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晒兰，又名“舌兰”或“赛兰”。 是
怀化市农产品重点品牌之一。 1984
年以来，沅陵晒兰在湖南省肉食水产
系统的肉食品评比中， 名列榜首；在
湖南全省名、特、新、优的食品评比中
荣获“芙蓉奖”。

晒兰制作工艺独特，取湖南沅陵
本地黑山猪的后腿肉，经去皮、去脂
肪、去骨、去筋，用独特配料经十几道
工艺精制加工而成， 不含防腐剂，保

质期长，具有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
肪的特点。

晒兰中磷、钾、钠的含量丰富，含
有蛋白质、 维生素 A、D 等脂溶性维
生素等元素。 一年四季皆可上市。

溆浦瑶茶被称为“三抗”“三降”
茶，由湖南翱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
品。 据现代科学检测分析证明，“溆浦
瑶茶”富含黄酮类化合物，根皮苷化
合物。 具有扩张血管、降血压、降血
糖、降血脂、抗癌变、抗肿瘤、抗氧化
和抗过敏功效， 被誉为“树上的虫
草”。 经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 究 院 检 测 ， 总 黄 酮 含 量 达 到
2.07g/100g（采用保健食品总黄酮含
量的测定规范测定）。

溆浦瑶茶富含硒、锌、镁等有益
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有着一定的保
健功能和作用。经湖南省产商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检测，溆浦瑶茶含铁
342mg、硒 0.051mg、锌 68.4mg、镁

3570mg。 溆浦瑶茶以溆浦县东南海
拔 300-1200 米云雾缭绕的雪峰山
区的溆浦瑶茶树鲜叶为原料，经过杀
青、揉捻、干燥、包装等古传工艺生产
精制而成，冲泡（浸泡）方式供人们饮
用的代用茶， 属绿色环保原生态产
品。

芷江侗族自治县自古有“侗不离
酸”、“无酸不成席”等说法，民间至今
还流传着“三天不吃酸、 走路打酪
川”，“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
药方”，“萝卜上市、 药店关门” 等谚
语。据传，清代，慈禧太后品尝芷江酸
萝卜后连连称赞：“好吃！好吃！”还有
传说，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曾派人寻
找沅州酸萝卜（即芷江酸萝卜）。

芷江酸萝卜已经成为怀化市农

产品重点品牌。“侗古佬”牌酸萝卜
已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认证，
产品畅销市场。

黔阳金秋梨是洪江市大崇乡岩
脚村段天汉于 1984 年 9 月在自家老
梨园里发现，经安江农校教授黄渊基
进行选育研究，确定该品种为日本梨
新高的芽变品种，是目前砂梨系统中
晚熟芽变品系，填补了湖南省晚熟良
梨的空白，很有发展前景。

黔阳金秋梨树冠直立， 生长势
强，果近圆形，果皮薄、果心小，可食
率 78%，果实皮色金黄，果肉白色，肉
质脆，抗氧化，石细胞少，汁多味甜，
风味独特，品质优良。 果实 8 月下旬

成熟，以鲜果供应市场，因耐贮性好，
低温冷藏可延长至春节前后。

“正清”风痛宁系列为中药抗风湿
第一品牌，是第一个天然单体类改善病
情药物（n-DMARDs），第一个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抗风湿中药。
2015 年开发了独特的“金三角”特色疗
法，首创正清风痛宁电致孔透皮给药技
术与治疗风湿疼痛的金三角治疗法，治
疗效果显著，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
面向基层推广的医疗项目。 该成果“正
清风痛宁风湿与疼痛‘金三角’特色疗
法”获 2015 年度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先后申报国家专利 70 余项， 累计获得

发明专利 46 项，开发出正清风痛宁、灵
芝口服液、博士草国家级新药 30 余个。
“雪峰山鱼腥草”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 拥有 130多个药品生产批文，
自主创新的占 69%，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的占 27%。

湖南海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 2007年， 位于国家级高新区湖南怀
化高新区金光大道 10 号， 占地面积
100 亩，总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总投
资 1亿元。 公司有年产 3万吨果蔬食品
深加工生产线， 主要产品有橘子罐头、
黄桃罐头、白桃罐头、梨罐头、橘子果
干、黄桃果干、芒果干、猕猴桃干、杏干
等系列休闲食品。 目前公司各类产品年
产量达 1.2万吨，产值 1.5亿元。 公司产
品主要在山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
等省畅销。

公司通过了 ISO9001、ISO22000、
HACCP、IFS（国际食品标准）、绿色食
品等系列认证。“茹果”商标被认定为湖
南省著名商标，“茹果”牌系列水果罐头

被认定为湖南省名牌产品。企业被认定
为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通过了国家诚信体系认证。

