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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湖南茶叶乡村振兴“十大重点县（市）”、“十大领跑品牌”、“十大领军企业”获评单位公示
（排名不分先后）

2021第十三届湖南茶业博览会原定于 9月 3日-6日在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芒果馆）隆重举行。鉴于近期国内新冠疫
情防控形势和湖南省疫情防控要求，延期至 2021年 11月 12
日-15日举办，举办地点不变。

“2021第十三届湖南茶业博览会开幕式暨“茶三十”颁奖
典礼将于 11月 12日上午 9:00 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
幕。

为充分利用湖南茶业博览会平台，全面宣传、展示、推介
湖南茶产业在巩固拓展茶产业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中取得的成绩，今年“茶三十”评选活动内容包含 2021湖南
茶叶乡村振兴“十大重点县（市）”、“十大领跑(公用、企业)品
牌”、“十大领军企业”三大板块，采用自主申报、市县茶叶主管
部门或行业组织推荐、网络投票、专家评审以及实地考察、专
题宣传、茶博会开幕式颁奖等六大步骤。自主申报、市县茶叶

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推荐、网络投票、专家审评工作已完成。
9月 3日在《湖南日报》、新湖南公示；9月 29日-11月 8日在
新湖南头条开辟湖南茶博会、“茶三十”专栏宣传；11月 9日
在《湖南日报》刊登湖南“茶叶三十”活动总结跨版；11月 12
日在本届湖南茶博会开幕式上举行“茶三十”颁奖仪式。

2021第十三届湖南茶业博览会组委会
2021年 9月 3日

2021湖南茶叶
乡村振兴“十大重点县（市）”

安化县

长沙县

古丈县

沅陵县

桃源县

吉首市

新化县

保靖县

宜章县

常宁市（并）

茶陵县（并）

隆回县（并）

花垣县（并）

2021湖南茶叶
乡村振兴“十大领跑品牌”

公共品牌

安化黑茶

长沙绿茶

常德红茶

湘西黄金茶

岳阳黄茶

南岳云雾

古丈毛尖

桃源红茶

邵阳红

十八洞黄金茶（并）

张家界莓茶（并）

企业品牌 公司名称

狗脑贡 湖南资兴东江狗脑贡茶业有限公司

白云山 湖南省石门县白云山国有林场

植 歌 湖南植歌茶业有限公司

老一队 湖南老一队茶业有限公司

百叠岭 湖南三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湖南茶叶
乡村振兴“十大领军企业”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

茶陵县茶祖印象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石门渫峰名茶有限公司

吉首市新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月光茶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桃源县君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谷佳茶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

衡阳市宝盖绿康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

花垣十八洞黄金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

保靖县林茵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并）

茶业湘军齐聚力 乡村振兴排头兵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 2日

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黄婕 彭胤

武）装配式建筑已纳入我省 20 条新兴

优势产业链，如今又迎来重大进展。记

者 9 月 1 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

悉，我省在全国率先研发装配式智能

制造平台（简称“智造平台”），共录入

装配式建筑项目 132 个、基地（企业）22

家、工厂 18 家、园区 1 家，着力提升全

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协同能效。

今年以来，全省新开工装配式建

筑 9676 万平方米，排名全国前列，其中

运用智造平台的面积占比达 17.3%。据

初步测算，智造平台在全省范围内全

面运行后，设计效率可提升 50%以上，

生产效率可提升 40%以上，项目工期

可缩减 30%以上。

智造平台设置“政府侧产业公共

服务平台”和“企业侧产业应用平台”

