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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行业盛会，这是一个千茶斗艳的精彩舞台。
3 万平方米展厅、1500 个展位，1000 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 湖南

30 个茶叶主产县组团出征展……11 年磨一剑的“湖南茶博会”，将以前
所未有的规模，为湖南千亿茶产业加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献礼。

作为中西部地区茶行业举办最久、参展率最高、规格最高、经销代理
商到场率最高的品牌专业盛会，今年湖南茶博会设置了更多精彩纷呈的
活动。 其中，一年一度的“茶三十”宣传推介活动，聚焦湖南“十大名茶”、
2019 湖南“十大杰出制茶工匠”和 2019“湖南红茶十大企业产品品牌”
通过层层推荐，树立行业标杆，为品牌赋能，为产业加速。

8 月，第十一届茶博会组委会、湖南省茶业协会相关领导、工作人员
与本报记者组成的采访团深入全省各茶叶主产市县区，对“茶三十”候选
对象进行考察调研。一次次采访，一次次交流，多少优秀茶人的面孔与先
进事迹印入脑海，多少发展茶产业的激情及愿望憧憬闯击胸怀。 一路走
来，我们为他们的精神和故事所感动，更为我省茶产业昂首阔步迈进千
亿产业的崭新局面而心潮澎湃！

在第十一届湖南茶博会开幕式之际，本报特推出一个连版，对 2019
“茶三十”获奖者予以公示推介。

赏三湘四水 品五彩湘茶

安化黑茶
一幕幕历史兴衰， 赋予了

他浩如烟海的故事； 一批批勤
劳茶人， 书写着他崛起于中国
名茶之林的奇迹。 走健康产业
之路、走科技兴茶之路、走茶旅
融合之路……今天的“安化黑
茶”已创造近 200 亿元产值，成

功申报了两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荣获“中国十大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荣誉，拥有中国驰名
商标 4 个。 她正以创建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 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 国家出口茶叶质量
安全示范区为契机， 走有机生
态茶高质量茶叶发展之路。

黄金茶
这里是世界茶树生长的“金

腰带”， 慷慨的自然馈赠造就了
这里茶香飘万里，“黄金液体”千
年不绝。 待到湖南茶产业发展的
春风吹来， 黄金茶作为后起之
秀，“数量、质量、产量、销量”四

量齐升，相继获得“亚太茶茗大
赛金奖”、“茶祖神农杯名优茶金
奖”、“潇湘杯名优茶金奖” 等荣
誉，“一两黄金一两茶” 声名远
播。 如今，黄金茶正与湘西的发
展蓝图相映成辉，成为百姓致富
的桥梁、魅力湘西的闪亮名片。

古丈毛尖
古丈是我省人口最少的县，

却拥有 15万亩茶园面积， 人均
1 亩位居全省第一，茶业成为古
丈精准扶贫、脱贫的产业。 古丈
毛尖， 早在 20世纪初就闻名遐
迩。近年来，更收获“莱比锡国际

金奖”、“2014 世界茶业博览会”
金奖、“米兰百年世博中国名茶
金奖”、“中华文化名茶” 等一系
列重量级奖项。古丈毛尖已在全
国重点城市建立销售网点 230
个，出口到欧盟、美国和港澳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碣滩茶
从历史中款款而至，一步步走

向皇家贡茶御饮的高度； 从灵山秀
水中孕育，转身为“中国高端绿茶的
杰出代表”；从一株株娇柔嫩绿的芽
头，到助力精准脱贫的“主业”———
它就是碣滩茶。它是“中日友好茶”，

是米兰世博会“百年世博中国名茶
金奖”产品，也是“湖南茶叶十大公
共品牌”、“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 远销全国 10多个省、 直辖
市、自治区。 到“十三五”末，沅陵全
县力争茶园面积达 20万亩以上，茶
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30亿元。

石门银峰
一枚俏绿的芽尖，出没在壶瓶

山山岚层峰间，宛若天地间的精灵，
它叫“石门银峰”。 石门县自古就被
誉为“中国名茶之乡”。 石门银峰先
后 68次在国际、 国内评比中获金
奖。 石门有机红茶全部出口，成为

