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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李永
亮 陈凌云 阳童）“‘湖南红茶’创
新加工工艺，已形成‘花蜜香、甘
鲜味’的品质特色。”今天下午，
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唐建初
在第十五届茶文化研讨会暨首
届茶祖文化节上介绍，“湖南红
茶” 已列为湘茶品牌建设的重
点，将助推我省2020年打造千亿
茶产业。在当天举行的“湖南红
茶”推介会上，一批茶产业项目
成功签约落户茶陵。

湖南以丘陵山区红黄壤为
主，气候温和，雨水丰沛，非常适合
茶树种植，也孕育了“湖南红茶”上
好的品质。 清道光年间，“湖南红
茶”就名传天下，与“祁红”“建红”
鼎足而三，同为正宗中国红茶。

“近年来，‘湖南红茶’既坚持
工艺传承， 又致力于技术创新，积

极选育特色品种， 着力推行清洁
化、连续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
产茶制茶水平不断提升。” 唐建初
介绍，目前“湖南红茶”已成为湘茶
产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017
年，“湖南红茶” 产量达4.18万吨，
比2016年增长91.7%。

业内专家对“湖南红茶”的发
展寄予了厚望。中国农科院茶叶研
究所副所长鲁成银认为，特有的地
理、生态环境造就了“湖南红茶”汤
色红亮、味道甘醇等特点，是清饮
型名优功夫茗茶，在国际市场与调
饮红茶区别竞争，具有强大的竞争
力。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刘仲华说，
“湖南红茶”已成为绿茶、黑茶、黄
茶之外，湖南最重要的茶品，随着
科技、 文化的深度融合，“湖南红
茶”将再创辉煌。

“湖南红茶”
被列为湘茶重点品牌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陈凌云 阳童）“世界
需要茶，本届株洲茶陵的主题茶文
化研讨会让生活更美好。”11月19
日，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高
峰论坛在茶陵县隆重召开，国际茶
叶委员会主席伊恩·吉布斯在致辞
中的这句话，在会场上赢得了热烈
的掌声。

11月18日，第十五届国际茶文
化研讨会在株洲市茶陵县开幕，作
为本届研讨会的重点活动， 高峰论
坛以“茶祖流芳,茶惠天下———茶让
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展开讨论，吸引
了英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新加坡、印尼等18个国家
的海外嘉宾， 及400多名国内茶行
业组织负责人、 茶文化专家和知名
茶企业家参加。在高峰论坛上，中国
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国
际名优茶协会主席、 美国七碗茶联
合董事长奥斯汀·霍吉等7位国内外
茶文化研究专家， 就世界茶文化进
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湖南省是传统的产茶大省，几
乎县县产茶，茶叶种植面积达240
多万亩。茶陵是全国唯一以“茶”命
名的行政县，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
研讨会高峰论坛在茶陵召开，并同
期举行首届茶祖文化节，还缘于茶
陵与茶有着特别的渊源。茶陵是茶
祖文化的发源地，历来有“茶祖在
茶陵”“千年国饮，始于茶陵”之说。
在高峰论坛上，中国茶叶学会副理
事长、湖南省茶叶学会理事长萧力
争作了《茶陵，茶祖文化的发源地》
的主题演讲,形象生动地向与会嘉
宾介绍悠远深邃的湖南茶文化历
史及其发展历程，激发了与会嘉宾
和茶文化研究专家们对湖南茶祖
文化“活水源头”的无限好奇。

此外，本次高峰论坛上，还颁
发了第二届茶祖印象杯“兴文强
茶”贡献奖，对2016至2018年度取
得突出业绩的茶农新锐、茶企新锐
和茶文化推广新锐以及本届茶文
化研讨会收录的优秀论文进行了
表彰。

茶让生活更美好
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高峰论坛

在茶陵召开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李勇 赵新富 杨雄春

11月19日，冬日暖阳，蓝山县皮革皮具产业园
一派繁忙景象。

“众人拾柴火焰高，回乡创业的民营企业老板
齐心协力，短短时间，皮具城就颇具规模！”蓝山驻
花都流动党总支书记黄建龙，站在蓝山县皮革皮具
产业园的园中园———新建成的湘江源皮具产业园
里，看着一栋栋崭新的标准厂房，一家家皮具企业
忙着装修厂房、搬运机器，心里充满憧憬！

在乡情感召下，黄建龙和唐诚、唐江华等老乡
主动带头把皮具企业搬回家乡，4万余名在外打工
的皮具产业工人积极响应, 湘江源皮具产业园由梦
想逐渐成为现实。 目前, 该园区签约入驻企业已达
60余家,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容纳企业200余家，一座
皮具特色新城正在湘南崛起。

亲情唤回皮具产业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广东吹过湘

粤交界的南风坳，在湖南“南大门”的蓝山县掀起南
下务工经商热潮。2011年，仅在广州花都狮岭镇，蓝
山县从事皮具产业的经商务工人员就有3万余人。

2010年，蓝山县委、县政府通过“乡情招商”，向
老乡们伸出回乡发展壮大家乡皮具产业的“橄榄
枝”，但由于本地皮具产业链还不健全，虽经过多方
努力却没能成功，上奎村老乡吴文澎等人回乡开设
的皮具厂先后关停。

