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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岁末，从省质监局传来喜讯：我省南县小龙虾、古丈红茶、
祁阳槟榔芋、东安鸡 4 个产品新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全省地
理标志产品已达 72 个，涉及养殖业、种植业和加工业等领域，分布
全省 14个市州、92个县市区。 核准使用专用标志企业 329家，带动
上下游企业 1500多家，年总产值达近 1200亿元。

地理标志是国际上认可的货源标识、质量标识、品牌标志，是产
品行走市场的“通行证”。 近年来，我省立足湖南地方特色和优势产
业，坚持精品战略，积极探索实践，大力推进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
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被列入省质监局重点工作和“十三五”发
展规划，从 2015年开始纳入省政府对省质监局绩效考核范畴，与全
局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要求、同落实。 2017 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经费支持政策，给予每个获批产品的龙头企业奖励 20万元。省质监
局从年度预算资金中安排专项经费 80万元， 分别奖励补助给新获
批准的产品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随着一系列鼓励申报、加强保护、积极扶持地标产品措施的出
台，我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蓬勃发展，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催化
剂”、脱贫攻坚的“助推器”。目前，全省 51个贫困县市，有 40个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的区域覆盖了 38 个贫困县市，80%以上的产品实施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以后产值增长一倍以上。新晃建成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安化黑茶成功列入了中欧地理标志“100+100”互

认互保产品名单，为其抢滩欧洲市场打开了突破口。
今年 4 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省质监局调研质量工作

时强调，要发挥质量监管在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中的重要作用，打好脱贫攻坚、转型升级和环境治
理三大战役。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既是助推农业供给侧改革， 促进农业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有力武器，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 省质监局党组书
记、局长欧阳彪指出，全省质监部门要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好许达哲省长调研质量工作提出的要求， 进一步加大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在农业供给侧改革、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特别要以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为抓手，大力推进武陵山、雪峰山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力度。 到 2020
年，消灭贫困地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空白县”。

下一步，全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将做好“四篇文章”：
一是做好申报文章，壮大“湘籍”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队伍。 目

前，我省又有新晃侗藏红米、雪峰山鱼腥草、会同魔芋、龙山百合、
德山大曲等 5 个产品通过了国家质检总局技术审查，另外还有凤
凰小黄姜、保靖黄金茶、雪峰乌骨鸡、松柏大米等一批极具地方特
色的产品申报工作正在进行。 建议省政府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

作纳入对市州人民政府的质量考核范畴，并长期建立奖励或补助
制度。

二是做好保护文章，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发展保驾护航。 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的核心生命力是质量品质的保证。省质监部门将进一
步完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机制，组织专项整治活动，加强地理
标志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力度，打击假冒伪劣，确保质量特色。

三是做好宣传文章， 不断扩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影响。
坚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宣传常态化，通过报纸、杂志、网络及各类
专题宣传活动，不断扩大影响，巩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的地
位，提升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 鼓励地理标志产品产地通过“采
摘节”、“捕捞节”、“品果会”等特有的旅游节会活动，扩大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工作影响。

四是做好引导文章，促进地标产品品牌效益转化。大力推进“中
欧 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
范区创建活动，努力做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经济、贸易、文化、
旅游的结合，助推我省地理标志产品走向国际化。

春风又绿湘江岸， 芙蓉国里芳菲竞。 当党的十九大春风劲
起，更多的具有湖南地域特色的“湘字号”精品正承载着三湘四
水发展的梦想，寄托着贫困山区脱贫的愿望，昂首阔步，走向全
国，拥抱世界！

它们是最能代表湖湘特色的地产风物；它们是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它们是助农增收、精准脱贫的金色钥匙———

“地标湘军”再添劲旅

已有 72 个产品获批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香飘千年富万民

●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东安鸡
● 保护地域范围 永州市东安县现辖行政区域

●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祁阳槟榔芋
● 保护地域范围 祁阳县文明铺镇、龚家坪镇、大村甸镇、文富市镇、
黎家坪镇等 5 个镇现辖行政区

祁阳，始建于三国时期，因地处祁山之南而得名。这个有
着 1800 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邑县，祁阳种植槟榔芋
的历史已逾百年。

据 1993 年版《祁阳县志》载，祁阳文明铺镇香塘铺村民
于宣统三年，开始培育新的芋头种，因芋头形似槟榔，而得名
“槟榔芋”。槟榔芋种于田坎沟边，味道香脆可口，深受乡民喜
爱。