湖南和全国有机茶第一乡。“生态立
县、品牌兴茶”成就了石门产业的一
大支柱， 全县建成生态茶园 18万
亩，年产茶叶 2.2万吨、综合产值 16
亿元，成为数十万山区茶农收入主
要来源。 如今，石门探索茶旅融合，
为群众开辟了致富新路。

南岳云雾
茶以岳名，岳因茶秀，五岳

之中，唯南岳产茶，这是南岳云
雾的核心竞争力。 八百里南岳，
造就它神姿妙品； 五千年岁月，
赋予它厚重记忆。 南岳古称寿
岳，南岳云雾古称寿茶，南岳云
雾坚持高山云雾生态有机特色，

多次在国、省、市有机茶评比中
获奖，多次在省级以上展会中揽
获金奖，多次荣获“湖南十大名
茶”称号。 乘着衡阳茶产业发展
的东风，升级为市级区域公用品
牌的南岳云雾正强势崛起，为更
好助力产业扶贫、 乡村振兴，向
着百亿产业迈进。

桂东玲珑茶
玲珑茶者，产长在自高卧群

山之腰， 天然氧吧之中取其嫩
尖，精心揉制，其艺之精，其工之
巧，名冠远近。玲珑王秉承“让每
一片茶叶都放心”的理念，一系
列高标准要求成就了它的美誉。
近年来， 玲珑王斩获多项大奖，

走向了全国 16 个省份，3 年内
将覆盖全国市场。玲珑王集团着
力发展茶旅产业，推进茶旅高度
融合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基
地 + 农户”的模式，带动当地茶
农脱贫致富。 相信不久的将来，
玲珑王将如桂东的流云香飘全
国，誉满世界。

新化红茶
雪峰山脉、资水中游、蚩尤故

里……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命
脉谱写了新化红茶的基因密码。
近年来，新化县委、县政府把茶叶
产业作为优化农业结构调整、推
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的支柱产业

和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精心培
育，推动了茶产业跨越式发展。新
化红茶借文化与科技的力量创新
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全县
将用 3年左右时间，建设好 10万
亩高标准生态优质茶园， 推动新
化红茶“红”遍全国、“红”出国门!

桃源红茶
承载百年“湖红工夫”底蕴、

独具富硒特色的桃源红茶，借
“五彩湘茶”打造之机，乘“绿色
崛起”之势，展“创新发展”之翼，
迅速成长为湖南红茶方阵中的
生力军当之无愧的湖红典范。如

今， 桃源红茶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有机特色更加鲜明，花蜜香、
甘鲜味更浓， 扶贫效应日益显
现。 桃源县委、县政府正将桃源
富硒红茶作为桃源的龙头产业
打造，力争三五年内将桃源红茶
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岳阳黄茶
八百里洞庭孕育了源远流

长的黄茶文化。 成为“中国黄
茶之乡”， 岳阳黄茶产量占全
国黄茶总量的半壁江山，综合
产值占全国 70%。 冲泡中三期
三落奇观的君山银针 ，有“茶

盖中华，价压天下”之美誉。 今
年， 省委、 省政府将“岳阳黄
茶”列入千亿茶产业重点打造
的区域公用品牌，“一极三宜”
江湖名城将给岳阳黄茶产业
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黄茶之
王者正归来。

刘杏益 湖南省益阳茶厂有限公司
湖南省益阳茶厂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非物质文化遗产黑茶制作技艺
（茯砖茶制作技艺） 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首批中国制茶大师(黑茶类)，高
级评茶师，全国茶叶标准技术委员会
茯茶工作组副组长。

他主导研发的湘益一品茯茶，改
变了茯砖茶以边销茶为主的局面，激活了内销市场，开辟
湖南黑茶全面兴盛的新纪元。 34 年来，他参与研发上百款
产品，成为行业内响当当的金花茯茶大师；带领团队大力
拓展国内外市场，使益阳金花茯砖香飘海内外，进入寻常
百姓家。

