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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盛会“湘”约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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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
者 彭雅惠）参展第二十一届中
国中部（湖南）农博会两天，桑
植白茶获得5000万元订单。在
今天举行的桑植白茶推介会
上，来自黑龙江、辽宁、河南、内
蒙古自治区以及省内各市州的
11家茶企现场签约销售订单。

桑植县处于我国茶业黄金纬
度带(北纬30度)附近，也是神秘的
“富硒带、微生物发酵带、亚麻酸
带”。桑植白茶已有700多年历史，
但囿于分散经营，品牌杂糅，产品
单一， 一直没有形成地域规模效
应， 品牌知名度低， 市场占有率
小，长期处在“养在深闺”状态。

近年来，桑植县将“桑植白
茶” 作为农业扶贫第一产业加
大培育扶持力度， 在长沙雨花
区政府的对口帮扶和省茶叶研

究所的技术指导下，大力种植和改良茶叶品种，
发展生态有机茶，打造“桑植白茶”县域公共品
牌，全力推动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2016年，桑植白茶首次亮相大型品牌推介
会。2017年， 桑植成功引进全国知名茶业龙头
企业———湘丰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其联合成
立湖南湘丰桑植白茶有限公司， 开启“产业扶
贫、绿色发展”跨越式成长之路。

农博会为桑植白茶自我推介提供了极好契
机。“在农博会两天， 我们发现客流量明显比往
年增多，订单接连不断。”张家界乡滋味农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萍欣喜地告诉记者，按
原料等级进行划分，桑植白茶分为风花雪月4个
系列，此次，她携带了桑植白茶全系列产品入会
参展，均受到爱茶人士追捧。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汉服湘女，高雅茶艺，红汤清亮，蜜香悠长。
今天下午，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博
会会场上，新化红茶推介会吸引来众多客商
和消费者驻足品鉴，新化县副县长陈进热情
邀请：“请喝一碗‘新化红’。”

《湖南省之茶》记载：“新化之湘红，与
祁红、建红鼎足而三，同为中国红茶之正
宗。”新化红茶是湖南十大名茶之一，始于
唐，兴于清，盛于民，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上获得优质产品奖，上世纪80年代

就已远销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久享
盛誉。

新化县是湖南红茶的核心基地。我省积
极施行政策扶持，全力推进新化红茶产业的
品牌化、规模化发展，并成功申报国家地理
标志认证商标，新化红茶实现由“出产品”向
“出精品”蜕变，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带动
加工销售齐头并进。

据介绍，目前，新化县生态茶园面积已
经发展到7.88万亩，2019年红茶产量2656
吨，产值将达到3.85亿元。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刘勇）在
昨天开幕的农博会上，“邵阳红” 优质农产
品公共品牌发布会率先登场推介。

崀山脐橙、洞口蜜橘、湘窖酒、武冈卤
菜、隆回金银花、邵阳油茶、邵东和新邵的
玉竹……发布会上， 邵阳的特色农产品琳
琅满目，让人垂涎。

邵阳市委副书记曹普华介绍， 邵阳大
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 致力打造农产品区
域公共品牌———“邵阳红”。“邵阳红” 寓意
美好、象征希望，既体现了邵阳浓郁的红色
基因和红色记忆， 也体现了邵阳农业资源
优势和产品特色。

为规范“邵阳红”优质农产品公共品
牌建设，“邵阳红” 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
建设领导小组组织评审了第一批允许使
用“邵阳红”品牌的产品。昨天的发布会
上， 邵阳市副市长肖拥军宣布了第一批
获准使用“邵阳红”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
的企业和产品名单， 同时举行了授牌仪
式。

湖南好茶山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粮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采购商， 与多家邵阳
农业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并现场签约，合作
项目涉及茶饮、粮油、水果、食品、药材类等
多项产业，签约总金额达3.3亿元。

“邵阳红”公共品牌发布
率先登场

邵阳农业企业现场签约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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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刘勇）继绿
茶、黑茶之后，市场又兴“红茶热”。今天，农博
会专场推介“湖南红茶”，以“花蜜香、甘鲜味”
作为产品共性的第二批36家企业获准使用
“湖南红茶”公共品牌。