两大板块。双平台之间强化信息互通，

将土地获批、招标投标、质量监督、竣

工验收、运维服务等环节串联，形成项

目全寿命周期监督管理，打造从设计

到成品的“快车道”。设计阶段突出标

准化，我省还在全国率先创立省级统

一的数据标准和通用建筑产品标准化

体系，拥有核心构件 609 个、基础库构

件 489 个。

通过智造平台的应用推广，长沙

市、吉首市获批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市，湖南宁远工业园成为国家装配

式建筑产业园区，长沙远大住工等 14

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湘西吉首市一中项目”成为全

国首个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的装配式

建筑项目 。目前 ，长沙机场改扩建工

程、青龙湾超低能耗建筑、月亮岛星空

露营基地等项目，依托智造平台基本

实现了项目信息共享，获批全省第一

批绿色建造试点项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 2日

讯（记者 胡盼盼 通讯员 谌茂花）食品

安全大于天。为提升全省食品安全监管

便利化、智慧化水平，近日湖南省食品安

全综合监管平台成功上线试运行。

为进一步发挥企业自律与消费者

监督的作用，建立多方协同共治的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该平台还推出了“食

品安全企业自律”微信小程序，食品生

产经营者也可在系统进行自检自查、

从业人员管理、整改情况填报、消毒留

样记录、索证索票管理、停工停产申报

等。

“太方便啦！”长沙市民邓女士打

开“食品安全公众服务”微信小程序，

屏幕便跳出“企业查询”“标准查询”

“追溯查询”“明厨亮灶”“餐饮地图”

“投诉维权”6 个板块。点开“企业查询”

板块，就能查看企业风险等级、食品安

全指数、红黑榜等信息。

据介绍，目前食品安全由卫健、农

业、市监等多部门分段，省市县乡分级

监管，容易出现“信息孤岛”；且食品行

业领域广、经营主体多，单靠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容易出现监督执法的空白

地带。

省市场监管局建设全省统一的食

品安全综合监管平台，覆盖“省-市-县

区-乡镇”四级应用及全省食品生产、流

通、餐饮服务企业，实现各级监管部门

的监管信息资源共享，以及对食品生

产、流通、餐饮环节的全过程监管。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日

讯（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林俊 姚巍）

8 月 31 日，在长沙海关所属岳阳海关监

管下，岳阳城陵矶综保区某企业采用

平行进口方式进口的 8 辆“墨西哥版”