臻溪金毛猴红茶
所属企业：湖南省湘茶高科技有限公司

它历经百年历史的浮沉，发酵出四百多种香气，风韵十足。 它似一匹“黑马”，冲进国际
市场，一举俘获白宫的味蕾，拿下世博金奖，名声大噪。它如一粒火种，再次点燃了湖南红茶
的激情，为实现三湘大地千亿茶产业的梦想蓄势待发。它是臻溪金毛猴红茶，来自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湖南省茶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湘茶高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款享誉世界却又低调含蓄的红茶。

九狮寨连云丹霞红茶
所属企业：九狮寨高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九狮寨高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是省级龙头企业，也是岳阳市最大的名优茶出口加工企
业和最大的有机茶基地，被认定为“湖南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打造高山有机
茶园 6000 亩,同时发展合作订单基地高山茶园 1.2 万亩，发挥了茶产业在扶贫帮困和新农
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连云丹霞”成为市场的新贵与宠儿。 平江县九狮寨高山有机茶园秀
丽入选 2016年百万网友投选的“最美茶园”。

莽山红茶
所属企业：湖南老一队茶业有限公司

“莽山红”以莽山引进的优良品种，红茶的“英红九号”提纯复壮的种苗莽山红茶青为原
料，精心加工制作而成。即使低温冲泡，仍口感温润甘甜，是可以冷泡的优质红茶。甫一推出
便赢得行业高度认可，成为当地龙头企业品牌。“莽山红”为宜章带来了人气，让村民实现了
“家门口的就业”，帮助数千名贫困户“因茶脱贫”，荒山变成了茶山，也正成为百姓致富的金
山银山。

古楼红茶
所属企业：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

作为邵阳市茶产业唯一省级龙头企业，他以传播湘西南特色茶文化为己任，开展优质
茶种植、加工、销售、生态旅游开发等全产业链业务。 其生产的古楼红茶 2014年以来一直评
为湖南省名牌产品，“古楼”商标四度被评为湖南省著名商标。 古楼芽头针形红茶为湖南首
款能立起来的芽头红茶，“将军红”“至尊红颜”“古楼红颜”“古楼红芙”等红茶，多次在国省
级评比中荣获金奖。

渠江红
所属企业：湖南紫金茶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她生长在海拔 800 米左右的高山，独特的地理环境、苛严的采摘标准、精纯的制作工
艺、极致的品质追求，造就了她油润乌亮、蜜香醇厚的臻品品质，在多届国内外茶博、农博盛
会屡获金奖。 公司茶园美不胜收，荣获“全国三十座最美茶园”、湖南省“十佳旅游休闲示范
基地”、全省五星农庄称号。 渠江红以“一代二免三优”利益联结机制帮扶贫困户，公司负责
人罗新亮被评为全省百名最美扶贫先进。

武陵红
所属企业：湖南武陵秀峰茶业有限公司

立志做“中国花果香有机红茶的引领者”，公司成立伊始，把红茶作为主攻方向，走上了
一条差异化发展的路子。 公司以“武陵红”为品牌，实施行业联动、抱团发展，着力打造引领
全省的红茶产业龙头，形成常德红茶产业集群。 他大胆创新，制作研发了独具特色的“花果
香”红茶、“武陵红茯”、薛家村红茶三大系列产品，为中国红茶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皇妃碣滩红茶
所属企业：沅陵县皇妃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从皇妃胡凤娇的千年传说中走来，在沅陵“全国三十座最美茶园”中生长，坚持走生态
有机之路，创新工艺博采湘台闽众家之长———这便是皇妃碣滩红茶。 她曾拿下第二届中国
国际茶叶博览会“金奖”、第十届湖南茶博会“茶祖神农”杯名优茶金奖，在全省各地品牌加
盟店多达 18家，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公司以“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的模式，带动
6个村的茶农脱贫致富。

茶婆峰保靖黄金红茶
所属企业：保靖县鼎盛黄金茶开发有限公司

黄金产茶带的禀赋，“一两黄金一两茶”的典故，保存完好的野生古茶园……构成了她
优质的“底气”。 茶婆峰保靖黄金红茶，发挥黄金茶茶树品种资源优势，沿用保靖工夫红茶工
艺，一入市场便备受欢迎。产品“琥珀”制作工艺拿下五项发明专利。 作为保靖县茶叶产业省
级龙头企业，茶婆峰已在长沙有 11家加盟店，建起 4000 多平方米厂房和游客中心，茶叶线
上交易持续上涨，未来发展可期。