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张曙光在推介会上
介绍，湖南红茶始创于1854年，曾与“祁红”
“建红”在全国三足鼎立。自1891年至1916年
的25年中，湖南红茶年均产80万担。1993年，

湖南红茶出口4.6万吨，占全国出口量50%以
上。湖南“七山一水二田土”的格局，亚热带
季风气候、微酸性红黄壤、茶树良种的推广、
加工技术的改良，造就了“湖南红茶”的优异
品质。

2018年，省政府决定整合湖南红茶资源，
重点打造“湖南红茶”省级公共品牌，并设立
专项资金进行支持。 专家团队在省内广泛收
集红茶样品，对不同产区、不同品种、不同工

艺、 不同企业生产的红茶进行生化分析和感
官审评，从数百个样品中找共性，确立湖南红
茶的品质特征：花蜜香、甘鲜味。全省红茶加
工量从2017年的2.7万吨增加到2018年的5.1
万吨，增长54%；红茶综合产值从2017年的47
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亿元，增长91%。

截至目前， 全省一共有69家企业获准使
用“湖南红茶”公共品牌，“花蜜香、甘鲜味”引
领国内红茶新潮流。

“湖南红茶”“花蜜香、甘鲜味”引领潮流
36家企业获准使用公共品牌

请喝一碗“新化红”
新化红茶精彩亮相农博会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王晗）昨
天下午，株洲市在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
南）农业博览会上推介该市优质农产品公共
品牌“株洲红茶”，吸引百余家企业客商。

株洲市位于罗霄山脉西麓， 地处北纬
25至30度中国黄金产茶带， 生产名优茶的
生态环境得天独厚。 该市产茶历史悠久，自
古名茶荟萃，全市10个县（市、区）均能产
茶，是全国茶叶的重要产区，也是湖南红茶
的核心产区。

近年来，株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茶产
业发展，围绕“到2028年聚焦百亿茶产业”
这一目标，构建“炎茶攸醴百里茶廊”，加大

红茶品质研发，推动茶产业与文化、旅游等
产业融合发展，做强茶叶生产、加工、流通、
销售、茶文化传播等全产业链。

以“株洲红茶”为统领，株洲现有茶叶
基地近百个，规模茶叶种植基地面积12万
亩，茶叶农业总产值达12亿元。目前，该市
已培育省市级龙头企业12家， 建设4个国
家级茶叶标准园和5个省级现代农业茶叶
产业园，形成了以“红”为主，“黑、白、青、
绿” 多茶类发展格局，“茶祖·三湘红”“万
阳红”“洣溪茗峰”“大院乌龙茶”“洣江翠
芽”“慈峰”“翠云峰”“云宵山”等茶叶品牌
颇具影响。

“株洲红茶”亮相农博会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孟姣燕
王晗）老坛酸菜+方便面的绝佳组合，已成
就味爽全球的美食奇迹； 一份酸菜+一条
鲜鱼，开创了一道网红菜肴；一碟芥菜+芝
麻，成为风靡日韩餐厅的轻奢小食。昨天，
由华容县委、县政府主办的“魅力华容·芥
菜飘香” 华容芥菜推荐会在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一袋袋包装精美、口味脆嫩酸爽
的芥菜，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眼球，刺激观
众的味蕾。

推介会上， 华容县委书记刘铁健推介
两大主打产品———老坛酸菜和芝麻芥菜。
老坛酸菜传承酱腌文化， 在保留古法腌制
精华的同时， 结合现代科技， 经过二次进
坛、32道严谨工序制成。老坛酸菜包，开袋

即食，酸香诱人，回味无穷，每年为 4家知
名的方便面企业生产达30亿包。 芝麻芥
菜， 原料为新一代华容紫叶芥菜， 加入芝
麻，是开胃养胃的中高档酱腌菜，广泛应用
于休闲旅游、餐前开胃、粉面伴侣、火锅底
料，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欧美，每年出口
1000万份以上。

