选活动”，分
别评出“茶语、果韵、匠心、食养”等四类特色
产品 60 余件。

时值寒冬， 但安化黑茶特色小镇建设工
地一片繁忙，热气腾腾。 正在建设的安化黑茶
特色小镇规划在 3-5 年内投资 50-100 亿
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黑茶研发创新的示范
区，茶园风光的观赏区，黑茶交易的集散区，
黑茶文化的体验区，水上运动的休闲区，养生
健身的度假区，全域旅游的黄金区。 让安化黑
茶特色小镇成为以茶的全产业链接为主线，
特色生态农业为基础， 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为
补充的茶乡小镇和旅游观光目的地， 让安化

真正成为“世界黑茶中心”。 自 9 月 6 日该项
目正式签约以来，项目建设紧锣密鼓推进。 目
前，雪峰湖大道(东段)、滨江景观带项目已正
式开工，钟鼓山观光茶园实物量调查已启动，
黑茶文化广场征拆工作方案已制订， 其他工
作有序推进。

安化县人民政府县长肖义表示， 按照国
家一流特色小镇标准建设安化黑茶特色小
镇， 将是极具茶旅产业特色的生态休闲旅游
目的地。 目前，安化县打造以“天下黑茶、神韵
安化”为主题的茶产业、茶文化和旅游品牌，
以挖掘历史文化带动旅游业， 以旅游业促进
黑茶产业，以黑茶产业拉动脱贫致富，助力安
化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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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县柘溪镇广益村二组的谌进军，因
给父亲治病欠债 8 万余元， 家里主要的收入
为务农、打零工，一家 4 口家境贫困。 2015 年
跟着镇上的安化县益生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种
植白芨， 合作社提供了 3000 元的白芨种给
他，并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他去年就白芨种
植所得的收入就有 1 万多元， 今年又卖了 2
万多元，靠着种植白芨，家里现在人均收入达
到了 6000 元。谌进军说：“明年还要扩种 2 亩
地的白芨，争取早日奔小康。 ”

安化县益生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现有社员
200 多人，占地面积 1000 多亩，辐射带动周
边多个乡镇、村的农户 300 多户，种植中药材
1000 多亩。 以中药材生产、加工、销售为主导
产业，生产的药材品种主要有白芨、贝母、黄
精、玉竹等。合作社按“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的模式，在周边建立了 2 个分社，与 100 来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了帮扶协议。 由合作社

先垫资提供种苗， 免费提供技术培训与现场
指导，签订保底价回收合同。 合作社理事长李
定球说，该社实行订单生产，每年与社员农户
签订药材回收合同。社员亩均产值达 5000 元
以上，比种植普通农作物高出 3 至 4 倍，社员
每年增收 400 多万元。

安化素有“湘中药库”、“中国厚朴之乡”
和“全国黄姜产量第一县”的美誉。 全县共有
各类中药材 263 科，1277 种，其中列入国家和
省级重点保护药材品种达 27 种，拥有多种中
医药资源，是我省中药材重点产区之一。 县中
医药健康产业是安化县为适应供给侧改革提
出并部署的强县富民的重要支柱产业。 近一
年来， 安化县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确定了科
学的战略定位，即用差异和错位思维打造“比
较优势”，采取“选近路”、“走新道”、“辟蹊径”
的方式，打造“精致、高端、专业、标准”的朝阳
产业，并通过中医药健康产业与旅游产业、精

准扶贫、健康食品产业、茶产业、林产业的深
度融合、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目前安化县木本中药材种植面积为 13
万亩，草本中药材种植面积为 7 万亩，中药材
种植面积共计 20 万亩， 主要品种有玉竹、黄
精、厚朴、五加皮、浙贝母、杜仲等。 据统计，今
年 1-9 月， 全县新增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15
个，种植专业户 32 个，新增中药材种植基地
面积 1.2 万亩；一大批以中药材加工为主的本
土小微企业逐步成长， 共完成中药材产品初
加工 5000 吨，产值达 0.8 亿元；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日益明显，成大生物、博瑞新特药、金
厚生物等中医药加工规模企业可实现产值
1.87 亿元；中医康复、养生、保健等新型中医
药业态主体发展迅速，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已
初具雏形， 整个中医药健康产业呈现出一片
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专家们在安化县调研后
认为，安化中药材资源非常丰富，品类齐全，
称得上“小湖南”版的中药材资源大县，产业
基础非常好，发展前景可观，中医药健康产业
可以在现有黑茶产业的发展基础上， 与黑茶
产业结成同舟共济的“伴侣”，互助互惠，谋求
产业的飞跃。

今年， 安化县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达
成了在全省建立首个中医药健康产业“院县”
战略合作模式的合作意向。 同时，县中医药健
康产业园定址东坪镇搓溪村， 与安化经开区
黑茶产业园隔江对望，遥相呼应。 项目规划总
用地面积约 506.64 公顷，以中医药健康产业
为支撑， 与茶香花海等县内大型旅游项目联
动发展。

目前， 安化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格局已
打开，发展氛围日益浓厚，从事中医药健康产
业的贫困人口增至 2 万余人，已与企业、合作
社签订合作协议的贫困人口超过 3000 人，中
医药健康产业在调整全县产业结构、 助推贫
困户脱贫致富中拥有了一席之地。

