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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茶业创新企业家十大领军人物、年度创新人物候选人湖南茶业创新发展杰出贡献人物候选人

吴浩人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工程师
简伯华 湖南省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鹤林 桂东县玲珑王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 宇 湖南金井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新安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王艳红 湖南湖昇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邓传建 沅陵县皇妃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超 湖南圣恩茶业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EO
石 珂 湖南保靖武陵黄金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艳云 衡阳市南岳康乐福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波 湖南省云上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万忠 常宁市瑶园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詹 伟 桃源县君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新华 湖南青钱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继红 湖南桐溪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龙辉平 炎陵县神农生态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 俐 湖南省褒家冲茶场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治虎 张家界古道源茶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超 湖南乾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兴忠 保靖县鼎盛黄金茶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初庄 湖南省幽吉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清凡 湖南寿福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标明 湖南莽山瑶益春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松云 洪江市湘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陈建新 张家界天门茶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 强 桃江县甘泉山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粤湘 湖南隆平茶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总经理
傅奇华 城步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所长

黄始高 麻阳苗族自治县西晃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姜配良 长沙沩山炎羽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辉华 新化县天鹏生态园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彭接班 湖南钰华源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晏建新 醴陵市雅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饶兴为 城步白云湖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昌智才 湖南浩茗茶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杨应辉 长沙云游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志国 郴州木草人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迟雄 宜章沪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喻金文 湘乡香露红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汉民 衡南县绿叶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 强 湖南淳峰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以上公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寻找引领湘茶创新发展的杰出人物寻找引领湘茶创新发展的杰出人物 彰显推动茶业转型跨越的领军力量彰显推动茶业转型跨越的领军力量

““壮丽壮丽7070年年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湖南茶业创新领军人物—湖南茶业创新领军人物””候选人公示候选人公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湖南人用一

个个世界瞩目的创新成果、一段段生动

壮丽的创新事迹，演绎了“梦想成真”的

奇迹。创新，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创新引领，正

成为湖南发展的最强音。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湘茶产业强势崛起，创

新发展硕果累累，一批茶业创新发展杰

出贡献人物和茶业创新企业家领军人

物脱颖而出。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创新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实施湖南省

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根据湘政

发【2018】1 号、湘政发【2018】3 号和湘

科发【2015】162号文件精神，特举办创

新型湖南主题宣传暨“壮丽70年，奋进

新时代——湖南茶业创新领军人物系

列宣传推选活动”，旨在集中展示我省

茶业创新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树立

一批湖南茶业创新的行业新标杆和典

范，唱响创新湖南的“好声音”。

湖南省创新型湖南建设宣传展示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2020年1月9日

刘仲华 湖南省大湘西茶产业促进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施兆鹏 湖南省茶叶学会荣誉理事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肖力争 湖南省茶叶学会理事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包小村 湖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

张曙光 湖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周重旺 湖南省茶业协会会长

曹文成 湖南省茶业协会荣誉会长

“壮丽70年，奋进新时代——湖南茶业创新领军人物”
系列宣传推选活动

1、活动参与方式：公众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日报社新闻影像中心”或者公众微信号
“hunanpic”，进入活动官方专栏“茶业领军”进行投票或查询。