百尼茶庵红茶
所属企业：湖南百尼茶庵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百尼茶庵茶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茶园培管、生产、加工、销售、科
研和茶文化、茶旅游于一体的专业茶企。 打造的“崖边野茶”有机红茶，两
次获省茶博会名优茶金奖，成为桃源优质茶一张耀眼名片。 以“崖边野茶”
为先锋，“百尼茶庵·红功夫”、“百尼茶庵·红金芽”等为梯队，公司产品销售
到全国各地，进入美英市场。百尼茶庵与当地 6000名茶农组成“利益联合
体”，带领他们走上致富路。

英妹子古丈红
所属企业：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湘西红茶占自治州茶叶销量从 2011年 3%到如今的 50%， 省级龙头
“英妹子”功不可没。 2009年，“英妹子”古丈红横空出世，引领古丈红茶异
军突起。 2011年，她开发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红绿茶清洁化智能生产线，开
古丈县甚至自治州茶叶标准化规模化之先河。 公司打造的“湘西壹号”复
兴了古丈红茶“药丸茶”；“英妹子”红砖茶作为首款自然发花的红砖茶，远
销内蒙古、白俄罗斯等地。

金井首善红
所属企业：湖南金井茶业有限公司

金井茶业是一家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茶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专业
茶业公司。 金井红茶生产历史悠久，始于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
当时的金井红碎茶一直畅销国际市场。 1988年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
奖；1990年再次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

金井首善红茶产区所处环境为亚热带季风气候， 非常适合茶树的生
长。 金井首善红是由公司茶产区的小种叶经手工采摘精挑细选之作，干茶
外形细紧，色泽乌黑油润，汤色红亮，香气浓郁带花果香，滋味醇和回甘，
叶底红匀细软，是红茶中佳品。

塔鼎红
所属企业：常宁市谷佳茶业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短短 4年，从零起步发展为集茶叶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科研、
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多元化市级龙头企业；塔鼎红面世不到两年，抢滩湘粤鲁
三省市场，在 2018年澳大利亚国际茶博会评比中获“金树叶”红茶金奖，是常
宁横空出世的一匹“黑马”，被评价为“近年来发展最快、茶园面积最大、茶叶产
量最多、市场做得最好、企业文化最佳、社会评价最高的红茶企业”。

君和红茶
所属企业：桃源县君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

作为常德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他为乌云界崇山峻岭的老茶园找到
了“活路”，也为当地农民找到了致富的出路；他建设现代化厂房，打造常德市
最大的红茶生产基地，亦盘活沙坪茶厂，为“湖红工夫”重铸精神基座；他以
“做最好的红茶”为目标，推出屡获金奖的“云领 1028”，也设计出有着鲜明本
土色彩的“桃源八景”、“印象乌云界”，以自己的方式带“红”家乡桃源。

蛮湘红
所属企业：常宁市福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始终以“打造湘南第一红茶品牌”为
己任。 在全省第一个推出“红茶杯”创新产品，成立了衡阳市生态茶叶科学研
究院，创新福塔公司红茶发展。 主打品牌“蛮湘红”， 被专家赞誉：“具有湖南
红茶的顶级水平！”先后获得“衡阳市名牌产品”“最具影响力茶叶品牌”“湖南
省茶博会金奖”等荣誉。

万阳红·炎陵红茶
所属企业：炎陵县神农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省级龙头企业，神农茶业一直以“发扬茶祖神农文化、打造红茶
之乡”为己任。主打品牌“万阳红”，茶青选用海拔 1000米茶园的优质茶茶
青，全发酵精心研发而成，乃高山茶的极品。 作为炎陵首个红茶品牌，他在
株洲茶叶市场占有率超过 60%。 先后荣获第六届湖南茶业博览会“茶祖神
农”杯名优茶评比金奖、被授予湖南省著名商标。