华容芥菜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已从
一朵“小青菜”，蝶变成大产业。华容是全国
最大的方便面风味包生产基地县。为了推动
芥菜产业进一步发展，华容县新建了华容芥
菜产业园，规划面积1000亩，现已建成标准
化厂房9.5万平方米、综合楼3.4万平方米。推
介会现场， 湖南洞庭明珠食品有限公司、湖
南开口爽食品有限公司分别签约入园。

芥菜香飘农博会
2家企业签约入驻华容芥菜产业园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孟姣燕）
齐白石蔬菜题材的画作， 最具代表的有红
菜薹、矮脚白。今天，这两种蔬菜与沙子岭
猪一同精彩亮相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
南）农业博览会“生态雨湖·绿色优品———
湘潭市雨湖区蔬菜推介会”，3个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争奇斗艳，“雨·湖蔬鲜”区域公用
品牌形象鲜明。采购商纷纷称赞，雨湖蔬菜
绿色、生态出优品。

湘潭矮脚白肉质甜美，纤维短，质地细
嫩，品质优良，是千家万户的桌上佳肴。它
的外观区别于普通白菜，株型直立，植株较

矮，叶丛合抱，束腰，叶面外翻。同时，生长
快，特耐寒，产量高 。

九华红菜薹早在唐代就是贡品，被封为
“金殿玉菜”，口感香甜脆嫩。因独特的地理位
置、土壤环境，它拥有紫红色的叶茎、金黄色
的花，叶、茎、花，都可以食用，为大众喜爱。

沙子岭猪做的“毛氏红烧肉”是一道色
香味俱全的传统名肴。雨湖区的沙子岭猪，
是地道的中国土猪，被誉为“猪中国宝”，不
但口味上细嫩多汁，品后唇齿留香，而且营
养丰富，有强身健体之功效，更适用于“三
高”体征人群。

雨湖蔬鲜争奇斗艳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

洪江市在农博会现场推介黔阳冰糖橙等水
果，惊艳全场。

产自洪江的水果，品质格外优良。黔阳冰
糖橙被称之为“冰糖泡”，甜得“醉人”；黔阳黄

桃在最近的全省桃类良种评价会上， 勇夺桂
冠；黔阳黄金贡柚论个卖，在深圳等大城市供
不应求……

洪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贤德介绍，水
果品质与土壤、环境、气候密不可分，洪江市

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神秘的物种变异天堂”
和“没有污染的神奇土地”，许多农作物“落
户”该地区后，常常产生优良变异。

多年来，洪江市坚持选育、推广优良水果品
种，引领栽培潮流。市里还将柑橘、黄桃、金秋梨、
蓝莓等优势特色农产品整合纳入“黔阳”品牌统
一管理、统一销售，并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实现产
销两旺，推动乡村振兴。

黔阳水果惊艳农博会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金慧 谭慧乔）借
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大舞
台，10月26日， 南县举行稻虾产品专题推介
会。该县稻虾品牌顺祥食品、金之香、助农农
业等6大企业成功拿下订单， 现场签约企业
12家，累计签约金额达2亿元。

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土壤肥沃，湖水清
甜，造就了“稻虾共作”的天然环境。水稻为小
龙虾提供微生物、野草、昆虫等天然饵料，小
龙虾的排泄物则成为水稻有机肥。 这种生态
种植方式生产的稻米安全无污染， 养殖的小
龙虾体美而肉鲜。

“相信通过这届农博会， 能让更多采购
商、 经销商知道南县稻虾产品， 了解南县特
色。”南县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部长陈研文
说，农博会是湖南最大的农业盛会。希望借助
这个大舞台， 把南县的稻虾产品带进寻常百
姓家，带到世界更多地方。

展会现场， 南县稻虾在品牌农业馆设有
展位，现场制作口味虾、蒜蓉虾等美味，四处
飘香，吸引众多观众围观品尝。

南县稻虾签约订单金额2亿元

� � � � 10月2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展出的猕猴桃、风吹鸭、粉丝、青芒果、橘
子、牛肉粒、洞庭小鱼仔、蜂蜜和新疆红枣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色彩斑斓。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多彩农博会

� � � � 10月26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上选购
商品。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10月2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市民在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湖南
产业扶贫馆选购商品。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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