2、公众投票时间：2020年1月9日至13日
3、本次活动坚持完全自愿自主原则，严禁弄虚

作假等行为，一经查实将取消参选资格。

扫描二维码进入
公众号参与活动

扫描二维码进入
官方主页参与活动

监督电话：0731-84311848 84326343
咨询电话：13319557476

祁阳：电子商务助推乡村脱贫解困 大型祁剧《贺府斩曹》在祁阳首演
“搭帮电子商务，足不出户，我们的槟榔芋及香芋酥

等加工品畅销全国各地。”祁阳文明铺新塘角村通过发
展槟榔芋产业和农村电商，已成功脱贫出列，贫困户们
铆足劲奔小康。

祁阳县夯实基础完善电子商务服务支撑体系，建成
1个县级电商服务中心，20个乡镇级服务中心，337个村
级电商服务站点，培育电商扶贫特色产业2个，贫困村电
商服务站点覆盖率 100%。因地制宜培养电商技术人
才，淘宝大学乡村振兴学院落户祁阳，已开展线下电子
商务培训12班次，培训达1800人次，线上课堂点击量达
3000多人次。精准施策优化农产品上行体系，设立电商
扶贫特产专区，全县 1000 余户贫困户与天龙、银光、自
然韵等龙头企业建立订单收购、合作共建关系。该县
2019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30.26亿元，实现农产品上行
交易额 2.75 亿元，贫困村农产品上行交易额 2160 万
元。 （唐书东 刘志军 李新春）

2019 年 12 月 30 日晚，湖南省艺术创作重点大型舞台
剧目——祁剧《贺府斩曹》在祁阳祁剧团成功首演。

当熟悉的祁剧高腔唱响后，演出现场不时传来鼓掌声、
喝彩声，慕名而来的观众们都被演员们出色的表演和新颖
的舞台造型折服，并随着一波三折的剧情而流泪和欢笑。

祁剧高腔《贺府斩曹》系老戏新编，源自《包公奇案》，创
新与融合成为了导演、编剧探索戏剧发展的一个新尝试。
该剧目秉承了祁剧演出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特色的声腔，在
挖掘保留传统祁剧特色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祁剧人物类型
化、扁平化的弱点，在语言上融入现代流行词，音乐节奏尝
试加入轻RAP，在视觉、听觉上给观众们带来了新的体验和
感受。《贺府斩曹》保留了被称之为考验祁剧丑角演技的一
个传统经典片段——《张李拿风》，其幽默的对白、诙谐的演
技一点不亚于周星驰的喜剧影视。2019年，该剧被列入湖
南省大型舞台剧目重点工程。 （唐书东 刘志军）

·精彩湖南·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终止营业。
现予以公告。

公 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马王堆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15S243010040 许可证流水号：00565944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5月11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348号东方银座一楼

104号门面
发证日期：2016年5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紫薇路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15S243010019 许可证流水号：00565556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6月25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322号泰基兴商住楼1号
发证日期：2014年9月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车站南路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15S243010036 许可证流水号：00565806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7月27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车站南路 171 号芒果雅苑 1 幢

113号和114号店面
发证日期：2015年8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高桥小微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15S243010018 许可证流水号：00565505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6月4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一段 358号上河国

际商业广场C区7号栋107号
发证日期：2014年6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终止营业。
现予以公告。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终止营业。
现予以公告。

公 告

“小爱同学，放一首《恭喜发财》。”
在小米之家长沙王府井店，工作人员话
音刚落，智能音箱立马开始播放热闹的
春节歌曲。工作人员说，春节前，有不
少人添置家居用品，小米电视、空调、插
座、开关等全套智能家居产品受到很多
年轻人的喜爱。

根据天猫 1 月 8 日发布的数据，在
天猫“年货节”期间，正式进入20岁门槛

的“00后”，成为智能设备的忠实拥趸。
蓝牙耳机和智能音箱是“00后”年货清
单里的新选择，买一个天猫精灵送给爸
妈，让他们享受高科技的智慧生活，也
成了“00后”孝顺爸妈的新方式。

苏宁大数据则显示，1 月 1 日，苏
宁平台的智能晾衣架销售额同比增长
471%，智能马桶盖销售额同比增长
159% ，净 水 器 销 售 量 同 比 增 长

129%。5G 手机更是成为年前购物的
新宠，苏宁易购线上线下全渠道手机
销售火爆，5G 手机销量环比增长达到
490%。

据了解，今年以来，通程电器智能
产品销售也同比增长 300%以上。

科技给春节送礼增添新选项。长
沙市民唐先生准备购买智能手环送给
爷爷当礼物，他说：“过年了，给老人家
戴上智能手环，可以实时监测身体状
况，尽一份孝心。”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孟姣
燕 通讯员 叶子君）逛庙会，品小吃，
赏花灯，闹社火……鼠年春节即将到
来，1 月 22 日至 2 月 9 日期间，新华联
铜官窑古镇将举办“铜官庙会过大年”
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地道湖湘年味。