张岭苓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杰出的“80后”制茶工匠。

她参与研发的天茯茶，改变了安
化黑茶的产品结构，获湖南省科技发
明专利二等奖，成为白沙溪的明星产
品。她牵头的研发部与湖南农业大学

茶学专家联合，致力解决困扰业界的茶叶氟含量难题。 她参
与起草《安化黑茶》6个产品的行业标准，参与修订 6 个国家
级黑茶产品标准。 致力维护与创新安化黑茶传统制作技艺，
以科技的力量引领了白沙溪茶厂的快速发展， 以实际行动
推动安化黑茶的传承与创新。

陈德湖 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省茶业协会副会长，省食品行
业联合会副会长，大湘西茶产业发展
促进会副会长。

他带领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湖
南茶厂）从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蜕变为

“省级龙头”；他将一手打造的“潇湘”品牌奉献给大湘西茶叶企
业作区域公共品牌，改写了大湘西品牌“散、小、弱”的历史，打造
出茶叶扶贫的“潇湘样本”；他专注花茶，创新求变，打造了可溯
源的“潇湘”茉莉花茶，让“茉莉花茶”走过风雨，愈久弥香。

杨炳坤 湖南省南岳云雾茶业有限
公司

湖南省南岳云雾茶业有限公司
首席制茶师、茶叶生产技术负责人。

他带出了一批制茶骨干力量，
使南岳云雾古法手工制作得以传
承。 他参与南岳云雾绿茶，岳云系列
云片、云珠、寿红、茶酒等产品研发，
推动了南岳云雾的创新发展。 岳云

云片茶获衡阳市首届“衡茶杯”绿茶大赛金奖、湖南省湘茶
大赛大众绿茶头奖。 岳云寿红拿到衡阳市第一张红茶生产
许可证，正式填补了全市红茶生产的空白，获衡阳市首届红
茶评比大赛金奖，把寿岳、寿茶技艺发挥到了极致。

胡家龙 湖南省渠江薄片茶业有限
公司

湖南省渠江薄片茶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历史名茶技艺继承人。

专注做茶 40年，2008年进入渠
江薄片茶业， 主管茶叶制作、 生产加
工、产品研发等专业技术工作。参与国
家专利产品———中国历史名茶“渠江

薄片”黑茶、新化红茶“上梅红”产品的研发制作。建立制定了渠
江薄片茶业一整套企业生产标准及技术参数。 目前，渠江薄片
茶业已成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全年生产 80吨茶，产值 2400
多万元，推动了公司每年营销量以 30%的速度增长占领市场。

马杰 湖南楚韵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楚韵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门县茶叶产业协会副会长、 湖南省
茶业协会理事、湖南省茶叶学会理事、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理事，湖南茶叶“十
大新锐人物”“十大杰出营销经理人”
“常德工匠”，石门银峰杰出制茶工匠。

他所创办的“楚韵茶业”挑起了
“石门银峰”护牌者的重担；他研制的佳松牌“石门银峰”荣
获多项国省名优茶评比金奖，石门白茶饼、红茶饼(砖)及黑
茶系列产品填补了石门的空白。 他带动村民脱贫致富，被龙
池河村推选为“名誉村主任”。

郑启明 湖南古洞春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古洞春茶业有限公司副厂

长，卢氏茶行第六代传人”之一。
他创新制作技艺，不断提高“桃

源大叶茶”的产品标准。 使“野茶王”
产品在保障品质的前提下， 产量提
升了 30%以上。 他制作的大叶古洞
春芽茶， 野茶王等系列产品屡获金

奖。他参与申报公司专利 20多项，参与研发申报“桃源大叶
红茶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成果项目，古洞春“桃
源大叶茶产业化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科技成果。他本
人在首届全国红茶加工制作大赛中荣获银奖。

肖文波 资兴市瑶岭茶厂
资兴市瑶岭茶厂厂长，资兴市科

技特派员，资兴市杰出制茶能手。
他注重传承前人制茶技艺遍访

名师高手， 潜心研究创新制茶技术，
通过多年打磨终于成为一名制茶高
手， 他研制并推出的“回龙秀峰”绿
茶、“瑶岭红”红茶多次在郴州市茶王
赛中获金奖。 他手把手教授乡亲们

