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德市重点推介的
六 大 优 质 农 业 品 牌 和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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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
茶油

常德香米是在常德的特定区域、 特定自
然环境下种植、具有独特香型的籼稻香米，其
外观、口感可与泰国“茉莉香米”媲美，质量指
标达到或优于国家优质稻籼米一级标准，于
2017 年 11 月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常德香米”系列产品由常德市粮食协
会主导，中国粮食企业第一股金健米业和国

家级农业龙头企业精为天生态农
业、广积米业、兴隆米业等企业共
同发起， 旗下拥有 “金健”“精为
天”“钱缘” 等国家驰名商标。 目
前， 全市已建立优质基地面积 80
万亩，2017 年销量超过 14 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80 亿元。

常德头枕武陵，怀抱洞庭，好山好水产
好茶！ 常德茶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香高
味醇、品质优良。 西晋时期“武陵七县通出
茶”，石门牛抵茶、澧县“双上绿芽”曾是朝
廷“贡茶”，唐代刘禹锡所作《西山兰若试茶
歌》，首次记载了中国茶史上常德以“炒青”
方法制作绿茶的历史事实；“茶禅一味”是
中国茶道四字真诀， 石门夹山寺圆悟禅师
被尊为禅茶之祖。

目前，全市有机茶叶面积 30 万亩、产量

3.5 万吨， 规模以上茶叶加工企业
23 家，有壶瓶山茶业、太青山有机
食品、百尼茶庵、古洞春茶业等龙
头企业，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42
亿元。“石门银峰”、桃源“野茶王”、
澧县“双上绿芽”等产品多次获得
国家、国际茶叶评比金奖；兼具黑茶营
养和红茶口感的常德 “武陵红茯”，2017 年
首次面世便大获好评， 是重点打造的常德
红茶公共品牌。

世界油茶看中国，中国油茶看湖南，湖
南油茶看常德！ 常德地处北纬 28°—30°，是
油茶生产黄金带，油茶种植已有 2300 年历
史。 全市现有油茶面积 180 万亩，其中生态
有机油茶基地 100 万亩 ； 有加工企业 25
家，其中有润农茶油、博邦茶油、盈成油脂
等省级以上龙头企业 13 家，打造了“灵犀”
牌、“桃花源” 牌、“精为天” 等系列名牌产
品；2017 年，全市茶油产量近 2 万吨，实现

产值 35 亿元。
茶油具有丰富的营养和极好

的养生功效， 被誉为 “东方橄榄
油”，常德茶油以其山野原生，不饱
和脂肪高达 90%以上 ， 富含硒元
素，零污染、零添加、零残留等独特品
质，获评国家地理证明商标，多次摘得
“中国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金奖”， 开创了
茶油行业的高标准、高纯度、高品质！

常德
水产

福地洞天常德美， 桃花流水鳜鱼
肥！ 常德地处洞庭湖湿地，有 470 万亩
水面，其中有 150 万亩养殖水面，有 40
多种经济鱼类， 年水产品起水量 40 万
吨以上。 近年来，全市着力加强水产品
标准体系建设， 全面推行水产健康养

殖，打造生态有机品牌，加快特色水产养殖
发展，全市名优特水产养殖面积达 100 万亩，共

有规模以上水产品加工企业 17 家，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30 亿元以上。

目前，有被誉为“中国淡水养殖第一股”的大
湖股份，以及河洲甲鱼、湘湖水产、君源水产等龙
头企业和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大湖有机鱼畅销
全国， 安乡生态鱼获评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汉寿获评“中国甲鱼之乡”，河洲甲鱼在央视
7 台专题报道。

常德
畜禽

常德“三山一水七平原”，丰富的饲
草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发展
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现代畜牧业的
优越条件！

2017 年， 全市出栏生猪 640 万头、
肉牛 18 万头、肉羊 180 万只、家禽 1.15

亿羽，现有惠生肉业、湘佳牧业、华乐食品、
德人牧业、 三尖农牧等畜禽加工规模以上企业

50 余家，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150 亿元。
2014 年 2 月，惠生肉业在香港成功上市，主

导产品“歪脖脖”腊制品猪肉及冷鲜肉饮誉全国，
湘佳牧业也在“新三板”上市。 全市畜牧业有 14
个产品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石门马头山羊、
常德酱板鸭、桃源鸡、石门土鸡、桃源黑猪 5 个产
品先后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歪脖脖”
“湘佳”“三尖”等产品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常德
味道

沅有芷，澧有兰，常德美味天下传！
如常德米粉，清光绪年间就有米粉

店坊，津市牛肉粉更是“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常德米粉店现已遍布全国。

如桃花源擂茶，原名“三生汤”，用
生姜、生米、生茶叶组成，已有 2000 年

历史。桃花源里遗风在，杀猪宰羊献擂茶。桃
花源擂茶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如陬市桂花糖，起源于明末清初，在清末曾
为进贡“佳品”，远销国外，有“洋糖”之称，1988

