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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油茶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
近年来，常宁市探索“旅游 +”模式，着力打造以西

岭镇油茶种植基地为核心的“油茶特色小镇”，已形成
油茶种植、油茶观光、油茶摄影、油茶休闲于一体的旅
游特色小镇。 同时，大力发展油茶特色美食、油茶旅游
商品，精加工油茶洗发水，深提炼油茶护肤品，让游客
在不断体验、 感受和认知油茶文化的过程中传播油茶
文化，实现油茶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种、榨、食、用、游”是常宁特有的油茶文化，夹杂
着独特的泥土气息。 那漫山遍野、触目可见的油茶林，
是祖祖辈辈用心血与汗水传承下来的“种文化”。 从传
统的“古法榨油”到如今的“精深加工”，代代传承不断
改进的“榨文化”，体现着常宁继往开来的创新精神；油
茶浑身是宝， 人们榨油而食， 渐渐衍生了亲善博爱的
“食文化”；油茶树做成的生产工具随处可见，镰刀把、
锄头柄、 扁担映射出常宁人爱油茶、 赞油茶的“用文
化”；结合地貌奇特，风光迷人，民俗浓郁的“山水天堂、
印章王国、魅力瑶寨”特色旅游，“游文化”成为常宁旅
游的又一亮点。

近年来，常宁市通过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油茶产
业快速发展。今年，该市乘借衡阳重视油茶产业发展的
机遇，举办 2018中国（常宁）油茶旅游文化节，发布“常
宁茶油”地方标准，确定油茶花为常宁市花，举办“常宁
茶油”品牌建设大讲坛，开展油茶小镇、乡村振兴实地
考察等活动，推动油茶产业发展。 去年，全市接待游客
549万人次，综合收入 32亿元。

“我们要让每片油茶林都成为景观，每个村庄都成
为景区，把全市当作一个大景区来谋划经营，让油茶产
业与全域景区化建设统筹推进、协调发展，着力把家园
变成花园，把小景点连成大景区，从而激发乡村旅游活
力，带动全域旅游发展，实现‘处处是景观、村村是景
点、人人是导游’的目标。 ”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吴乐
胜慷慨激昂地说。

成俊峰 吕小宝 郭 华

绿色常宁美如画，万亩油茶绽芳华。
初夏时节， 笔者驱车在湖南省百里油茶

产业示范带的常宁境内， 只见油茶林漫山遍
野，铺青叠翠，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常宁市位于湖南南部，人口 101 万，油茶
面积 100 余万亩，是全国油茶核心产区、国家
油茶示范林基地试点县和首个国家油茶生物

产业基地。 近 10 年来，该市完成新造高产油
茶林 28 万亩，低改垦复油茶林 30 万亩，省道
320 线湖南百里油茶产业带和衡桂高速百里
油茶走廊初具规模。

常宁市被誉为 “中国油茶产业第一县
(市)”，目前已初步形成集种苗、基地、加工、科
技、旅游和文化为一体的油茶产业体系，实现了

油茶与文化旅游、科技、市场、政府职能“五大嫁
接”。 同时，先后承办三届中国（常宁）油茶旅游
文化节， 高标准承办 2009 年全省油茶产业发
展现场会和 2010 年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现场
会。 今年 6 月 6 日，2018 中国（常宁）油茶旅游
文化节将在常宁盛大开幕。届时，常宁油茶将以
全新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近年来， 常宁市按照衡阳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坚持把油茶产业作为最具成长性的富民产业来抓，
成功创建全国首个通过联合森林经营认证（CFCC）县
市。 森林认证是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按照规定的程序和
标准，对森林经营和生产销售进行合格评定的活动。可
提高油茶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为全
社会参与油茶经营、支持油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途径；
通过油茶森林经营 FM 认证和企业产销监管链 COC
认证，可拓宽油茶市场，提高油茶信誉度、认知度和国
际竞争力，促进常宁市油茶产业可持续发展，使油茶产
品质量“过程可控，结果可预期”。

