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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王会会） 借2019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
路投资大会契机，9月8日， 湖南在福建泉州举办
招商推介会。 湖南异地商会联合会、福建省湖南
商会、泉州市湖南商会、各省市在泉州的商协会
代表和部分闽商企业负责人，湘潭、娄底等10个
市州，共600余人参加推介会。推介会共发布基础
设施、农业开发、新型工业化等招商项目509个。

会上， 省商务服务中心党委书记毛七星作
省情推介，岳阳、永州、益阳和长沙中部（国际）农
创园在会上进行了专题招商推介。 湖南异地商
会联合会与长沙市人民政府、 福建省湖南商会
与永州市人民政府、 泉州市湖南商会与益阳市
人民政府、晋江市湖南商会与长沙中部（国际）农

创园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部（国际）农创园湖南水目木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谢建军介绍， 中部（国
际） 农创园此次与晋江市湖南商会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将达成两大合作意向：将
晋江作为福建省及周边区域的销售渠道，推
动“湘品出湘”，也将晋江的海鲜、茶叶等特色
农产品引入中部（国际）农创园，从而辐射全
国市场；与晋江当地的餐饮集团、社区连锁店
等达成合作，为其提供农产品供应链服务。

省商务服务中心部长姚建林表示， 湖南
与福建本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可以让
商会、市州和园区“结对子”，方便在闽湘商回
乡投资，实现共赢。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刘勇 张尚
武 通讯员 黄德开 刘晓玲）9月8日， 第11
届湖南茶博会进入第三天， 由组委会评选
出来的湖南“十大名茶”成为现场“流量明
星”，获得最多订单。

湖南“十大名茶”分别为：安化黑茶，黄
金茶，古丈毛尖，碣滩茶，石门银峰，南岳云
雾，桂东玲珑茶，新化红茶，桃源红茶，岳阳
黄茶。

安化黑茶由西北少数民族的“生命之饮”
普及为大江南北的“健康之饮”；黄金茶主要
产自湘西地区特别是保靖县； 古丈毛尖美名
远播米兰世博会； 碣滩茶主要产自怀化沅陵
县；石门银峰来自湖南有机茶第一县石门县；
南岳云雾系中华五岳大山唯一的名优茶；桂
东玲珑茶在快销市场上风生水起； 新化红茶
文化和加工技艺源远流长； 桃源红茶承载百
年“湖红工夫”底蕴；岳阳黄茶之极品君山银

针“茶盖中华”。
省茶业协会荣誉会长曹文成表示， 湖南

好山好水出好茶，湖南“十大名茶”是根据历
史渊源、文化影响、产业规模、市场占有率、消
费者认可程度等要素评选出来的， 是湖南茶
业发展的“中流砥柱”；湖南好茶不限于此，省
内还有许多品质上佳的好茶， 在规模和名气
等条件成熟后，也可角逐下次的“十大名茶”
评比。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张尚武 刘勇
通讯员 张韪）“窨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
一香”———茉莉花与茶相逢，成就了潇湘花茶
的独特茶香。第11届湖南茶博会上，潇湘花茶
发布系列新产品，让老茶客们回味无穷。

作为花茶大省，湖南的“潇湘”“猴王”等
品牌花茶一度风靡国内茶市。 随着市场风云
变幻，传统花茶几经沉浮。在潇湘茶业公司展
台，记者看到，花茶系列新产品绽放异彩：茉

莉黄金茶、茉莉碣滩茶、茉莉古丈毛尖，外形
整齐，色泽油润。 闻香识茶，专家们给予一致
好评：以精细提质量，湖南花茶脱胎换骨，再
现勃勃生机。

湖南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包小村介
绍，潇湘花茶新产品，既讲究茶，也讲究花。 公
司选择黄金茶、碣滩茶、古丈毛尖等高端绿茶
作茶坯， 与含苞欲放的茉莉花花蕾拌拼窨
制，提花最多达到9次；工艺流程精准控制，

成就了潇湘茉莉香。
冲泡一壶， 茉莉花香四溢， 引来不少客

商、市民品饮。 茶艺师现场解说，潇湘花茶饱
含茉莉花的鲜灵芳香， 又带有绿茶的天然茶
味，一年四季都适合品饮。 目前，花茶最大消
费对象仍是老年人，但年轻消费者逐年增加。

