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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村支书带头人

龙献文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牛角

山村现任村党总支部书记

他用一片茶叶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

方百姓，2008 年 12 月，龙献文创办成立注册湘西

自治州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十

多年来，在他带领下，牛角山村现有绿色食品认

证茶园 13800 亩，有机认证 2000 亩，年产 1000 吨

茶叶生产线茶厂。他秉乘“做每位中国老百姓

喝得起的有机好茶”初心，坚持“两山”理念，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把茶叶做到了极致，是一名

爱茶的“牛人”。

他 用 初 心 使 命 ，守 护 一 村 百 姓 幸 福 安 宁 。

在龙献文带领下，牛角山村实现茶叶年产值 1.1

亿元、茶文旅融合发展年旅游收入 2.3 亿元，固

定 就 业 1300 多 人 ，带 动 就 业 3000 多 人 ，惠 及

7000 多户农户。商标“黛勾黛丫”被评为湖南省

著名商标、“牛角山”被评为“湖南老字号”品牌，

公司评为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省

产业扶贫龙头企业。真正实现了一片茶叶成就

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守好了绿水青山，

收获了金山银山。

向天顺
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党支部书记

中共党员，隘口村党支部书记，吉首市隘口

茶叶合作社理事长。他带领隘口村，用 10 余年

的时间，全村茶园种植面积达到 1.7 万亩，成为

了湘西黄金茶第一村。把一个出了名的落后贫

困村变成了乡村振兴示范村。隘口村近年来被

评为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湖南省美丽乡村

创建示范村，湘西州产业强村，湘西州和吉首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向天顺本人也当选中共湘西

州委第十一届州委委员，湖南省十佳农民。

优秀专业茶叶合作社带头人

马 杰
石门县楚韵茶叶专业合作社创始人、法人

代表

高级农艺师。2003 年 5 月创办湖南楚韵茶

业有限公司，并创办石门县楚韵茶叶专业合作

社，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行

管理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入社茶农 107 户，茶

园面积达 1652 亩，全部通过国内及欧盟、美国有

机认证，年茶叶销售收入达 540 万元以上。成为

石门银峰茶叶优质生产基地，首批“中国茶园标

准化管理示范项目”茶园基地。积极参与潇湘

茶品牌建设，获得“湖南茶叶十大新锐人物”“湖

南茶叶十大杰出营销经理人”“湖南十大杰出制

茶工匠”“湖南杰出茶人”“常德市最美扶贫人

物”等称号。

唐龙海
张家界龙凯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原 来 一 直 从 事 旅 游 工 作 ，因 家 乡 的 需 要 ，

2015 年返乡创业，成立张家界龙凯种植专业合

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流

转土地种植、加工、销售莓茶。全乡从原来的几

十亩发展到现在的 2 万多亩，人均收入达 15000

元，带动建档立卡户 68 户 260 人，经常到田间地

头，走街串巷传授莓茶种植、管理、加工、线上线

下等技术和经验。在长寿村修建了大型莓茶加

工厂，通过销售解决当地茶农后顾之忧，帮助茶

农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龚梦辉
涟源市湘浙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涟源市“桥头河白茶”品牌的缔造者。他做

茶属于半路出家，2012 年 5 月始创“涟源市湘浙

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种植白叶 1 号茶

3000 余亩。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紧围

绕“发展农业、服务农民、致富农村”目标，通过

采用“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

式，用 10 年时间，走出了“绿色、生态、白茶”的发

展路子。

如今，通过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吸纳

当地农民工 500 多人, 其中 200 余人为贫困人

员，易地搬迁贫困户 16 人, 人均增收 2800 元。

优秀基层茶叶技术带头人

冷建国
石门渫峰生态茶业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

技术总监

中共党员。从 1990 年开始长期扎根基层从

事茶叶生产、加工管理，刻苦钻研专业。所在茶

区是当地第一个良种茶专业村，并持续进行有

机认证二十年，获得部级标准茶园称号。1999

年研发“渫峰”牌石门有机绿茶、红茶、牛抵茶等

系列产品，在省市县及国家赛事评比中多次获

奖。2000 年开始，带领老百姓种植良种茶，发展

茶产业，热心传授制茶技术。

先后多次在常德市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石门县各茶区乡镇讲课传授制茶技术 30 多课