上世纪 40 年代，槟榔芋扩种到成片稻田，文明铺镇被
誉为“槟榔芋之乡”。自 1956年祁阳槟榔芋开始出口创外汇，
曾深受香港市民欢迎，比江永香芋和荔浦芋头进入香港市场
要早。1986年，祁阳种植面积达 3107亩，总产 2482吨，远销
衡阳、长沙、广州、香港、澳门等地。

祁阳槟榔芋主产区位于“衡邵干旱走廊”核心地带，雨水
少，干旱较多，其夏秋气候有“十年九旱”之称。 充足的光照，
较少的降雨量，弱酸性的砂壤、红黄壤，排灌方便的渠系及优
良的水质等，给祁阳槟榔芋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 7-9
月，正是芋头成型的时候，干旱的气候有利于淀粉的形成，也
造就了祁阳槟榔芋独特的优良品质。

祁阳槟榔芋与一般芋头相比， 个儿较大， 重者每个
3000 克至 4000 克，甚至 5000 克以上。表皮褐色，皮薄，光
滑,�剖开可见芋肉布满均匀的紫红色花纹，肉质嫩白，紧密
细腻。 熟化后芋香浓郁，清香甘甜，粉糯不腻，绵软甘醇，炖
汤不浑、 久煮不糊。 而且祁阳槟榔芋含有大量淀粉、 蛋白
质、多种维生素、钙和无机盐等多种成分，营养丰富，具有
补气养肾、健脾胃、增强免疫力、强身健体之功效，被当地人
称为“蔬菜之王”。

祁阳槟榔芋既可作蔬菜，也可作主食。既能制作糕点、芋
粉、芋片、芋丸等副食品，又能汤煮、油炸、红烧、热炒、干蒸等
烹调，既是人间的美味佳肴，又是滋补身体的营养珍品。在各
种宴席上“油炸芋片杂烩”和“香芋扣肉”是湖南“十甲碗”中

必不可少的“两甲碗”。
在祁阳槟榔芋主产区，祁阳县委、县政府把发展槟榔芋

产业作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金钥匙，大力开发“祁阳槟榔
芋”这一品牌，积极开启祁阳槟榔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申报工作。在国家质检总局和湖南省质监局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下，在祁阳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17 年 11 月 15
日祁阳槟榔芋正式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地理标志是产品的名片，也是质量标志；获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不仅产品身份之变，也推动了生产方式之变，产
业发展之变。 祁阳槟榔芋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后，知
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经销
商与农户签订供销合同的“公司 + 农户”发展模式大规模
形成，价格每公斤提升 1 元左右，标准化种植管理每亩增
收 250 公斤左右。今年，祁阳槟榔芋种植 15000 亩左右，亩
产 2000-2500 公斤，净增收益 3800 万元左右，带动了上
万贫困户精准脱贫。 （刘勇 唐小云）

百年槟榔芋 富足新祁阳

这里是湘江入湘的第一县；
这里曾孕育出南宋礼部尚书邓三凤、 清太子少保席保

田、著名爱国将领唐生智等历史名人；
这里是素有“湘南门户”之称的永州市东安县。
来东安，你一定得尝尝国宴菜谱之一、八大湘菜之首的

东安鸡。
从西晋时的“陈醋鸡”到清末时的“官保鸡”，再到民国时

叫“东安鸡”，经历了三个朝代演变的东安鸡肉质滋嫩、酸辣
爽口、肥而不腻。 于是，它成为了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
华期间毛泽东设宴款待的首选，也让郭沫若念念不忘，在《洪
波曲》中都记载：数菜中东安鸡特佳。 这其中，东安本地产的
新鲜土鸡功不可没。

经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对东安鸡肉品质长期监
测，东安鸡肉富含丰富的硒、铁等元素。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出常规鸡肉 15%以上，胆固醇含量比常规鸡肉低 60%以下。

东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环境造就了东安鸡肉独特的品
质。 位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的东安县，山林区没有工厂，
无三废污染，森林资源丰富，丘冈山地占 80%以上，花生、油
菜、小麦、马铃薯、瓜类等农副产品产量高，为东安鸡的养殖提
供了理想的放养场所和丰足的饲料资源。 而长期以来，东安当
地老百姓在养殖东安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山地放养结合、
饲喂本地产的粮食、蔬菜和野生饲料的传统养殖方式，对保持
并充分发挥东安鸡肉优良肉质风味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东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东安鸡产业发展，大
力推进东安鸡规模化养殖、市场化开发。 2009 年，建起了东

