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6月12日 星期二
版式编辑 冉 明

07

“今天，我再一次作为常德农业品牌推销员，
向大家隆重推介本次参展的 22 家企业、 共五大
类优质农产品。 ”在洽谈会上，常德市副市长龚德
汉作常德优质农产品企业总体推介。

粮油类系列产品
一诺千金，健康为你。金健米业被誉为中国

粮食第一股， 是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 中国粮油企业 100 强、 中国大米加工企
业 50 强。 公司主要产品有大米、面粉、植物油、
速冻食品等。 金健大米获评“中国名牌产品”，
“金健”牌获评“中国驰名商标”，是全国粮食行
业第一家取得“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驰名商
标”的企业。

一日三餐，精为天。 精为天生态农业是省级
龙头企业、 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新三
板”上市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精为天”精米系列、
胚芽糙米、食用油等，产品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绿色食品”。

百年老号，钱缘贡米。 兴隆米业是省级龙头
企业、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全国富硒产
业十佳明星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钱缘”牌富硒香
米、多维锌硒米等，产品荣获“中国驰名商标”“湖
南名牌产品”。

洞庭春米，只为懂你。 洞庭春米业公司是省级
龙头企业、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 公司主要
产品“金洞庭春”系列大米，产品荣获“中国驰名商
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中国绿色食品”。

心有灵犀，润农茶油。 润农茶油是一家三产
融合型生态农业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安全健康的
庄园级冷榨纯茶油。 其主要产品“灵犀”牌营养
配方油、活性油，先后荣获“中国中部农业博览会
金奖”、“湖南省著名商标”。

桃花源里，博邦茶油。 博邦农林是湖南省农
业产业化、林业产业化“双龙头”企业、中国好粮
油行动示范企业。 其主要产品“桃花源”牌冷榨茶
油系列产品通过国际有机认证，“桃花源”商标获
评湖南省著名商标。

天地灵秀，农耕细作。 天地农耕是油茶生产
加工市级龙头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有“小奢、天地
农耕、瑞耕、鼎城茶油”四个茶油品牌，产品荣获
“2018上海优质农产品博览会金奖”。

水产类系列产品
天然大湖，自然馈赠。 大湖水殖是全国最大

的淡水鱼上市公司、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公
司主要产品为高品质天然大湖淡水有机鱼、冰川
鱼、大湖有机甲鱼、江苏阳澄湖大闸蟹、湘云鲫、
德山酒等系列产品，其“大湖”鱼、“德山”酒荣获
“中国驰名商标”。

品味甲鱼，在河之洲。 河洲甲鱼是集中华鳖
繁育、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省级龙头企业。 其
河洲生态甲鱼荣获“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省
优质农产品金奖”、“第五届中国湖南畜牧渔业博
览会金奖”。

甲鱼之乡，仙湖水产。 仙湖甲鱼地处“中国甲
鱼之乡”汉寿，选取洞庭湖纯种中华鳖，纯天然野外
生长，产品获评“湖南省著名商标”、“中国生态养殖

行业最具创新力十大畅销品牌”。
生态巨隆，与众不同。巨隆生
态科技从事稻虾连作种养，

主打绿色无污染、 无农
药生态种养特色品牌，

公司产品 “九澧生态龙虾” 、“九澧生态虾稻香
米”深受消费者青睐。

茶叶类系列产品
梦寻桃花源，心怡武陵红。 武陵秀峰茶业为

常德红茶领军企业，公司主推产品“武陵红茯”兼
具黑茶营养和红茶口感， 自面世以来便大获好
评。 其“花果香·红茶”、风味红茶等系列产品，工
艺独特，香味自然，引领健康茶饮新风尚。

匠心手作， 湖红工夫。 百尼茶庵致力传承
“桃源野茶王大叶茶”品质特色制作工艺，产品兼
有绿茶、红茶、白茶、黄茶、黑茶。 其特色红茶源于
“湖红工夫茶”，传统工艺精制，内质甜香，浓郁持
久，被尊为红茶精品。

君子之交，和为贵。 君和茶业地处乌云界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所产茶叶生态有机而且天然富
硒。 主要产品“云领”系列茶叶，先后荣获湖南茶
博会金奖、“潇湘杯”名优茶一等奖。“云领 1028”
获得全国第十二届“中茶杯”特等奖。

洞庭天下水，壶瓶山上茶。 渫峰名茶地处“中
国名茶之乡”石门，公司坚持原生态、纯天然、高
山有机茶理念，主产有机绿茶、有机红茶、保健茶
三大系列产品。 其“渫峰”牌石门银峰、牛抵茶、石
门红茶，多次荣获国内外金奖。