时，对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和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冷建国也多次

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获得技术能手、省劳

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张远程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国家高级评茶员，“干发牌碣滩银毫”世博

金骆驼奖产品的研发与制作主要参与者之一，

是“干发牌碣滩红茯砖茶”总策划师。

构建了“公司+农户+村集体+合作社+科研

所”的农业产业化模式，积极开展茶叶专业技术

的研发与推广以及茶产品的销售。直接辐射茶

叶基地 13500 余亩，带动农户 2800 多户，惠及贫

困人口 3215 人，逐步成为巩固扶贫乡村振兴的

产业平台。

姚花平
湖南省天下凤凰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省天下凤凰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湘西

州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国家高级制茶师、高级评

茶员和凤凰苗族古法手工制茶传承人、湖南省茶

业协会职业技能培训专业委员会培训老师。多

年来坚持扎根农村，把茶文化茶科技带进村寨，

面向全县茶农手把手传授种植加工生产技术；致

力打造一个与区域农民共建共享的茶旅文化村

镇，帮助一线农民都有机会共同分享新农村建设

带来的产业增值效益，实现收入翻一番。姚花平

本人也荣获 2020 凤凰县“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公益助农带头人”“科技致富能人”“湖南省千亿

茶产业建设先进个人”、2021 年“科创中国”湖南

省企业“创新达人”等荣誉称号。

优秀茶叶标准化带头人

徐 辉
石门县天画罗坪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石门县天画罗坪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2016 年 9 月注册成立石门县天画罗坪

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建有现代化茶叶加工

厂 10000 平方米，拥有年产 300 吨大宗红茶自动

化生产线、年产 150 吨名优绿茶自动化生产线、

年产 200 吨珠茶加工生产线和年产 3000 吨精制

加工生产线；四条生产线均属国内一流水平，工

艺设备先进，经济实用。公司与湖南农业大学

和省茶叶研究所开展技术合作，拥有发明专利

五项、新型实用专利两项，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常德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在罗坪

乡建有茶叶基地 1.2 万亩，欧盟有机茶园认证面
积 3000 亩。积极参与茶叶标准化工作，为潇湘
茶系列团体标准和实物标准样的制订多次提供
相关资料和茶叶样品。

王 蝶
湘西神秘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湘西神秘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高

级农艺师、高级茶艺师、评茶员、制茶师。长期在
基层一线从事茶叶科研与技术培训及推广，积极
参与潇湘茶品牌建设。致力于茶叶标准化工作，
特别是黄金茶标准化基地建设和标准化生产提
升。获得湖南省五一劳模、湘西州五一劳模、湘
西州技术能手、湘西州青年岗位专家、湘西州巾
帼英雄、湘西州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湘西州茶产
业发展专家小组成员等多项殊荣。

优秀茶文化传播、销售带头人

向功平
湘西自治州春秋有机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2011 年创办湘西

自治州春秋有机茶业有限公司，用精细的工业
化理念做农业。现担任古丈县茶业协会会长，
湖南省大湘西茶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国家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聘任的“有机认证扶贫专
家”。多次荣获州、县政府颁发的“扶贫攻坚先
进人物”称号。2021 年开始接触网络平台直播
带货销售自有品牌妙古金高山有机茶，目前已
有几万粉丝，直播带货销售额 500 余万元。

李 俐
湖南省褒家冲茶场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共党员，现任湖南省褒家冲茶场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兼董事长、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
促进会副会长、安化县第十八届人大代表、益阳
市茶业协会副会长、安化县茶业协会副会长。
带领公司传承发展褒家冲百年品牌，勇于改革
创新，积极推介、销售茶叶产品。