活动期间，古镇每天都将推出一
款活动，如“腊二八打糍粑”“腊二九酿
甜酒”等；自除夕开始，将上演五福贺

新春、欢乐中国年、狮王齐贺岁、社火
巡游等演艺互动节目；元宵节当天与
次日，古镇邀约万人齐放河灯。戏剧
节、非遗节、美食节、民趣节四大主题
活动将相继为游客送上一场场接地气
的欢乐盛宴。

自2018年开园以来，新华联铜官
窑古镇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
近日，该景区获评国家4A级景区。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孟姣
燕）2020 年是中马文化旅游年。今
天，“2020 中马文化旅游年槟城旅游
推介活动”首站来到湖南长沙，马来西
亚驻广州领事馆、马来西亚国家旅游
局华南处盛情邀约湖南游客去槟城过
春节。

马来西亚旅游资源丰富，与湖南
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槟城位于马来
西亚西北部，扼守马六甲海峡北口，由
槟岛(槟榔屿)和威省组成，被誉为“印
度洋上的绿宝石”。槟城拥有升旗山、

槟城植物园、飞禽公园、萤火虫圣地、
11公里白色海滩等自然风景，还拥有
卧佛寺、州立清真寺、缅寺等人文景
观。槟城尤以美食闻名，豆蔻、豆沙
饼、娘惹糕和各式海鲜、沙拉吸引世界
各地“吃货”前来打卡。

2019年10月29日，长沙直飞槟城
航线开通。该航线每周二、六执飞两个
往返航班，飞行时间约4小时20分，从长
沙出发，可以办理一票到底，行李直挂。
目前，长沙同程亲和力旅行社等推出了
春节游槟城特色直飞线路和产品。

湖南日报1月 8日讯(记者 孟姣
燕 通讯员 周东平)文化和旅游部 7 日
发布公告，经有关省（区、市）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推荐，文化和旅游部按程序
组织综合评定，经公示无异议，确定22

家旅游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其
中，湖南省株洲市炎帝陵景区入选，这
标志着炎帝陵景区正式成为我省第9家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炎帝陵位于株洲市炎陵县，是中华

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寝陵之地，享有
“神州第一陵”之誉，现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中华归国华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炎帝陵祭典”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至此，湖南 5A 级景区达 9 家，分

别为：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旅游
区、衡阳市南岳衡山旅游区、湘潭市
韶山旅游区、岳阳市岳阳楼-君山岛
旅游区、长沙市岳麓山-橘子洲旅游
区、长沙市花明楼景区、郴州市东江
湖旅游区、邵阳市新宁崀山景区、株
洲市炎帝陵景区。

线上线下都不错过、土特产“洋产品”照单全收、紧跟智能消费新潮流——

备年货，湖南人买出“新花样”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今年的春节来得比
往年要早，元旦刚过，大
家 就 在 忙 着 购 置 年 货
了。1 月 8 日，记者走访
各 大 商 场 和 超 市 时 发
现，今年湖南人的年货
购买力不减当年，并有
了不少新变化，买出了

“新花样”。
在各大商场和超市

迎来春节前的客流高峰
的同时，各大线上电商
纷纷抢滩年货市场。爱
尝“鲜”的湖南人，不仅
追求时鲜的土特产，还
将“洋生鲜”端上餐桌；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智
能产品也“闯”入人们的
年货购物清单。

还有半个月过春节，走入步步高、华
润万家、家乐福等超市，已经能感受到扑
面而来的春节气氛，“2020鼠年大吉”等
装饰喜气洋洋，曲奇饼干、干果、糖果等区
域堆满了热销的送礼佳品。

