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茶叶种植、生
产、加工、研发、销售、文化
推广于一体的湖南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由世界五
百强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控股。 该公司为我省
茶叶出口事业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曾创造了年出口
4000 万美元的辉煌历史。
多年来，该公司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 以品牌为引领，以
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大力
实施品牌战略，做大做强湘
茶产业。

以市场为导向， 以品牌为引领，
全力打造知名品牌

公司在总经理熊嘉的带领下始终坚持
以品牌为抓手，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产
品核心竞争力，全力打造自主知名品牌。

该公司自有出口品牌茶“沙漠之舟”、
“百龙”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良好的声誉。
“沙漠之舟” 系列小包装品牌茶已成为中国
茶叶自主出口第一品牌。“沙漠之舟” 品牌
2005 年、2008 年连续被省商务厅授予“湖
南省出口名牌”，2010 年获评为“湖南十大
茶品牌”，2011 年获评为“湖南省国际知名
品牌”，年均出口销售额在千万美元以上。

该公司内销品牌“中茶·黑茶园”系列中
高档黑茶由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管理的中茶湖南安化茶厂有限公司共同
精制。中茶湖南安化茶厂是我省最早的茶学
教育基地和湘茶大师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
冯绍裘、黄本鸿等茶学大师；是安化“茶文化
的浓缩”、“茶叶历史的见证”。而“中茶·黑茶
园”专卖店和加盟店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遍布

中国大江南北。
该公司内销品牌“中茶·武陵绿”是中粮

集团旗下的核心绿茶品牌， 包含保靖黄金
茶、东山秀峰、古丈毛尖三类产品，承担着中
粮集团撬动中国绿茶市场、造福武陵山片区
茶农的重任。

加强基地建设，带动茶农增收，履
行国企社会责任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共和国的长子，
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 始终把惠农增收作为
重要使命。多年来，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通
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经营模式与茶农
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全
产业链战略， 积极发挥中央在湘企业和湖南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头示范作用，辐
射和带动供应商和茶农增收致富。

公司十分重视茶叶的品质和内涵，注重
选择生态环境好、自然品质优的茶区建立茶
叶基地，通过联营控股、订单式生产和收购
基地进行改造等方式与茶农建立稳定的合
作关系，现拥有石门东山峰、古丈牛角山、安
化云台、沅陵天湖、巫山茶场等 20 余个优质

茶叶生产基地和过万亩经商检备案
的核心茶园，从源头开始，为茶叶生
产提供了天然、绿色、健康、安全的
高品质原料， 有力的保障了产品的
卓越品质。

同时， 公司积极发挥中央在湘
企业和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带头示范作用， 帮助茶农提供种
苗、培训、技术和信息等产业化一条
龙服务。 秉承“公司增效、茶农增收、
合作双赢”这一经营宗旨，采取多种
形式， 与基地及茶农建立起密切的
利益联结机制， 确保基地茶叶的畅
销，获得了基地茶农的普遍好评，广
大茶农种茶积极性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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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茶叶种植、 科研、 加工、销
售、茶文化传播于一体，内外贸并举、
专业制茶、全产业链经营的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近年来，公司
实践以“视三湘茶农为父母，茶农增
收，公司增效，合作双赢”的宗旨，坚
持走产业化经营之路，通过夯实茶园
基地建设，建立稳固的茶农利益联结
机制，依托科技化、市场化、品牌化的
发展战略，形成了面向国内外两个市
场、全产业链经营、多茶类并举的发
展格局，经营规模及综合实力全国第
二，出口全国第一。

全产业链经营， 打造企业
发展优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不断勤
奋创新， 找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让
公司增效，为茶农增收打基础。

整合全省优质资源，打造多茶类
发展，突出有机茶基地建设。

湖南是五分山地、 三分丘岗，光
照充足、雨量丰沛，含多种矿物质，十
分有利于高品质茶叶的生长和种植，
自古名茶荟萃，其中白沙溪、湘益是
上海世博十大名茶、君山银针入选了
我国第一批全国十大名茶，辰州碣滩
茶被选为中日友好国礼茶等。 公司在
全省建设了 83 个优质生态茶园基
地，总面积达 54.5 万亩，拥有了稳定
的黄茶、黑茶、红茶、绿茶、花茶的优
质货源。 公司广泛开展优质有机茶基

地建设， 目前 28 个基地的 8.5 万亩
茶园通过了瑞士、美国、日本等有机
茶国际认证，31个基地获得了湖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口种植基地备案。

品牌化经营， 打造四大品牌，获
得 3 个中国驰名商标。公司重点打造
了白沙溪、湘益，君山 3 个中国驰名
商标和 1 个臻溪牌国食健字号产品。
白沙溪和湘益是黑茶领导品牌。君山
品牌是黄茶标志性品牌， 近年来，公
司通过协办中国茶叶经济年会、举办
各类展会、完善产品研发、创新营销
举措等方式， 君山黄茶异军突起，
2013 年君山银针作为黄茶代表赠送
给神九航天人员；臻溪独家冠名《越
策越开心》，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构建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出口
居全国第一。公司始终树立销售是生