畜禽类系列产品
放心肉品，惠民济生。 惠生集团是一家从事

畜牧养殖及肉类加工的香港上市企业。 主要产品
有“歪脖脖”腊制品及冷鲜肉、“沅澧德味”高端
肉、桃源黑猪肉，其“歪脖脖”系列产品多次荣获
中国（国际）农博会金奖，“歪脖脖”牌获评“中国
驰名商标”、湖南名牌产品。

湘北佳品，精典美味。 湘佳牧业是湖南最大
的家禽产品全产业链企业，主营“湘佳”牌鸡肉系
列、鸭肉系列等产品。 其原材料选用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石门土鸡，是品质优异的禽中佳
品，“湘佳”牌获评中国驰名商标。

华乐食品，放心食用。 华乐食品是常德市出
口创汇榜首企业，主营生猪肉制品深加工，有冻
肉制品、火腿香肠培根、酱卤制品和烤肉制品四
大系列产品， 公司注册编号通过新加坡 AVA 出
口注册认证，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亚市场。

江南草场，德人牧香。 德人牧业集团为湖南
省最大的鲜奶吧连锁企业、学生饮用奶定点生产
企业。 其主要产品“德人牧香”定制乳品、鲜奶、酸
奶、学生奶系列深受市场好评。

果蔬类系列产品
相汇美好，大爱可道。 汇美农业是一家果蔬种

植及精深加工一体化国家级龙头企业， 被认定为
湖南省洋蓟工程技术中心。 公司主营果蔬罐头、洋
蓟功效性健康食品开发， 产品通过多项国际质量
标准认证，远销欧美、中东、亚太及国内市场。

健康生活，首选郑太。 郑太农业主营果蔬生
产，公司坚持绿色生态理念，生产的草莓、西瓜、
黄瓜、胡萝卜等 21 种水果及蔬菜，通过“中绿华
夏认证中心产品认证”。 2017 年，“郑太有机果
蔬”获评中国十佳有机农产品。

良心产品，绿色品牌。 正新农业公司主营产
品“边山河”牌蔬菜，先后获得欧盟有机认证、港
澳专供许可和出口食品备案证书，“边山河”牌获
评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深圳第二届国际绿
色农业博览会农产品金奖、湖南省著名商标。

桃花源里春色美，沅芷澧兰斗芳华。 走进
新时代，常德市委、市政府把握乡村振兴

大势，围绕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大力
推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计划，致力
打造千亿健康食品产业，不断增
创常德新一轮发展优势。 常德
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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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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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优质农产品企业与全国知名企业战略合作洽
谈会在长沙举办。

金健米业、大湖水殖、汇美农业科技等 22 家
来自常德市的优质农产品企业参会布展，将 150
多种优质农产品向参会客商进行全方位推介，并

与京东、中军集团、新加坡福德公司等国内外 70
多家参会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洽谈。 洽谈会现场签
约 34 个，总金额达 29.41 亿元，同时还在洽谈
中达成一批大型招商引资合作项目意向。

此次洽谈会， 是一次展示常德农产品品牌
形象的推介会， 是一次提升常德农业品牌竞争
力的促进会， 是一次增进战略合作与互利共赢
的交流会， 将极大地促进常德品牌农业的建设
与发展，努力使之成为广受赞誉的“金字招牌”
和“世界名牌”。

“客户感受是衡量品牌的第一标尺。常德正
以市场需求和客户评价为导向， 进一步完善品
牌体系，打造品牌特色，更好地塑造‘常德品牌
中国品质’品牌农业形象。 ”常德市委副书记、市
长曹立军在洽谈会上自豪地介绍，近年来，常德
市委、市政府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强品牌农业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 全市农业标准化基地达到 200 个， 连续
15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零事故；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达到 5000 多家，其中上市企业 4 家、国家
级龙头企业 6家。而参加此次洽谈会的 22家农
产品企业及其 150多种优质农产品， 真正体现
了优中选优。

正如常德市委副书记朱水平在致辞中说
的，这次战略合作洽谈会，就是一场别开生面的
“高考”。 主考地是星城长沙， 组考者是常德市
委、市政府，“考生”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常德
农业企业中的佼佼者，而“考官”就是各位来宾
和客商企业。朱水平表示，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平
台、来一次深入的了解、给一份足够的信任，常
德的农业企业一定会在这次考试中考出好的成
绩，一定会让考官们满意，一定会让大家更加信
赖常德的品牌农产品。