通过“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发
展 2000 多亩高山生态茶园，并与茶农签订《鲜
叶采购协议》，为茶农设定保底价格，让茶农无
后顾之忧，有效带动了贫困人口 5000 人创收、增
收，年人均增收达到 1000 元。公司先后荣获“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湖南省老字号”“益阳市农业
龙头企业”“益阳市文明单位”“助力脱贫攻坚公
益 企 业 ”“ 安 化 黑 茶 突 出 贡 献 十 佳 企 业 ”等 荣
誉。李俐本人也被安化县妇联评为“最美创业
者”和“致富带头人突出代表”。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茶叶科研、种植、加工、销售、茶文化传播

于一体，专业制茶、全产业链经营的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
进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全国农产品加工百强企
业、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00 强、中国茶叶
行业十大领军企业、湖南省农业产业化十大标
志企业、湖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与成立产
业联合体等方式，在全省建立茶园基地 64 万亩，
并与 50 万户基地茶农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积
极参与“潇湘”茶品牌建设，在全国建立潇湘茶
专卖店 34 家，宣传推介潇湘茶文化和茶产品。
2021 年，集团（含参控股企业及基地）共实现销
售收入 70 亿元，出口 8000 万美元，经营规模及综
合实力排名国内同行业前列。

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由世界 500 强中粮集团旗下中国茶叶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国有企业，在长沙望城经
开区拥有一家年产能达 5300 吨的智能化花茶、
绿茶加工厂。是一家经营花茶、绿茶、红茶、黑
茶等多个品类，从事茶叶生产加工、研发、品牌
运营、销售、茶旅结合、茶文化传播等为一体的
综合性茶企。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进会成立发起单位
和副会长单位。在古丈县、石门县等所处的黄
金产茶带上拥有生态原料基地 20 余个及 32 个国
际认证出口备案基地。

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
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科研和茶旅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经营、专业制茶、内外贸并举的湖

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强企业”，湖南茶叶“精准

扶贫十佳企业”。公司建立茶园基地 9 万多亩，

其中 2 万亩获得有机茶认证，绝大部分基地建立

在风景如画的大湘西地区。

湖南隆平茶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以“发展湘茶产业，致富武陵山区”为

宗旨，将本省几大著名民营企业的资金、人才优

势与不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助推全省

光彩事业和茶叶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自成立

以来，专注于武陵山区茶叶良种繁育、种植、生

产及销售，并在大湘西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

投资，现已形成了集育种、种植、加工到销售的

大型茶产业集团。

吉首市新田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是 湘 西 州 内 集 湘 西 黄 金 茶 种 植 、加 工 、销

售、科研、茶文化推广为一体的州级龙头企业。

公司主营湘西坊牌、潇湘牌湘西黄金茶绿茶、红

茶、白茶、黑茶等系列产品。目前培管有 1200 亩

有机茶示范园。每年收购鲜叶除在几比村有机

示范茶园基地外，鲜叶收购范围覆盖 5 个乡镇 13

个村，带动农户 752 户带动就业人数 2600 余人；

其中带动脱贫 300 余户，带动脱贫人口 1500 多

人。

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
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科研、茶文化传播

与推广、生态旅游开发于一体的茶叶全产业链省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21年公司实现全产业

链综合产值 11639 万元。主导产品有“潇湘·古

楼”双品牌贡芽 1385、古楼银毫、将军红、古楼白

茶等 13款系列产品，7家“潇湘·古楼”双品牌专卖

店。在品种改良、茶园植保、产品定位等方面为

茶园基地提供“五统一”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

免费服务，带动茶叶专业合作社及产业扶贫生产

基地 8300亩，直接带动 5乡 33村 4520户发展茶叶

10000多亩，年增收 3000多万元。

湖南石门渫峰名茶有限公司
常德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十佳优秀

创业企业”“有机农业领军企业”，湖南省扶贫龙

头企业，湖南省大湘西茶产业发展促进会理事

单位。

公司连续 21 年通过认证的有机茶基地 520

亩及 6300 亩高山优质茶园。有订单农户 1080 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599 户、1500 人）。加工厂