命的理念，初步完善了在国内外两个
市场的现代营销模式。 在国内，公司
通过设置专卖店、 代理经营等方式，
建设了 1190 家专卖店，11600 多个
经营网点，产品进入了中国（台湾除
外） 所有省份的省会及大中城市，黑
茶产品覆盖至西北省份及内蒙古地
区的每个乡镇；在国外，公司通过成
立控股公司、代理经营、设立办事处
等方式， 与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稳固的经贸联系，2012 年出口 2.5
万吨，出口创汇 7000 万元，出口全
国第一。

以茶农利益为重， 创新为
农服务机制，致富茶农

公司联结带动了全省 23 万户茶

农增收致富，茶农种茶制茶的积极性
高涨， 推动了我省茶产业的健康发
展。

公司和茶农建立紧密的利益联
结机制，通过保护价收购，保障茶农
受益。 党中央多次重申，三农问题的
重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重点是
农民利益和权益保障。公司始终坚持
产业化经营，首先思想上高度重视茶
农利益，将基地看成是公司发展的根
本，将茶农增收看成是茶产业振兴的
基础环节；其次公司通过建立专业合
作社、参控股、包销返利、订单合同等
方式与茶农建立了稳固的利益联结
机制，公司每年经营的茶叶总量达 5
万吨，95%的鲜叶采购于自有基地的
茶农。

为解决茶农后顾之忧，公司已连
续 7 年对基地茶农实行保护价收购，
只要按照公司“五个一标准”种植，生
产和采摘的茶叶，公司一律按照不低
于市场平均价实行收购，正是这一承
诺保证了茶农无论是丰年还是灾害
频发的年份，茶农户均收入依然伴随
公司实力增长而稳步上升，2012 年，
公司联结带动了我省 22 万户茶农年
户均增收 5800 余元。 沅陵五强溪库
区， 在公司带动下，8 年间共开发了
优质生态茶园 1 万多亩，2012 年，
3000 多位移民人均新增收入 3200
元，户均收入达 4 万元以上，远高于
之前户均月入 500 元的水平。

建立完整的购销物流体系，加强
基地培训。目前，公司在 83 个基地和

33 家控参股企业建立了完善的茶叶
加工厂和茶叶收购站，及时收购茶农
茶叶加工分装，送到市场销售，今年
我省旱情持续 70 天， 公司正是依托
茶叶购销物流体系，所以才能在旱情
扩大之前及时收购茶农茶叶，至少为
茶农挽回了损失 3000 万元。

公司一直为基地提供优质种苗和
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不仅
每年召开一次全省基地茶厂（场）工
作会议， 还在各产区积极举办技术、
信息培训和讲座，聘请有关专家介绍
国际茶叶发展形势和对产品质量的
新要求，讲授茶叶生产、加工中的技
术要领， 几年累计培训技术人员 10
万余人次，茶叶厂家和茶农的安全质
量意识和产茶制茶技能明显提升，茶
叶品质的提升也提高了我省茶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

时刻心系茶农， 创新为农服务方
式。 公司基地工作人员以茶农利益出

发，将解决茶农实际困难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与落脚点，如上世纪 90 年代，
常德桃源茶产业发展面临困境，茶厂
停工，茶农忍痛砍烧茶树，公司领导及
时建议召开桃源茶产业发展座谈会，
对桃源大叶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并
与种茶大户、生产厂家建立牢固的合
作关系，茶农的积极性得以提高，茶园
才得以重现生机。 现在，公司和茶农
构建了一种稳定的和谐共赢关系。

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经营解放
了我国农村生产力，龙头企业的做大
做强，充分带动了土地边际效益的发
挥，茶叶是我省贫困山区茶农的生活
之源， 实践好龙头带动产业的道路，
是致富茶农、 活跃山区经济的好路
子，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实践“视三湘
茶农为父母，茶农增收，公司增效，合
作双赢”的宗旨，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为我省茶农的增收致富作出新的
贡献。

2013 湖南茶叶“助农增收十强企业”

舞活茶叶龙头 带动茶农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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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湖南茶叶“助农增收十强企业”、

“十大畅销品牌”、“十大文化事件”风采录 (一 )

茶叶———茶农致富的源泉。

茶农喜笑颜开。

清洁化生产车间。

优品质 以飨国民

“志在让国人喝上放心茶、品质
茶；志在提升中国茶业产业总体加工
技术水平；志在打造一支优秀的茶业
湘军， 代表湘茶走向全国， 跨向世
界。 ”这是湖南湘丰茶业有限公司的
企业宗旨。