安鸡养殖保护区和东安鸡繁
殖场，东安鸡产业是东安县的主
要产业之一， 目前有东安鸡加工企业 5
家，系列产品 10 个，自动化生产线 10
条，年产能达 6 亿元。 东安鸡肉系列产
品远销长沙、广州、北京等地。

为大力开发、保护、利用和规范“东安鸡”这一品牌。 2016
年，东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推动“东安鸡”申报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 2017 年，东安县举办首届“中国·东安‘东安
鸡’美食文化旅游日”活动。 由 1001 名东安鸡制作技艺传承
人现场烹饪“世界最大东安鸡宴”，为现场数万名观众和电视
机前的观众展示东安鸡制作技艺，在传承和发展东安鸡制作
技艺的同时再一次打响“东安鸡”这一品牌。

目前，东安县将致力于将东安鸡形成产业化，通过技术培
训、定向扶持等方式，优化养殖培育环节，注重电子商务同产业
开发结合，完善深加工、销售功能及配套设施，利用农村电商服
务平台，推广“互联网 +生态养殖 +精准扶贫项目”模式。

如今，东安鸡产业在精准扶贫方面成效显著，覆盖全县
146 个贫困村，带动贫困户 16652 户，扶持贫困人口 45880
人，仅东安鸡项目贫困户年均增收 1260 元，东安鸡产业扶贫
项目覆盖贫困比率达到 100%，覆盖贫困户比率达到 99.9%。

未来，东安县委、县政府将以东安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为重要抓手推进精准扶贫工作，通过“地理标志 + 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 精准扶贫(贫困户)”的模式，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助力农户脱贫致富，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 （周佳 吴廷瑞）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供）

长江之水自虎渡、调弦诸口南下，于安乡县白蚌口和华容
县九斤麻注入洞庭， 经近 700年淤积形成一片长宽约 30 公里
的淤洲———这便是“洞庭鱼米之乡”南县。

南县境内沟壑纵横，河湖密布，各类水域面积占总面积的
三分之一以上。水资源充足，水质好，水草盛、底栖螺蚌资源十

分丰富，是鱼虾蟹蚌最好的栖息地。在这里生长的小龙虾
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深受食客们青睐。

说起南县小龙虾的火爆，还有一段故事。 南县
是全国最典型的移民县， 南县人对于吃非常讲
究，可以说到了十分“苛刻”的境地。 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小龙虾在南县已是泛滥成灾，沟港渠道
和田埂，到处是龙虾打洞搞破坏，农民非常痛恨
这些小东西。 但一部分精于吃道的南县人却把
小龙虾端上了餐桌，“变害为宝”， 逐渐形成了
极富南县地域特色的美妙风味。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南县小龙虾以
其优于其他地方的独特的“美、嫩、鲜、香”风
味而红遍南华安（南县、华容县、安乡县），闻
名湘鄂边地区。 周边县市的食客，纷纷慕名

而来，一品为快。“南县小龙虾”的名头也越传
越大，越传越远。
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将南县列入全国水产健康

养殖示范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区，使南县渔业得到较大
发展，生产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升级。通过管理创新，转

换生产经营机制，水产品产量大大增加，生产方式由传统
渔业向标准化生产转变，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南县成为湖南

省最大的小龙虾养殖中心，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小龙虾交易中
心和唯一的“全国小龙虾养殖加工研发中心”。

南县人积极探索稻虾共生养殖方式，稻田为小龙虾提
供“天然家园”，小龙虾为水稻通风、松泥、吃虫、除草，减少
打农药，虾稻米品质好，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目

前，南县小龙虾养殖面积达 32 万亩，其中“稻虾共生”养殖面积
24 万亩，湖、塘、沟渠养殖面积 8 万亩。 小龙虾养殖合作社 50
多家， 养殖户共 25100余户。 全县从事小龙虾产业人员达 2.8
万人，产业经纪人 2800 人，带动就业机会 3000 余个，社会效
益明显。 稻虾产值达到 13.8亿元，亩均纯收入 3500元以上，带
动发展二、三产业产值近 17亿元，综合产值规模突破 30亿元。

随着南县小龙虾的市场需求增加，南县小龙虾的放养规模
不断扩大，知名度也不断提升。 南县顺祥食品有限公司“渔家姑
娘”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湖南国际知名品牌、湖南省著名商
标、湖南名牌；“好好食”品牌被认定为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名
牌。公司生产的南县小龙虾产品远销欧美 30多个国家，年出口
创汇 2000 万美元，占湖南省小龙虾出口 90%以上。 南县小龙
虾成为远近餐饮界的最爱，享誉中外，供不应求。