几年后，随着交通物流、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老乡
们重新燃起回乡发展皮具产业的热情。2014年， 蓝山

“两会”召开，时任政协委员的在粤老乡唐诚、王志红
及13名委员联合提交《关于规划皮具产业链条，建立
皮具城的建议》，引起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蓝山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及时邀请蓝山在
外创业人员回乡商讨皮具产业发展细节，组织招商
小分队到广州花都等地考察，组建皮具产业园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蓝山县皮具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走，回老家办厂去！”在家乡热情的召唤下，有
着多年皮具厂运营经验的黄建龙、 唐诚等人牵头，
发动蓝山在粤老乡抱团回乡投资。他们计划统一规
划建设高标准皮具产业园厂房， 打造辅料供应、皮
具设计、生产加工、电商销售等一整条皮具产业链
条，这让老乡们动了心。

2015年8月12日， 蓝山在外的56家皮具民营企
业代表回乡与蓝山县政府正式签约，总投资10亿元
建设湘江源皮具产业园，落户蓝山。

赤诚打造皮具之都
经过两年筹备， 2017年8月， 湘江源皮具产业

园建设正式动工。黄建龙、唐江华等老乡拿出家中
所有积蓄， 并用家里的住房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
款，筹集1.2亿元启动资金投入皮具产业园建设。

蓝山县委负责人主动担任湘江源皮具产业园
建设工程指挥部指挥长， 常到工地察看施工进度，
现场解决产业园建设难题。 该县深化“放管服”改

革，把政务服务中心搬进园区，各职能部门和后盾
单位安排专人对接，为皮具产业园全程代办登记注
册和审批等手续，推动皮具产业园建设快速推进。

今年春节期间，黄建龙和唐诚、唐九龙等老乡
把狮岭工厂的业务交给家人打理，专门蹲守项目建
设工地督促施工，使项目建设以每个月一栋厂房的
速度快速推进。今年3月，开工后仅6个多月，湘江源
皮具产业园1期6栋共5万余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就已
主体完工。8月，园区装修接近尾声。唐江华、薛攀、
唐志华、唐太顺等民企老板纷纷进驻办厂，捌零玖
零皮具、驼首皮具、嘉祺制线等企业进入试生产。一
座现代化的皮具产业园初具雏形。

乡音乡情，架起招商桥梁。蓝山县委、县政府抓
住沿海皮革皮具产业陆续向内陆转移的机遇，主动
与品牌皮具企业进行对接，黄建龙、唐诚等老乡又
主动牵线搭桥，协助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9月10
日， 一场在蓝山举办的皮革皮具产业园招商推介
会，200多家全国各地的皮具企业在蓝山老乡的邀
请下组团共赴皮具嘉年华， 并促成5个总投资11亿
元的皮具产业项目当场签约。

随着湘江源皮具产业园项目启动， 博士奴皮
具、铭鹰皮具、中胜皮具等一批民企也纷纷搬回蓝
山。近期，众皮联、清控科创资本与蓝山县政府签署
战略框架合作协议，首期投资20亿元建设“蓝山皮
革皮具生态智慧产业园”。

蓝山县的雄心不止于此，还将招商引进一批全国知
名皮革皮具民营企业，完善皮具生态产业链，打造“中国
皮具创新之都”和“国家皮革皮具产业转移示范基地”。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杨菊先）“今年以来，区委常委、纪委书记谷群
辉经常到我们企业来，帮我们排忧解难，真是太好
了。”11月16日，位于苏仙区的郴州金旺矿业公司负
责人介绍，上个月企业反映扩大生产、增加用地的
事后，谷群辉召集区林业、安监等部门现场办公，半
个多月就办好了临时用地手续。领导重视，企业投
资信心更足。

近年来，苏仙区民营企业发展迅速。为进一步
服务好民营企业，今年，该区按照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的要求，以“工作落实年”和“产业项目

建设年”为契机，积极开展企业帮扶活动。全区43名
区级领导、30个区直单位及直管单位、14个乡镇街
道，与150个规模以上企业建立一对一联系制度，并
实行点对点帮扶， 及时解决企业发展碰到的问题。
前10个月，区级领导下企业开展帮扶活动280多次，
召开调度会82次，协调解决项目报批、土地手续办
理、 遗留问题处置、 税费减免等困难和问题310多
件。

为积极营造良好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该区争
取各类资金3737万元， 用于民营企业技改及创新
等工作。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严格落实中央

和省市出台的税收优惠、税费减免政策，每年办理
税收减免1000余万元。 区纪委监委深入基层村
组、各民营企业，对全区各部门单位落实区委区政
府有关决策部署、 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情况开
展调研督查，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肠梗阻”问
题。

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苏仙区纳入统计的417
家民营企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5亿元，同
比增长3.8%；商品零售额96.9亿元，同比增长11%；
建筑产值16亿元，同比增长14.8%；服务业收入70.6
亿元，同比增长46.1%。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 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
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
响。从我省来看，民营经济是全省经济版图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支撑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创业
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地方财政收
入的重要来源。

为引导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省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湖南日报从今天起推
出《民营企业有力量》专栏，推介各地助力民营经济发
展的措施成效，讲述民营企业家艰苦奋斗、敢闯敢干、
奉献社会的典型故事，呈现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蓬
勃力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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