种茶，制茶带出了一批种茶、制茶能人，投资成立资兴市瑶
岭茶厂，通过“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就地吸收就
业， 解决茶农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 带领茶农致富。
2018 年，肖文波的茶厂年产干茶 10 万多斤，产值逾 1000
多万元，惠及 7、8个乡镇村民。

谌超美 湖南省安化县晋丰厚茶行
有限公司

晋丰厚第七代掌门人， 山西大
德晋茶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内蒙古
草原茶路协会副会长，2014 湖南茶
叶十大新锐人物。

生于黑茶世家，2013 年接手晋
丰厚茶行。 她致力于挖掘晋湘文化，

组织开发了“关帝茯”、“衣钵茯茶”、“茶王福”、“岁月手筑茯
砖”、“岁月金花散茶”、“女儿茯” 等极富文化品位的高技艺
明星产品。 她大力开拓晋丰厚海内外市场，创新发展电子商
务业务。目前，晋丰厚产品已遍布全国，远销国际市场。擦亮
了百年晋丰厚老字号品牌，展示了巾帼制茶工匠的传奇。

李劲峰 安化县云天阁茶业有限公司
安化县云天阁茶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首席质量官、湖南省茶业协
会理事。

因对黑茶的热爱 ，2011 年进
入安化县云天阁茶业有限公司从
事黑茶研发工作。 参与国家专利
产品“桑香黑茶”的研发以及“桑

香黑茶”企业标准的制定。 作为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
跨界应用的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 桑叶茯砖茶实现了
桑叶与黑茶的优势互补，丰富了人民品饮产品。 桑香茯
砖系列荣获多项大奖，畅销全国。

张学毛 益阳冠隆誉黑茶发展有限公司
益阳冠隆誉黑茶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惠和堂茶坊第六代传人，益阳茯茶
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益阳市茶
叶学会常务理事。

毕业于热能工程专业的他，以新技
术改造传统工艺。 2016 年，自主研发的

“茯茶生产关键工序计算机过程控制”
和第四代烘房技术获国家专利，该技术
首次将传统茯砖茶生产工艺标准化、智
能化， 综合合格率提高到 98%。 2018
年，首创轻压茯砖生产工艺，并获国家
发明专利，开启了中国茯茶轻压的新时
代。

2019“湖南红茶十大企业产品品牌”2019 湖南“十大杰出制茶工匠”湖南“十大名茶”

写 在 前 面 的 话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湘丰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金井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茶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武陵秀峰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渠江薄片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
湖南省九狮寨高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紫金茶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桃源县君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瑞鑫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靖县鼎盛黄金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百尼茶庵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桂东县玲珑王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
沅陵县皇妃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安化县卧龙源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褒家冲茶场有限公司
茶陵县茶祖印象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石门渫峰名茶有限公司
炎陵县神农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宁市福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常宁市谷佳茶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舜帝茶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南岳怡绿有机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老一队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壶瓶山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湖昇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南岳云雾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红茶产业发展促进会

2019“湖南红茶”商标首批授权使用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为国饮，湖南为先。 ”湖南拥有深厚的茶
文化历史底蕴和适宜的产茶生态环境，是我国茶叶的主要产区，素有“茶
乡”美誉。

秋高气爽，五彩茶香。一年一度的茶叶盛会将如期而至。2019第十一
届湖南茶业博览会将于 9月 6-9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次茶博
会是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湖南省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中国国际商会
湖南分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衡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在茶博会开幕前夕，记者专访了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2019
第十一届湖南茶业博览会组委会主任袁延文。