安化：产业扶贫真脱贫

刘刚贵 陈尚彪 朱向阳 杨军 肖健

县财政今年安排 1.85 亿元专项
资金， 用于实施县乡两级产业扶贫项
目，其中县级产业扶贫项目 40 个，重点
打造产业扶贫样板工程；各乡镇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 95 个，涉及茶叶、中药材、
旅游、种养、电商等特色产业。

在全县 23 个乡镇开展产业扶贫示
范点创建活动， 筛选 10 家以上企业作
为扶贫项目示范点，规范了示范点与贫
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以企业为龙
头带动所在村脱贫攻坚工作整村推进。

扶持直接经营，引导贫困农户发展
产业基地；鼓励联动发展，推广“公司+
基地+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 等模
式， 把贫困户与企业和合作社联结起
来，实现共同发展；实施委托帮扶，对无
力发展产业的贫困户，委托龙头企业进

行帮扶。
……
“突出特色融入要素，全力推进产

业扶贫，近 3 年来，近 7 万人相继甩掉
贫困帽子， 今年预计可减少贫困人口 4
万人以上。 ”最近，在全省产业扶贫现场
推进会上，安化县产业扶贫的模式得到
省、市、县三级参会人员的点赞。

一业兴，百业旺。 安化县集山区、库
区和革命老区于一身，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占益阳市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的一半。 近年来，安化坚持
“生态立县、绿色崛起”理念，坚定“精准
扶贫、产业先行”信念，立足县情实际，
依托资源禀赋，栽好产业“摇钱树 ”，让
老百姓参与发展，分享成果，增加收入。
黑茶产业、旅游产业、中医药健康产业
既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充当急先锋，更在
精准扶贫中勇做中流砥柱。

“以前，我们从来没把天天见的茶树
当回事，但现在它成了‘摇钱树’！ ”冷市镇
叶子村 70 多岁的贫困老人谭必成， 种了
近 6 亩茶，去年纯收入 3 万多元。 他还帮
华莱公司打理茶园基地，每年可领取近 2
万元工资。他逢人就说：“没想到我都这么
老了，还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心里很
是快活。 ”

华莱公司产业扶贫茶叶种植基地建
成面积 8000 亩，辐射周边镇村近 2 万亩
基地。该基地全部由当地农户通过土地流
转的方式建成，农民将自家茶园流转给公
司，每年租金 600 元 / 亩，茶农在参与整
个产业链中，可实现“三次就业，三次获
益”：在茶叶种植培管环节，实现第一次就
业，茶农人均工资达到 36000 元 / 年；茶
农参与鲜叶采摘、黑毛茶初制加工，实现
第二次就业， 每天采摘鲜叶收入可达
70-120 元， 黑毛茶加工增值能达到 6-8
元 / 公斤；农户可利用农闲时到茶企从事
制茶、包装、捡梗等工作，实现第三次就
业。 茶产业使农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就地转化为产业工人。

近年来，华莱公司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办法，采用“五统一”办法（即公
司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提供茶树种苗和肥
料、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种植保险、统一保
价回收） 帮助贫困户发展茶园 5000 亩。
每亩茶园每年收入 6000 余元， 除去
2000 余元生产成本， 每亩效益达 4000
元以上。1.1 万名贫困农户，因茶年人均增
收达 1800 多元。

此外， 公司还安排长期就业人员
3500 人，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民、茶农及茶
叶生产相关人员 9.67 万人， 其中贫困农

户 2.32 万人。 针对冷市镇等 3 个乡镇
1200 户无力发展产业的贫困户， 采取委
托帮扶模式，实行分贷统还，公司保证每
户贫困户每年获得不低于 5000 元的收
益；茶园基地达丰产期后，利润按比例分
成。同时，公司建立扶贫车间、推出扶贫产
品， 扶贫车间安排 121 名贫困户就业，人
均年收入 3 万元以上； 扶贫产品“富民
茶”，每卖 1 块茶即注入 5 元扶贫基金，基
金由县扶贫局和公司共同管理，直接帮助
建档立卡贫困户。

华莱公司产业扶贫是安化黑茶产业
扶贫的一个缩影。 从 2006 年开始，安化
县全力打造“安化黑茶”这一特色产业。十
年磨一剑，目前，安化黑茶已成长为区域
内规模大、品牌响、综合效益高、带动能力
强的支柱产业。安化县已连续 5 年位居全
国重点产茶县前四强，成为我国生态产茶
第一县、黑茶产量第一县、茶叶税收第一
县。至 2016 年底，安化黑茶产业及其关联
产业在全县经济总量中占比 21%、茶产业
税收占比 20%，全县茶叶加工企业达 150
家、营销企业 200 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 59 家，年生产能力 10 万吨以上，目前
茶产业及关联产业从业人员达到 32 万
人，年劳务收入达 35 亿元，茶产业已成为
安化县拓展就业的支柱、 脱贫攻坚的支
撑。

“现在农户建设 1 亩茶园就能基本
脱贫，2 亩就能稳定脱贫。 黑茶产业的发
展大大加快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步
伐。 ”安化县委书记熊哲文介绍，目前全
县约有 6.7 万贫困人口从事黑茶种植、加
工及关联产业， 近两年 5 万余人实现了
脱贫。

中医药健康产业治“穷病”

茶旅一体甩“穷帽”

黑茶产业拔“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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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上的永锡桥。

绿色茶园“聚宝盆”。

现场进行茶苗培管培训。

贫困户邓支明在用
采茶机采茶。

安化中国黑茶博物馆。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安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