“携来百侣洞庭乐，南县龙虾余味长”。 未来 5年，南县将重
点建设“洞庭虾世界”，突出“洞庭龙虾湾”“风情龙虾街”“稻虾
国家农业园”“洞庭虾市”“龙虾产业园”“洞庭虾镇”等六大主题
功能区，打造稻虾百亿产业。 （陈聪芷）

●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南县小龙虾
● 保护地域范围 南县行政区域内的三仙湖镇、中鱼口乡、青树嘴镇、南洲镇、麻河口镇、华阁镇、
明山头镇、茅草街镇、厂窖镇、武圣宫镇、乌嘴乡、浪拔湖镇等 12 个乡镇。

“鱼米之乡”虾欢畅

南县小龙虾养殖基地

“青青茶园一幅画，迷人画卷天边挂。 ”15.7
万亩茶园在武陵山脉的崇山峻岭间绵延， 优雅
的线条如灵动的线谱， 哼唱着茶香四溢的歌
谣。 这里是位于北纬 30°世界茶叶“黄金产
业带”的古丈。

古丈种茶历史悠久，据《湖南茶叶史话》
记载，早在东汉时期，古丈所在的武陵地区已
经列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 山民开圃种茶，已

经成为当地的生产生活习俗。 用茶预防腹泻、中
暑、以茶消炎，在婚礼和祭祀中用茶……在古丈人

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有“茶药一体”的说法。
你很难想象，条索紧结、乌润显金毫、汤色红艳

（金黄）明亮，带有明显花果香、蜜糖香、甜香等混合香
气的古丈红茶， 早期的雏形是主要用来预防瘴气或治
疗水土不服引发疾病的传统“药茶丸”———把山上采择
的茶叶鲜叶装在衣服口袋里，让茶叶自然萎蔫，后用手
掌反复搓揉制成颗粒，待其自然发酵，稍加烘烤即成。

它是如何演变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呢？
清朝后期，古丈籍湘军将领、甘肃提督杨占鳌卸任回乡

后，倡导乡民大力种茶，并创立“绿香园”茶庄，同时，借鉴“药
茶丸”的工艺，开始大量制作红茶，并正式使用“古丈红茶”名
号拓展市场，一度畅销西北。

以古丈地方中小叶茶树品种的一芽一叶和一芽二叶为
原料，通过萎凋、揉捻、发酵、初干（过红锅）、复干、提香等传
统的手工艺，逐步形成独特的“古丈红茶”品质。 二十世纪初，
随着市场的需求，古丈红茶在传统红茶的品质特征基础上研
发了汤色金黄的系列古丈红茶新产品。 1929年，西湖博览会
上，古丈茶叶商号“绿香园”的参赛茶叶荣获金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古丈茶叶生产得到快速发展，
为推广茶叶加工技术，规范制作工艺，1958年，古丈县在二龙

庵成立茶叶职业学校，开设红茶加工专业课程，自此，古丈红
茶开始理论化、系统化。 1974年，又在龙天坪茶场成立农校，
并开设茶学系，古丈红茶加工理论和工艺流程全面确立。

为了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古丈红茶”这一茶产业，古
丈县委、 县政府于 2016 年 8 月专题研究了古丈红茶申报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有关工作，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的“古丈
红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领导小组” ，拨出了专项经费办
理具体申报事宜，初步划定了“古丈红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范围，制定了“古丈红茶”生产技术规程。

近年来，古丈茶叶产业获得飞速的发展，实现了生产向
高精深方向发展良好势头。 2016 年全县茶叶年总产量达
4316 吨，年总产值达 6.25 亿元，其中古丈红茶年产量 2007
吨，年产值 2.85亿元，占全年茶叶加工生产总产量、总产值的
46.5%和 45.6%。 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金奖、第一届亚
太茶茗大奖银奖、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名优茶评选金奖、绿
色食品 A级产品等荣誉纷至沓来。 （周佳 吴廷瑞）

最是一抹古丈红
●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古丈红茶
● 保护地域范围 古丈县古阳镇、高峰镇、默戎镇、断龙山镇、红石林镇、
坪坝镇、岩头寨镇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春秋有机茶叶有限公司茶叶
基地全景

天然放养的东安鸡黑羽系

祁阳槟榔芋基地

王 珊 吴廷瑞 王 诚

我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