袁延文介绍，茶业是湖南传统优势产业，也是扶贫、安农、富农支柱产

业。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茶叶产业，相继出台了支持茶产业发展
的系列政策文件，着力推进茶叶“三品”提升、绿色高质高效基地建设、茶
叶精深加工，重点打造“湖南红茶”“安化黑茶”“潇湘绿茶”“岳阳黄茶”“桑
植白茶”五彩湘茶品牌；各茶叶主产区也相继制定了茶叶发展规划，出台
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推广“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产业
发展模式，形成了以产业链为纽带、以农户经营为主体、大中小企业协作
配套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2018年，全省茶园面积发展到 247.5万亩，茶
叶产量 21.47万吨，综合产值达到 796 亿元，呈现茶农增收、企业增效、财
政增税的可喜局面。今年省委、省政府又把茶叶产业列为全省十大优势特
色产业之一，拟按照“一县一特、一特一片、一片一群、一群一策”的基本思
路，通过加工主导、品牌引领、科技支撑、融合发展，力争到 2020 年茶叶

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1000 亿元以上。
袁延文表示，举办 2019 第十一届湖南茶业博览会，就是要深入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实施农业
“百千万”工程和“六大强农行动”、培育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的决策部署，着
力打造湘茶品牌，拓展湘茶市场，提升湘茶竞争力与综合效益，加快湘茶
千亿产业建设，为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提升脱贫攻坚质量、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谈到本届茶博会特色与期望时，袁延文表示：湖南茶业博览会是“展
示魅力湘茶、弘扬湘茶文化、发展茶叶经济、扩大茶叶消费”的平台。 为创
新办会理念，提升展会效果，打造展会品牌，我们精心筹划并与全省各界
广泛联动，将组织开展茶品牌、茶文化、茶产业等系列宣传推介、产销对接

活动。 为全面展示、宣传、推介并表彰全省茶产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
先进典型，前段已举办了湖南“十大名茶”、“十大杰出制茶工匠”、“红茶十
大企业产品品牌”和“茶祖神农”杯名优茶的推荐评选活动，并将在茶博会
上进行表彰、展示和推介；茶博会期间，还将组织开展 2019第十一届湖南
茶业博览会·潇湘茶精品展开幕式暨衡阳市南岳云雾茶推介会、“桃源红
茶”、“石门银峰”等湖南“十大名茶”推介会、2019 首届“茶祖神农”杯万人
斗茶大赛、“五彩湘茶”杯湖南茶艺职业技能选拔赛、潇湘花茶推介会、“桑
植白茶”推介会、“小茶人逛大茶博”、“邂逅旗袍恋上茶”等主题活动。第十
一届湖南茶博会组委会将严格按照中央精神，既做到节俭办会，又力求实
效和安全，确保本届茶博会圆满成功，达到预期目标。

谈到本届茶博会筹备情况时，袁延文高兴地说：在省直相关部门、

茶叶主产市县和茶叶企业大力支持下，本届茶博会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3 万平方米展位面积、2300 多个展位已抢订一空。 全省将有 30 个茶叶
主产县组团、200 多家企业参展，湖南红茶、安化黑茶、潇湘绿茶、岳阳
黄茶、桑植白茶等区域品牌将集体亮相，充分展现“三湘四水五彩茶”的
产业特色和独特魅力，全面展示我省茶叶产业发展成就和广阔前景。本
届茶博会还吸引了全国各地 50 个代表团、近 1000 家茶企参加，规模
超过历届。 我们还邀请了北京、广东、陕西、辽宁等茶叶主销区经销商、
采购商和省内宾馆、酒店、茶楼等八大行业的采购团约 1000 余位商家
参会、采购，促进产销对接，并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茶事、茶文化活
动，对于消费者和广大市民来说，这届茶博会将会是一场丰盛的“茶文
化盛宴”。

袁延文最后强调指出，茶叶是我省农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优
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希望各级农业部门、茶叶龙头企业、行业组织主动
作为，将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使茶产业在山区农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加快茶叶基地建设，抓好茶园综合
改良，打造一批标准化现代茶叶园区；要做大做强龙头企业，积极发展精
深加工，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要着力培育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创新营销
方式，加大市场拓展，扩大茶叶出口；要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建设
开放型茶叶经营格局，提升市场竞争力与综合效益，促进湘茶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和茶文化繁荣，加快建成千亿产业。 （王 珊）

———访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2019第十一届湖南茶业博览会组委会主任袁延文

培育五彩魅力湘茶 打造千亿茶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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