年获评全国食品博览会金牌奖。
如常德北堤“麻辣肉”，用优质黄豆精制而

成，经高温膨化为植物蛋白肉，又经油炸并调味
成特色小吃，是常德有名的特产。

如常德酱板鸭， 以洞庭湖区瘦肉型湖鸭为
主料，采用传统秘制加工工艺，按现代食品标准
精工制作而成，是风靡全国的常德风味食品。

还有石门柑橘、澧洲葡萄，芙蓉盛世、王者
荣耀；德山酒美、武陵酱香，一杯好酒，迎客八
方。 可以说，沅澧大地，美味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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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共赢平台， 畅享优质农产品盛宴，
共创常德品牌农业未来。 2018 年 2 月 1 日
上午，由常德市人民政府主办，常德市农业
委员会承办的“常德品牌、中国品质”———常
德品牌农业推介会深圳站活动，在深圳万科
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常德的 100余
家企业、300 余个名优农产品参加汇展，全
方位展示常德的丰饶物产、推介常德的舌尖
美味。

常德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大力振兴
实体经济”和湖南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部署，响亮地提出“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战略，举全市之力推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
计划”。 而“常德品牌推介行动”正是常德“产
业立市三年行动”的一项重大行动，必将把

常德品牌举得更高、擦得更亮、打得更响，让
常德品牌走进更多家庭，让更多人享用常德
优质产品。

在推介会上，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德睿说，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
“引老乡、回家乡、建故乡”，是为了引进战略
投资者，是为了向大家拜早年，是为了到深
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来“呼吸”改革
开放的新气息， 来领略改革开放的发展成
果，也是为了表明市委、市政府对品牌建设
的重视。 他用“四个好”推介常德，即常德发
展的基础很好、来势很好、环境很好、未来很
好。 他说，常德正全力推动开放大引进，全力
打造开放大平台， 进一步推动常德产业、常
德企业、常德产品更多地走出去。 他希望更
多的投资者来常德投资兴业，把握常德发展
的大好商机。

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曹立军在致辞中
说：“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相聚在

开放、 现代、 美丽的鹏城深
圳，隆重举行‘常德

品牌·中国品质 ’ 常德品牌农业推介活动。
这是常德市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放强
市、产业立市的重大举措。 ”这次活动，得到
了深圳市委、 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 曹立军代表中共常德市委、市人民政府，
向参加此次活动的领导、来宾和常德老乡表
示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常德发展的
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致谢！ 曹立军表示，常德

将以品牌之力聚跨
越发展之势，强化实体

经济、优化产品供给、深化
开放传播，切实提升和加强常德品牌的产业
支撑力、核心竞争力和对外影响力。

德品出湘，不同寻常！ 这次常德品牌农
业推介深圳站活动，既是一次常德品牌农业
发展成果的交流展示会，也是一次常德现代
农业发展的项目招商会，更是一次常德农业
对外开放合作的动员会。 在推介会上，常德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龚德汉，代表市政府向与
会客商推介常德的部分农业品牌，重点推介
六大优质产品：“常德香米”系列、常德茶叶、
常德茶油、常德水产、常德畜禽、常德味道。
来自常德的 100 余家企业、300 余个名优农
产品参加了汇展，全方位展示常德的丰饶物
产、推介常德的舌尖美味。

近年来，常德大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目前，该市
有国家级农业示范园区 4 个、省级以上农业
示范园区 36 个；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5063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424 家、国家级农业
龙头企业 6家；粮食大户达 2.5万个、农民合

作社 4448家、家庭农场 3668 家；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和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累计达到 1378 个，连续 15 年实现农产
品质量安全“零事故”，正在创建“全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在当天的推介活动中，还举行了签约仪
式，65 家常德企业代表与来自广东广州、深
圳、珠海、佛山、河源等地及香港、浙江客商
代表，共签订总金额 98亿元的购销协议。

据了解，2018 年，“常德品牌·中国品
质”品牌推介活动，除了推介农业品牌，还将
重点围绕工业品牌、旅游品牌和城市品牌发
力， 通过在国内主要城市开展系列推介活
动、构建常德品牌线上线下营销平台、设立
常德品牌异地展示馆，推动优势产业、优秀
企业、优质产品走出去。

■ 李寒露 李莉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

︱
︱︱
﹃
常
德
品
牌
中
国
品
质
﹄
常
德
品
牌
农
业
推
介
会
深
圳
站
活
动
掠
影

品牌形象墙

� 常德品牌农业推介会
深圳站活动现场。
李寒露 常浓 深广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