专场推介会上，潇湘花茶展播“数码茶
园”，运用数码新技术，实现花茶的产地、制作
全程可追溯，大大提升市场认可度。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邓玉洲 黄懿） 助力芒果超媒完成非公开
发行配套融资20亿元； 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助
力华菱钢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顺利过会……
财富证券通过发挥专业优势，创新融资品种，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业务规模快速提升，今
年前8月为湖南实体经济融资250.79亿元，其
中债券融资规模居湖南省首位。

作为湖南财信金控集团旗下重要子公
司，财富证券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充分发挥
与母公司及兄弟公司的协同效应， 致力服务
实体经济。 今年1-8月，财富证券共完成湖南

省内项目27个，其中公司债发行14只、企业债
4只、 债券融资计划8只、 资产证券化产品1
只。

财富证券还完成多个具有重大市场影响
力的股权项目。 其中，财富证券作为独立财务
顾问助力华菱钢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顺利过
会， 此系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市场化债转股的
首单，为湖南推进国企改革提供重要样本。

挖掘新三板及区域股权市场业务， 助力
中小微企业发展。 财富证券迄今累计完成新
三板推荐挂牌75家， 完成新三板企业股票定
增项目45个，累计募集资金12.26亿元。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刘勇 张尚
武 通讯员 黄德开 刘晓玲）第11届湖南茶
博会今天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
据组委会统计， 为期4天的展销， 省内外
1500余家参展企业现场成交总额达7.2亿
元，并签订意向性茶叶购销协议24.2亿元。

展会期间，省内的湖南红茶、潇湘绿茶、
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五大区域公共
品牌抱团参展，“三湘四水五彩茶” 的整体知

名度进一步提高；湖南“十大名茶”和“2019湖
南十大杰出制茶工匠”等评选和推介活动，树
立了湘茶产业中的典型；“云天阁” 桑将军、
“玉麟乡韵”金芽等117个名优茶产品获“茶祖
神农杯”金奖；2019首届万人斗茶大赛获得巨
大的网络流量关注；“小茶人逛茶博” 活动带
动全家老少进场赏茶艺、品香茗。

从2017年底起，在省政府支持下，公共品
牌“湖南红茶”在国内茶界刮起独特的“花蜜香、

甘鲜味”红色旋风。本届茶博会，由株洲红茶、常
德红茶、江华苦茶等地域红茶专馆共52家企业
组成的“湖南红茶”展团，成为展会现场人气最
旺的展团之一。“长沙绿茶”首次抱团参展，衡阳
主推“南岳云雾”公共品牌，彰显品牌强农意识。

本届茶博会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供
销合作总社、省工信厅、省发改委、省扶贫
办、中国国际商会湖南商会、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衡阳市政府等共同举办。

湖南“十大名茶”香飘茶博会

“窨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湖南茶博会专场推介潇湘花茶

湖南在泉州发布509个招商项目

债权融资、股权融资规模快速提升，前8月———

财富证券为湖南融资逾250亿元

第11届湖南茶博会落幕
现场成交7.2亿元，签订意向性购销协议24.2亿元

�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唐璐 李韩 ） 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商务局获悉， 为推动外贸
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国际营销服务体系

建设，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近日对境外的
100余个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进行综合
评定， 阿治曼中国城等6个平台脱颖而出，

成为首批国家级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
阿治曼中国城是湖南省设立的首批省

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 始建于2010年10
月， 于2014年扩建。 由湖南博深实业集团
在阿联酋阿治曼酋长国投资、 建设、 运营
和管理， 经营各类中国商品逾万种。 至今
年上半年， 该园区入驻企业逾2100家， 带
动当地就业过万人， 年产值超20亿美元。

阿治曼中国城被商务部
认定为首批国家级平台

香菇香 收获忙
9月8日， 凤凰县禾库镇柳薄村， 村民在大棚里采摘香菇。 去年， 该镇投资200余万元成立

凤凰县啊江扶贫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引导农民种植香菇、 平菇等增收。 目前， 已带
动了当地1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