占地总面积 4500 平方米，研制生产的“潇湘·渫

峰”牌常德红茶、石门红茶、石门银峰、牛抵茶等

20 多次荣获“湖南十大名茶”、“中茶杯”特等奖、

国际名茶“大金奖”等殊荣，“潇湘·渫峰”双品牌

店分布深圳、广州、长沙、江西、常德等地，产品

质量深受消费者信赖。

湖南省渠江薄片茶业股份公司
一家专业从事茶叶种植、加工及销售的湖

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省茶叶品牌建

设促进会副会长单位。积极参与“潇湘”茶品牌

建设，主要产品有渠江薄片、奉家米茶、上梅红

茶、梅山银针、梅山毛尖等。多次荣获潇湘杯金

奖、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骆驼奖、中国国际茶业

博览会金奖等荣誉。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8 项，国

家发明专利 6 项。现有茶园面积 1800 亩，多次被

评为有机茶先进基地。产品加工原料来源于新

化县雪峰山脉和资江沿岸，惠及山区茶农 16000

户以上。

湖南壶瓶山茶业有限公司
是石门县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省级龙头企业。拥有总部精制厂和 4 个有机茶

初制厂，综合产能 1 万吨。近三年成功申报发明

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建有基地茶园 1.2

万亩，带动茶农 15 万余人，保护价收购茶农鲜

叶，保证茶农收益。积极打造“潇湘”茶标准化

有机茶基地，严格按照“潇湘”茶标准进行生产

加工，建立潇湘茶专卖店 13 家，全方位推广“潇

湘”茶。2021 年公司实现销售额 11201.90 万元。

古丈县古阳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省级扶贫

龙头企业，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省老字号、湖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单位（古丈毛尖茶制

作技艺项目保护单位），湖南农业大学茶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基地。

在坪坝镇建设核心有机茶园标准基地 1100

亩，获欧盟和国内有机双认证，并辐射带动周边

茶农建设茶园 5000 亩。在北京、长沙、吉首、古

丈等地开设“潇湘·古阳河”品牌专卖店，从 2016

年开始收购茶鲜叶惠及坪坝镇、默戎镇、古阳

镇、吉首及保靖的部分茶叶生产村。

四、其他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样品名

古楼白茶

初心·白毫银针

白金茯

桑植老树白茶

大熊山古树白茶

云阳山·水仙

冯城古茶牌瑶茶

寒茶·黄茶

中茶·小茉莉

甜坝溪莓茶

茅岩莓茶

茶类

白茶

白茶

白茶

白茶

白茶

乌龙茶

瑶茶

黄茶

花茶

莓茶

莓茶

单位

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
公司

湘西自治州牛角山生态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茶业高科技有限
公司

张家界万宝山茶业有限公
司

湖南湘熊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龙灿生态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江华冯城古树苦茶有
限公司

新化县天门香有机茶业有
限公司

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原产地莓茶园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界茅岩莓有限公司

一、绿茶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样品名
石门银峰

石门银峰

湘 西 坊 湘 西 黄
金茶

千 河 之 韵 碣 滩
一号

云雾龙芽绿茶

凤凰黄金茶

古阳河·小毛尖

古楼春芽

黄金茶

黄金茶

初心·古丈毛尖

桥头河白茶

白云毛尖

湘佰绿茶

洪家关毛尖

碣滩银毫

清茗毛尖

石门银峰

佳松·石门银峰

一都翠 1372

熊山雾凇

单位
湖南石门渫峰名茶有限公司

石门县茶祖印象茶业有限公司

吉首市新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沅陵十八湾茶业有限公司

安化县湘情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天下凤凰茶业有限公司

古丈县古阳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茶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湘西神秘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湘西自治州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涟源市桥头河白茶加工有限公司

湖南白云高山茶业有限公司

洪江市湘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万宝山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

古丈县一盏清茶业有限公司

石门县天画罗坪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楚韵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龙回一都富硒茶业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湘熊茶业有限公司