公司拥有 2 项发明专利、8 项实用
新型和外观专利。以“公司 +合作社 +农
户”的发展模式，在中方、芷江、洪江、安
江、辰溪建设原料基地 3万多亩，既保证
了原料的高品质， 又带动了果蔬种植农
业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增收。

新晃老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 2006 年，注册资本 2000 万元，现有
资产总额 1.4 亿元，员工 160 人。 是湖
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湖南省
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新晃黄牛肉”生产示范企业。
公司“湘老蔡”、“富桥”商标荣获湖南省
著名商标，其系列产品被评为湖南省名
牌产品。

公司位于新晃侗族自治县黄牛文
化产业园 8号。建有一条冷鲜牛肉生产
线和一条食品深加工生产线，冷库库容
2000 吨， 有食品生产设备 200 多台
(套)，年生产能力 4000吨。 是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贴标生产示范企业、中国
好食材知名品牌企业。

公司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新

晃黄牛肉为原料，把传统的伊斯兰食品
加工方法和现代食品工程技术结合起
来， 生产四大系列牛肉产品 80 多个品
种，产品远销 20多个省（市区）。

公司建成了一个肉牛养殖基地，创
办了惠民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社员 160 户， 养殖规模达到了 3000
头，存栏 800头。 公司提供上百个就业
岗位吸纳部分贫困户就业，带动贫困户
人均增收 4000元。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
是怀化市农业企业重点品牌单位。
坐落在享有“金都、林海、茶乡”之
美誉的沅陵县官庄镇境内，是一家
集产、供、销、科研为一体的专业茶
叶公司，系“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中国茶叶行业百强企
业”、“湖南省质量信得过单位”、
“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湖
南省质量信用 AAA 级企业”、“湖
南茶叶助农增收十强企业”。

公司生产的“干发”牌碣滩·官
庄系列茶， 是“湖南省著名商标”、
“湖南名牌产品”、“中国知名茶叶十
佳放心品牌”，产品 40余次荣获省、
部级名茶评比金奖。 公司通过

ISO9001-2000国际质量标准管理
体系认证、ISO22000-2005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 国家食品 QS食
品认证、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2015 年 8 月，“干发” 牌碣滩
银毫茶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荣
获“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骆驼奖”。
2015 年 9 月，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
有限公司辰龙关十里生态观光茶
廊，被授予“中国三十座最美茶园”
荣誉称号。

公 司 自 有 优 质 茶 园 基 地
4500 余亩， 其中有机茶园 3500
亩，千年古茶园 100 余亩，茶叶种
苗繁育育圃母本园、良种示范茶园
等基地 420 余亩， 所管辖茶园面

积达 2 万余亩。 公司拥有 2 条全
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年加工能力
300 余万斤。 公司立足“三农”，构
建了“公司 + 专业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 科研所”的种植基地建设
和管理模式，直接带动农户 8000
多户，辐射到沅陵、安化、桃源三县
的八个乡镇 。 公司实有资产达
5000 余万元。

怀化华汉茶业有限公司前身系
原怀化市茶厂， 主要产品有雪笋茶、
雪笋翠芽、茉莉花茶等。 其中“雪笋
茶”被评为“湖南名茶”，“雪笋翠芽”
荣获“湖南省农博会金奖”。公司二级
机构有华汉茶叶庄园、 华汉时尚酒
店、华汉茶业滨江店等。 公司被国家
农业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评定为“全
国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 湖南
省五星级休闲农庄、“湖南省科普基

地”、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先后帮
助 3883 名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常年
带动周边农户 260 人就业。

成立于 2016 年 1 月的新晃蜂
窝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专注于中
华蜜蜂（简称“中蜂”）保护和养殖、
养蜂技术培训、 蜂产品研发和营销
平台建设、 蜜蜂文化创意展演与传
播、中蜂养殖产业精准扶贫，是怀化
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 其战
略合作伙伴———新晃晴方蜂业生产
专业合作社拥有湖南省著名商标
“蜂窝窝”、 建成了怀化唯一的蜂蜜
标准化无菌灌装车间并通过了 SC

认证， 研发的中蜂专用蜂箱获得了
3项国家专利。

蜜源和产品优势：武陵山片区最
好的蜜源优势（野生五倍子、荆条等，
无工业污染，天然纯净），现代生态养
蜂技术和国内首创的物理防治绵虫
和烂仔病技术，避免了养蜂过程中使
用药物，确保了食品安全。2010年侗
乡原蜜荣获“怀化市旅游商品暨民族
民间工艺作品大赛铜奖”、2015年紫
云英蜜荣获“大湘西首届生态农产品

年华优选会优秀奖”、 特级五倍子蜜
荣获“2016年中国湖南旅游商品大
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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