2016 年 5 月，常宁市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发力、
林农联合、依法经营”的原则，引导油茶经营公司、油茶
专业合作社和个人社员组成常宁市嘉林油茶专业合作
联社。 6月，由市政府引导，市林业局、市油茶管理办公
室委托常宁市嘉林油茶专业合作联社展开森林经营认
证，有 100余万亩油茶林地联合认证，获得全国首家油
茶林《森林经营认证证书》单位，开创了油茶林森林认
证的先河，使油茶种植活动更注重社会、环境、和谐共
存， 是一种崭新的符合现代社会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发
展生产经营模式。 森林认证的实施提高了常宁茶油品
质， 增加了油茶种植户的收益，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常宁油茶发展和品牌的建
立夯实了坚实基础。

今年，《地理标志产品·常宁茶油》 地方标准出台，
让“常宁茶油”成为全省首个茶油地方标准。 该标

准的制定，规范了原料及产品加工、包装销售
等环节，为“常宁茶油”产品加工企业提供
了更科学全面的技术支持， 进一步提升
产品质量，使“常宁茶油”多项有益指标
含量远超国标。 同时，标准的出台还有
利于油茶企业和管理部门在产品质量
管理方面的协调统一，促进产业健康
持续发展。

《地理标志产品·常宁茶油》地方
标准根据常宁茶油产品的特殊性，重
点突出感官、 理化等指标。 感官指标：
色泽，除国家标准要求外，具体描述为

“澄黄通透”；气味、滋味，除国家标准要求
外，具体描述为“香醇温厚、爽润鲜滑”。 特

征指标：油酸≥78%，亚油酸≤10%；理化指标：
酸值≤2.0mg/g，过氧化值≤6.5mmol/kg，均高于

国家标准。 该标准还增加了两项特色指标：角鲨烯、甾
醇，指标含量远高于国内其他茶油标准。

目前，“常宁茶油” 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常宁茶油》地方标准
被省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公布；中林天合（北京）森林
认证中心对 80 万亩油茶林颁发森林经营认证证书
（CFCC）；大三湘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
湖南省创新奖。

为提升全市茶油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常宁市还对
各企业原有油茶品牌进行统筹整合，树立“常宁茶油”
为公用品牌，出台《常宁市油茶产业保护管理办法》和
《常宁茶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 呵护油茶种
植环境，并筹建“常宁茶油”产品质量溯源平台，让消费
者放心食用。

油茶含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 其中油酸含
量超过 80%，被誉为“血管清道夫”，是我国特有的食用
植物油。 近年来，常宁市把油茶产业作为扶贫攻坚的利
器，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模式，形成以专业合作联社、“公
司 + 农户”联合经营、大户承包经营、专业合作社等模
式共存的产业扶贫格局。 目前，常宁市已有 21 家规模
油茶开发企业、30 多家专业合作社、350 多家种植大
户，流转林地 48.7 万亩，带动近 10 万农民参与基地建
设，形成了“众星捧月”般的效应。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常宁市财政还设立油茶产业
发展基金，对新造高产油茶林实行先造后补，种苗补助
标准为每亩 200元， 前三年每年每亩给予 100元的肥
料补助； 对油茶初次垦复的每亩补助 300 元， 对复垦
的，每亩补助 100元。同时，整合 10余项涉农资金用于
油茶产业发展。 近三年，市财政投入油茶产业建设资金
达 6000余万元。去年，市政府专题研究油茶贷工作，利
用“农信担———油茶贷”，仅湖南中联天地科技有限公
司就帮助该市 600余贫困家庭每户分红 3500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常
宁市充分发挥油茶资源优势，将油茶林地的抚育、施肥
等林间管理以及林下养鸡劳动责任承包给当地贫困
户，实行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收购，走出了一条家庭农
场管理脱贫致富新路。 常宁市罗桥镇瑶族移民村 63岁
的赵四妹是该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全家 5 人，老伴患有
疾病，行走不便。 在家庭农场产业扶贫模式下，她从“中
联天地” 承包 200 多亩茶树林抚育， 一年收入 1 万余
元。 她还计划在油茶林中养鸡 6000只，今年收入将提
高至 5万元。

今年 56 岁的谢地华，是常宁市罗桥镇罗市村的贫
困户，由于早年一次意外事故，腿脚负伤，外出打工不
便，还要供养小孩上学，全家经济陷入困境。 2016 年，
他成了当地 100多亩油茶林的育林员，负责春季杀虫、
除草，秋冬增肥、剪枝。 三年来，油茶林已初具雏形，他
的腰包也随着油茶林的壮大鼓了起来。 他欣喜地说：
“只要培育得好，油茶进入丰产期后，年产值
可达 10万元。 ”