二、红茶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样品名
莽山红

古楼红颜

冯城古茶牌红茶

寒茶·红茶

佳松·石门红茶

古阳河·小叶红

红金芽

万阳红岁

凤凰黄金茶

初心·古丈红

烟溪功夫红茶

上梅红茶

湘西坊湘西黄金茶
红茶

一都红 1372

宝庆桂丁红茶

云阳山·红茶

友人家红茶

皇妃碣滩（妃红）

品鉴特级黄金红茶

1956 功夫红茶

金毫壹号野生红茶

万阳红

单位
湖南老一队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

湖南江华冯城古树苦茶有限公司

新化县天门香有机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楚韵茶业有限公司

古丈县古阳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匠者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益峰尖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下凤凰茶业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安化县卧龙源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渠江薄片茶业股份公司

吉首市新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湖南龙回一都富硒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兴盛茶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龙灿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白云高山茶业有限公司

沅陵县皇妃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茶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安化县湘情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新宁县舜帝茶业有限公司

炎陵县神农生态茶叶有限责任公
司

三、黑茶组
序号

1

2

3

4

5

样品名

百年木仓·手筑茯茶

紫云茯·茯砖茶

院士茯

福惠茯砖

天外天尖茶

单位

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清山月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茶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安化县湘情农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湖南省碧丹溪茶业有限公司

潇湘茶品牌乡村振兴带头人评选结果

2022“潇湘”杯
湖南名优茶评比金奖名单

关于关于““潇湘茶品牌十大标杆企业潇湘茶品牌十大标杆企业””
““潇湘茶品牌乡村振兴带头人潇湘茶品牌乡村振兴带头人””

““20222022潇湘杯湖南名优茶评比金奖潇湘杯湖南名优茶评比金奖””的表彰通报的表彰通报

潇湘茶品牌十大标杆企业评选结果

为推进我省湘西地区开发和千亿茶产业
建设，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2015 年 9
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省发改委会同省农业
农村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大湘西地区茶叶公共
品牌建设的实施方案》，通过“统一产业布局、
统一品牌标志、统一准入机制、统一质量标准、
统一市场形象”，着力打造以“生态、安全、有
机、优质”为内涵的“潇湘”茶公用品牌。并成
立“湖南省大湘西茶产业发展促进会”，负责

“潇湘”茶品牌的运作，刘仲华教授当选首届会
长。品牌涵盖大湘西地区的湘西州、张家界、
怀化、邵阳、娄底 5市州所辖的 42个县市区，以

及武陵山片区的石门、桃源、安化三县，共 45个
县（市、区）。2018 年，品牌实施范围扩展到罗
霄 山 片 区 10 个 县（市 、区），共 55 个 县（市 、
区）。2021 年 8 月，省发改委和省市场监管局
联合印发了《湖南省茶叶公共品牌建设实施方
案（2021-2025）》。根据文件精神，以“三湘四
水五彩茶”为主题，将“潇湘”茶公用品牌实施
范围扩大到全省，涵盖绿茶（含花茶）、黑茶、红
茶 、黄 茶 、白 茶 等 茶 类 及 代 用 茶（含 莓 茶）。
2021 年 12 月，促进会更名为“湖南省茶叶品
牌建设促进会”，刘仲华院士继续当选为第二
届理事会会长。

“潇湘”茶品牌运作六年来，得到了各级政
府、龙头企业、会员单位、以及行业专家、企业
家、从业者、茶农的大力支持。品牌知名度、美
誉度以及品牌价值快速提升。2022 年中国茶
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表明，“潇湘”茶
品牌价值为 68.42 亿元人民币，居全国茶叶区
域公用品牌第四位。迄今，“潇湘”茶品牌涉及
茶园面积 200万亩，在全国范围建立品牌专卖
店 460 余家，实施茶旅融合发展示范项目 50
个，实现综合产值 500 亿元。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中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为感谢会员单位及从业人员为潇湘茶品
牌建设所作的贡献，经研究决定在第二届“潇
湘”茶文化节上表彰“潇湘茶品牌十大标杆企
业”、“潇湘茶品牌乡村振兴带头人”，颁发“2022
潇湘杯湖南名优茶评比金奖”奖杯以及“潇湘”
茶高级职称专场评定高级农艺师证书。

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进会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进会
第二届潇湘茶文化节组委会第二届潇湘茶文化节组委会

潇湘茶会员单位茶园。

(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进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