作为中国茶叶行业十强、中国驰
名商标企业、国家级茶叶标准化示范
企业、 湖南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湘
丰茶业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生产优
质茶、科技茶、放心茶。 湘丰茶业目前
已建立了亿株茶苗基地，是全国茶苗
繁育面积最大的公司。 在湖南省及周
边区域已整合控制茶叶基地 25 万
亩，其中自有基地（长沙县内）4.5 万
亩，是中国自有无性系优质茶叶种植
面积最大的茶叶加工企业。

湘丰茶业与中国科学院等科研

机构在茶叶的种植、生
产、培管等方面开展了广
泛的合作， 建立了 3700
亩国家级有机茶示范基
地飞跃基地， 是 2006 年
度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整
合试点项目实施基地，也
是长沙县百里茶廊精品
有机茶叶基地。

好基地保证好原料，
高工艺保证好产品。2006
年集团斥巨资聘请国内
外专家，设计制造了全国
首条炒青绿茶全自动生
产线和绿茶精制、包装生
产线， 并于 2007 年 5 月
20日顺利投产，公司在茶
业行业率先实现了清洁
化、自动化、规模化生产。

茶叶产品均通过了
“绿 色 食 品 认 证 ” 和
“ISO9001：2000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QS 认证”，
公司还通过了“IMO 有机
茶认证”、“HACCP 质量
安全认证” 及“GAP 认
证”。 茶叶连续二届获国

际茶博会金奖,连续六届获“省国际农
博会金奖”。

不断奉献符合消费者需要的好产
品，是湘丰对国民厚爱最好的回馈。

创模式 致富三农

“湘丰”自 1999 年改制以来，一
直围绕“农”字下功夫，做大基地，做
强产业，做响品牌，积极扶持带动村
级经济的发展， 谋划企业与农村、农
业、农户的共同发展。 公司的原料有
40%左右来自于订单农户，实行“先
种植、受益后再返还”的方式，为种植
户先垫付所需种子、 肥料等费用，对
订单农户的茶叶鲜叶实行最低保护
价或市场价全额收购，垫付费用逐年
在收购时从收购款中扣除。 此种方式
极大提高了茶农的种植积极性，很受
周边农户的欢迎。

湘丰有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周
边乡镇的农民， 年均收入约 16000
元。公司自有的 45000 亩茶叶基地也
为周边乡镇的闲散劳动力创造了鲜
叶采摘的创收机会，高峰期间，每天
有 3 万多人采茶，近年来每年支付采
摘工资 2000 余万元。

因为有了湘丰，茶山周边的农民
不用辛辛苦苦地搞养殖，没有了环境
污染，每天面对的是青山绿水，白云
蓝天，生活在画境里，诗意里，氧吧
里，真正享受到了健康的低碳生活。

求发展 再谢三湘

造福三农是农业企业的责任和
义务， 但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近年来， 公司通过良种茶苗繁育、国
际茶叶标准示范园建设、茶叶全自动
生产线设备制造等项目，共吸纳 300
多名返乡农民工就业。 同时，湖南湘
丰茶业有限公司地处长沙县金井镇，
一方锦绣，绿色生态，万顷茶园，发展
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作为湖
南省工业旅游示范点，公司发挥本地
资源优势，挖掘文化内涵，突出地域
特色，加强包装和策划，狠抓休闲项
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联合金井镇政府
打造茶香小镇，创立湘丰旅游有限公
司，加快了休闲农业发展步伐。 通过
加强茶园、鱼塘、道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休闲垂钓、茶园观光等项目，
直接和间接带动农民工就业人数达
200 多人。 同时围绕旅游，周围餐饮、
住宿等产业得到较大的发展。

湘丰茗茶甲天下，惠民富农书华
章。 在即将上市的新阶段，湘丰将带
着一颗感恩的心，努力求发展，为千
万农民带去更多的福音，为所有爱茶
之人奉上更健康、优质的湘茶！

省茶业协会
湖南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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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丰茗茶甲天下 惠民富农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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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2013 第五届湖南茶业博览会于 12 月 5 日 -8 日在省展览馆隆重举行

中茶黑茶园产品。

石门东山峰高山云雾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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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供销合作总社、省扶贫办、省中小企业局、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决定于 12 月 5 日———8 日联合主办“2013 第五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为充分利用本届茶博会平台，全面宣传、展示我省茶叶行业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丰硕成果，本报联合湖南省茶业协会特推出 2013 湖南茶叶“助农
增收十强企业”、“十大畅销品牌”、“十大文化事件”专题宣传报道，为推动我省茶叶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打造千亿茶产业摇旗呐喊，鼓劲加油。

2013 湖南茶叶“助农增收十强企业”2013 湖南茶叶“助农增收十强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