丰田塞纳 XLE 汽车完成通关手续，驶

离综保区卡口。这是自“国六”环保政

策实施以来，我省首批平行进口汽车。

“国六”是指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标准。2020 年 7 月 1 日起，

全国进入“国六”排放标准时代，禁止

生产“国五”排放标准轻型汽车，进口

轻型汽车也应符合“国六”排放标准。

岳阳海关介绍，按照相关政策要

求，此次进口车型在有关专业实验室

进行了型式试验，并完成了“国六”环

保信息公开，已获准进口条件。该批平

行进口汽车顺利通关，可为后续其他

车型开展“国六”试验、环保信息公开

及海关清关提供实际操作经验。

在“国六”环保标准执行背景下，

岳阳海关指导岳阳中检汽车检测中心

升级改造检测设备，获得 CNAS（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在进

口机动车检验领域采信第三方检验结

果，并推行“集中汇总征税”便利模式，

第 一 时 间 出 具《货 物 进 口 证 明 书》和

《进出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全力保

障平行进口汽车顺利通关。

岳阳城陵矶口岸是我省唯一的整

车进口口岸。目前，城陵矶综保区内多

个符合“国六”标准的品牌车型正在同

步进行环保试验，力争尽快投入市场，

为消费者选购进口汽车带来更多选择。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日

讯（记者 肖秀芬 通讯员 戴帅汝）近

日，湖南依然维持晴热高温的天气格

局，一个一个的高温“快递”接踵而至。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省内多分散

性短时强降水且持续高温，6 日起，全

省气温将下降 6℃至 8℃。

监测显示，9 月 1 日，湖南大部分地

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慈利、龙

山、桃源等地共 8 站出现暴雨，最大降

雨量为 125 毫米。全省 68 个气象站的最

高气温超过 35℃，其中 20站超过 37℃。

省气象台预计，2 日至 4 日，省内多

分散短时强降水；6 日至 8 日，全省自北

向南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局地暴雨

并伴有强对流天气。6日前，全省将持续

高温，最高气温达 38℃左右，其中 2日至

3 日，湘中以北地区高温有所缓解；4 日

高温范围扩大；6 日至 8 日，受较强冷空

气影响，全省气温将下降 6℃至 8℃。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需注意防范

高温天气对公众交通出行、户外活动

或作业的影响，特别要注意防范高温

对疫情防控工作、交通运输以及电力

供应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湘中及以南

地区需注意蓄水、保水和科学用水，在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适时开展人工增

雨作业。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日

讯（记者 邹靖方）今天，湖南首家“苹

果”零售店在长沙开店试营业，将于 9

月 4 日正式开业。这是自 2018 年后，苹

果公司首次在中国内地新开直营店，

也是第 43 家中国内地直营店。

记者在位于长沙国金中心商场的

苹果长沙店看到，店外的双层玻璃幕

墙设计，具有独特渐变效果。这是全球

首家采用这一玻璃幕墙技术的苹果直

营店。

与普通零售店相比，直营店可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体验式服务和售后维

修服务。

据介绍，时隔 3 年，苹果公司选择

在长沙开出中国内地首家直营店，主

要看重长沙的首店经济发展潜力和新

消费市场活力。

时隔3年，苹果公司在中国内地再开直营店

湖南首家“苹果”直营店落户长沙

湖南率先研发装配式智能制造平台
提升装配式建筑产业协同能效，打造从设计到成品的“快车道”

湖南省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平台上线
实现对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环节全过程监管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总算要变了
6日起，全省气温将下降6℃至8℃

湖南首批“国六”平行进口汽车顺利通关
更多符合标准的车型将投入市场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日

讯（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朱大建 崔云龙）

8 月 31 日，我省在建的重大水利工程犬

木塘水库迎来重要节点——九龙岭 3 号

施工支洞提前 75 天贯通，为主洞工程建

设按期顺利完工奠定坚实基础。

犬木塘水库工程位于邵阳市资水中

上游河段，是国务院确定“十三五”开工建

设的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投资规模最大

的单体水利工程。项目于去年 7月开工建

设，设计建设工期 5年。建成后，将改善和

新增灌溉面积 113.16 万亩，有效缓解“衡

邵干旱走廊”水资源短缺问题。

九龙岭 3 号施工支洞是犬木塘水库

工 程 重 要 基 础 工 程 ，工 程 掘 进 全 长 达

849.4 米，隧洞为反坡且坡度大，最大纵

坡 11.4%，于去年 9 月 1 日开始施工，计划

今年 11 月 15 日进入主洞。受地质节理裂

隙、断层及岩溶发育影响，溶洞、溶槽、溶

沟频繁出现，再加上洞内突水突泥，地下

裂隙水等不良地质问题，施工难度大。项

目法人单位湘水集团湖南省水利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加强管理，承建方中国水电

十一局项目部加强技术攻关，积极创新，

优化施工方案，采用钻爆法等施工手段，

优质、高效、安全、有序推进支洞掘进，较

原定工期提前 75 天实现贯通。

我省重大水利工程
犬木塘水库 3号支洞提前贯通

常益长高铁益阳段
完成最后一孔箱樑浇注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 月

2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唐政

兵 何伟）常 益 长 高 铁 建 设 又 迎 重

大 进 展 。8 月 31 日 ，常 益 长 高 铁 益

阳 段 590 孔 箱 樑 预 制 构 件 ，以 提 前

计划一个月时间，完成最后一方混

凝土浇注。

该项目提前完工，与建设中坚持

“智造”密切相关。据建设方介绍，在

钢筋预制、混凝土搅拌、巨型预制件

浇注及架设，先后用到的前沿技术和

科研成果多达 200 多项。如在钢筋预

制车间，通过运用数控棒材剪切系

统、自动上料机、两轴数控钢筋弯曲

中心、数控斜面式弯曲中心、数控钢

筋调直切断机等技术和设备，仅依靠

几个工作人员，每天就可完成预制构

件 3 万余件。

先进“智造”技术加持下，工程进

度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劳动力配备

较以前减少三分之二，材料加工损耗

降低百分之七十，施工进度提速近一

倍。

常益长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

“八横八纵”主通道中渝长厦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按计划，常益长高铁

益阳至长沙段将于明年建成，届时全

省将实现“市市通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