稳定的产出不但彻底改变当
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现状，而
且给像谢地华这样的贫困户
带来了“源头活水”。

“田种了，老人孩子照
顾了， 还可以利用空闲时
间挣外快！”常宁市油茶管
理办公室主任何万裕说。
小小油茶果如今成为了常
宁市老百姓的“幸运果”和
“致富果”。 以每个散户种植
3亩油茶为例，一年可增收近
3000元。

“做响油茶品牌，建设生态强市，推进农业供给侧
改革，大力推进油茶基地建设，创新经营模式，延伸产
业链条，我市的油茶产业已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据
常宁市委书记刘达祥介绍，目前，全市油茶基地建设以
每年新造 3 万亩、低改 6 万亩的速度稳步推进。 去年，
全市产茶油 1.13万吨，产值达 17.6亿元。

常宁油茶培栽已有 1700多年历史， 上世纪 80 年
代初，该市上交国家茶油总量居全国第一，摘取了一块
“金字招牌”。 为重振辉煌，近年来，常宁市按照“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思路，把扩规模、提质量、铸
品牌放在首位，全力推进油茶产业建设。

常宁市成立由市委书记任政委、 市长任组长的油
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明确一名市级领导专抓专管。组
建市油茶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市油茶产业管理和服务，
并出台《常宁市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快建成
中国油茶产业第一县的意见》，做响“常宁茶油”品牌，
建成中国油茶产业第一县（市），到 2025 年，实现“五个
一”的目标：一是打造一个百万亩油茶生物产业基地。
普及“公司 + 基地 + 农户”发展模式，形成百万亩通过
森林认证的产业基地。二是做响一个公用茶油品牌。坚
持政府主导，制订发布茶油地方标准，共同打造常宁茶
油知名公用品牌。三是建成一个茶油交易市场。加快建
设 1 万平方米的以茶油为主的食用油交易市场。 四是
扶持一家油茶企业上市。 发挥企业龙头带动作用，政府
重点扶持至少一家油茶企业融资上市。 五是实现 100
亿元的油茶年产值。 通过拉长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实现油茶产业年综合收入超过百亿元。

常宁市突出抓好油茶产业链条延伸， 鼓励和动员
社会各方力量大力发展油茶产业，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 并将油茶文化和旅游“联姻”，充分挖掘油茶旅游
文化资源。 同时引进殷理基、中联天地、齐家油业、鸣天
科技、西施科技等规模油茶开发企业，投入 10 多亿元
发展成集立体种植、养殖、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生
态农业园，推动油茶产业做大做强。

品种是关键，科技是核心。 为打造油茶产业品牌，
建立健全油茶产业“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支撑体系，
推广油茶标准化栽培，逐步实现机械化操作，该市还多
次与省林科院、中南林科大、湖南农业大学深化产学研
合作，加快制订油茶生产和茶油产品质量两大标准。 先
后引进培育湘林、长林、华系等 70 余个优良品种，采用
“市场 +销售”模式，让油茶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品相决定销路。 常宁油茶果形圆籽实，榨出来的茶
油清亮透明，香气扑鼻，堪称“油中极品”。 目前，常宁市
多家通过“CFCC”认证的油茶企业已与欧洲设计师签
订产品设计协议，设计包装出来的油茶产品深受法国、
葡萄牙等国的消费者青睐。

常宁油茶正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阔步迈向国
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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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市油茶种植面积 100 余万亩，是全国油茶核心产区、国家油茶示范林基地试点县和首个国家油茶生物产业基地。

目前，油茶小镇已形成油茶种植、油茶观光、油
茶摄影、油茶休闲于一体的旅游特色小镇。

凝心聚力 铸就油茶品牌 产业扶贫 发挥资源优势

近年来，常宁市成功创建了全国唯一的油茶
生物产业基地和全国首个通过森林经营认证
(CFCC)县市。目前，“常宁茶油”被国家质检总局
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联合认证 超越国标高度

油茶旅游 展现无限风光

(本版图片由成俊峰、刘杨、尹维龙、曹莉媛等摄)

� 近年来， 常宁市探索
“旅游+”模式 ，着力打造
以西岭镇油茶种植基地为
核心的“油茶特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