维护品牌形象、实施品牌战略、提升品牌竞
争力， 必须靠产品质量。 常德农耕历史文化悠
久，农业资源丰富，全市粮食面积稳定在 1000
万亩以上、油菜 450 万亩以上、茶叶 30 万亩以
上， 年出栏生猪 600 万头、 水产品产量 50 万
吨， 是全国重要的粮、 油和畜禽水产品生产基
地。 近年来，常德市委、市政府把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加强品牌农业建设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全市农业标准化基地
达到 200个，油菜、水稻、柑橘、蔬菜标准化覆盖
率达 70%，烟叶、茶叶、葡萄基本实现标准化；连
续 1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零事故；全市农产品加
工企业达 5063 家，其中上市企业 4 家、国家级
龙头企业 6 家；“三品一标”认证累计达到 1397
个，有中国驰名商标 29 件、湖南省名牌 28 件、
湖南省著名商标 103 件，涌现出“金健”米、“大
湖”鱼等一批知名农产品品牌，打造了“常德香
米”“石门柑橘”“澧县葡萄”“汉寿甲鱼” 等一批
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去年以来，常德市围绕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大力实施常德品牌行动，以“常德品牌 中国品
质”为主题，持续开展常德品牌农业品牌推介行
动。 去年底和今年初，常德成功举办了“常德品
牌 中国品质”常德品牌农业推介长沙站、深圳
站活动， 常德市第十届农业博览会暨首届年货
节，组织参加上海优质农产品博览会、香港美食
博览与国际茶展等活动， 扩大了常德品牌影响
力。 其中，在深圳站活动现场，该市规模农产品
企业与客商共签订农产品产销协议 67 个，总金
额 101.2 亿元。 目前已履约 55 个， 履约率
82.1%，履约成交金额 41.1 亿元，成交资金履约
率 40.6%。 德人牧业与广东华新集团取得合作，
顺利进入深圳市场， 在该公司深圳 120 个网点
销售，产品深受深圳市民欢迎。汉寿华乐食品与
香港客商新煮意集团达成共建以乳猪食品为主
的连锁体验店协议，第一家长沙店已开店营业，
深圳及其他城市连锁店正在筹备中。

在此次洽谈会上，来自京东集团、上海中军
集团、 新加坡福德公司等企业的代表发表了合
作感言。

京东集团消费品华中区域总经理谢晟说：
“无论是米面粮油还是休闲零食，常德都是我们
京东商城不可忽视重要之地。 作为大快消事业
群中的消费品事业部， 京东承接企业与消费者
的直线连接，也希望借助于我们，让更多的常德
商品卖到全国乃至全球， 让更多常德企业成为
京东集团的合作伙伴———共赢、共生。我们将充
分利用京东的平台优势、金融优势和物流优势，
全面加快在湖南、在常德的发展，为当地企业的
发展转型注入新的活力，带动更多的就业，全力
以赴支持常德的建设和发展。 ”

新加坡肉类协会会长、 新加坡福德公司董
事长郭志强说：“举办这次活动， 显示了常德市
开放合作的国际视野， 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
了友好的、开放的湖南，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湖
南。 ”据了解，福德公司与湖南华乐食品有限公
司已经友好合作了 8 年。 郭志强说：“我们的合
作是基于常德农产品的高端品质， 是基于双方
的友好与诚信， 是高端产品和高端销售的优优
结合。 ”现在，“汉寿乳猪”和“华乐”产品，已经成
了新加坡高端进口肉类消费的重要选择。

上海中军集团董事长王中政说：“我
代表上海的采购企业， 就如何做好
‘德品入沪’工作谈一个感受。 常
德市委、市政府在德品入沪战略
上力度之大、定位之准、平台之
新，不愧是湖南之标杆、全国

之一流， 在我们集团采购优质食材的主要聚集
地———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云南、贵州、新疆
七省的长沙、南昌、郑州等 30 多个市州绝对排
第一。 ”

同时，王中政建议，要用足平台、整合资源。
他介绍说，中军公司是湖南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
重点合作交流项目“湘品入沪、沪品入湘”的承办
单位和运营机构， 近期也与常德市农委构筑了
“德品入沪”政企合作平台，这两大平台是双方精
诚合作的组织保证和坚强后盾。“湘品入沪”已建
成了上海的十二大核心渠道和“湘品六进”的团
购平台体系，此次洽谈会也为常德企业带来渠道
提供、团购订单、免费服务三大资源：进超市、进
机关、进部队、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已协调湘
品六进渠道团购订单 1亿多元，供常德企业按先
到先得、优质优先的原则分享共赢。 他强调，上海
市场大、难度也大、门槛更高，如何抱团：应从包
装设计、营销策划、渠道构筑、品牌建设、质量监
控、产品溯源、创新融合等方面紧密
合作、 深度抱团， 真正实现
“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和
“产业化生产、品牌化建
设、市场化发展”的品
牌形象。

“客户感受是衡量品牌的第一标尺”

“七省市 30多个市州绝对排第一”

“我再一次作为常德农业品牌推销员”

洽谈会现场。

签约现场。

常德企业与客商代表商谈。

常德部分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及其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