记者在步步高长沙东塘店看到，
休闲食品买 100 元送 100 元现金券、
牛奶整箱满减等优惠活动琳琅满目。
正在选购巧克力礼盒的市民杨女士
说，春节串门的亲戚多，趁超市的优惠
力度大，来囤一些零食。

步步高长沙东塘店的超市售货员
告诉记者，蜜饯、糖果、牛奶和膨化食
品，依然是湖南人年货购物车中的必
选商品，但随着养生热潮在“80 后”

“90 后”中逐渐兴起，坚果成为热门年
货之一，无糖、低脂的饼干和糕点等健
康零食，日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线下商超的优惠力度大，线上电商也
交战正酣。1月陆续开始的“年货节”，成
为2020年各大电商的新年第一促。

天猫今年的“年货节”立下“帮全国

农民包销至少3亿斤水果”的小目标；京
东则以“春节不打烊”和“买贵就赔”作
为卖点，在提供年货商品的同时升级服
务；下沉到县镇市场的苏宁零售云，则
在 1 月 4 日发布数据，“年货节”活动期
间，整体订单量增长了113%。

在广州工作的郴州妹子李莹告诉
记者，今年全家在广州过年，为了一解
思乡之情，她在网上下单了松桂坊的
湘西五花腊肉，店铺优惠券加上电商
平台提供的促销津贴，价格比平时“美
丽”不少。

赶集市，过大年。每到此时，十里八
乡的老百姓们都会拿出自家种的、自己做
的土特产品进行售卖，今年也不例外。

1 月 2 日，张家界永定区教字垭镇
举办首届土家年货节，教字垭镇七家坪
村村民向左鹏没想到自己带来的糍粑
和大米那么抢手，卖了上千元。据了
解，土家年货节共吸引来自市区及周边
乡镇近3万多人到集市采购原汁原味的
年货，925个现场参展摊位，总计卖出了
5万多公斤农副产品。

桂阳县也搜罗了各个村的土特产品，

在1月6日举行了第三届年货节。菌类食
品、土鸡腊鸭、白水酸辣椒等汇成“年货一
条街”。市民陈先生边将买好的年货装袋
边说：“白水酸辣椒很有名气，但距离县城
太远平时很难买到，这次特意多买几罐送
亲友，让他们也尝一尝。”

本土的时鲜农产品持续热销，来自
全球各地的新奇年货也开始上架。

记者在盒马鲜生长沙喜盈门店看
到，泰国的富贵虾、澳洲龙虾、新西兰蓝
鲍等鲜活海产与智利车厘子、加力果、
澳洲芒果等南半球水果，已经陆续被消

费者放入购物车。
根据盒马鲜生1月8日发布的《生鲜

年货春运地图》，目前已有来自全球40多
个国家的上百种优质生鲜年货，顺利抢到
了中国春运的车票、机票和船票，马不停蹄
地将当地最好的农产品运往中国。

根据盒马鲜生数据显示，不少湖南
人实现了“车厘子自由”，智利车厘子销
售增幅较大，与去年同期相比销售增长
超过 500%，消费频次也有所增加。盒
马鲜生工作人员表示，进口水果、海鲜
已经从走亲戚的礼品，变成了人们家庭
生活的日常消费品，出现在越来越多家
庭的年夜饭餐桌上。

炎帝陵成为国家5A级景区
湖南国家5A级旅游景区达9家

马来西亚盛情邀约

春节去槟城旅游

“铜官庙会过大年”1月22日开启
腊月二十八至元宵节去铜官窑感受地道湖湘年味

护航中欧班列
1月7日，怀化铁路公安处怀化西站派出所民警在修理防护栅栏。近年，怀

化西站承担着中欧班列物资的运输任务。春运前夕，车站派出所民警及时做好
运输物资的储存、装运、开行期间的安全检查和运输保卫工作，确保每一趟车顺
利过湘。 刘亚平 肖利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