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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茶上市时间
提前十天左右

春节刚过，数据显示，在春
节礼品市场， 茶叶成为送礼新
宠，销售旺盛。

2015年的冬天， 是一个公
认的暖冬， 这种没有大寒气温
的天气给茶叶的生长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

黄德开告诉记者， 因足够
的阳光和均匀的雨水条件，茶
叶长势非常好， 不管从质量上
还是产量上， 今年的春茶都优
于往年。 尤其是今年春茶上市
时间要比往年提前大概七至十
天左右，有些地方从3月初就会
开始产茶，3月中旬可以集中采
摘，清明节前后将达到高潮。

这一点从石门县茶业办主
任马进福处得到确认。 他告诉
记者，在石门县，现在已经开始
布局春茶的采摘工作， 石门银
峰作为湖南绿茶的代表， 由于
茶园的增长加上良好的天气，
今年的春茶品质不错， 将增产
10%至15%， 清明节前便会有
大量优质春茶上市。

价格将保持稳定
每公斤过千元

春茶的清新香气深受广大
茶友的欢迎。 优质的春茶价格
尤其居高不下。

刘健在大茶网开启的碣滩
一号绿茶预定，定价为680元至
1250元每斤。刘健表示，受大环
境的影响， 高档茶的价格已经
越来越趋于理性，“天价茶”已
经难以再现。

马进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今年的春茶价格将

保持稳定，不会有大的波动，大
多会保持在500元至600元每斤
之间， 具体价格将根据后期的
天气情况和茶叶品质而定。

随后， 记者相继向我省几
大绿茶产茶县沅陵县、 古丈县
进行咨询。 古阳河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古丈
毛尖春茶还没有正式进行采
摘，具体的价格也还没有确定，
但是，预计价格会保持稳定；湖
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飞告诉记者， 今年的春茶
价格加上包装成本， 应该在一
千元每斤以上。

渠道方面
茶叶主产区主推电商

在过去的2015年，茶叶行业
饱受互联网的冲击， 重点产茶区
也都开始建立自己的电商平台。

沅陵县是最早布局电商
的，2013年， 大茶网正式成立，
与沅陵县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关
系， 并对沅陵县茶产业进行电
商化改造，采用O2O的方式，推
广销售沅陵碣滩茶，目前，大茶
网沅陵碣滩茶的线下实体店已
经超过900家，沅陵碣滩茶的品
牌度和销售额都飞速增长。历史
数据显示，在2012年，沅陵县茶
产业综合产值仅1.5亿元，2015
年，沅陵县茶产业综合产值超过
5亿元，3年时间增长近4倍。

2015年6月，古丈县正式布
局茶叶电商， 古丈毛尖官方网
站开始试运营， 与工商银行张
家界支行融e购电商平台、建设
银行古丈支行善融商城电商平
台达成合作协议并正式上线运
营。这标志着古丈毛尖跨入“互
联网+”时代。

日前， 湖南大茶视界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茶控
股”）正式对外宣布：将正式招
募全球驻地仓储物流中心合作
商，加快线上“一带一路”布局
与农副产品整合，实现“一带一
路”线上线下的无缝对接。

大茶控股是依托于茶业垂
直类电商平台大茶网发展，主
打线上线下全面发展的模式，目
前在全国已有加盟体验店963
家，已开业体验店233家。公司
注册资金为一亿三千二百一
十三万元整， 立足“三农”产
业，站在涉农业高科技时代前
沿，旨在趁农业高新技术大力
发展之势，以独立自主创新引
领农业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大

茶控股现有资源包括逾900家
大茶网体验店、62个独立商
标、拥有各项专利近20项、1条
高科技生产线、3个博士科技
工作者等。

目前， 大茶控股已拥有多
个平台， 包括但不限于立足互
联网+茶叶批发市场的大茶网
（PC端）， 互联网+茶叶消费者
（终端）/微商城的大茶优选（微
信端）， 互联网+茶行业专业媒
体的《大茶视界》（全媒体），以
及即将上线的全品类大数据平
台大茶系APP（移动端），共同
组成“大茶系”。有意参与到“三
农”领域建设和服务的，可致电
刘小姐：18508411213。

■记者 肖祖华

为了配合“4·20全民品茶
周” 的打造，大茶网开启了最受
欢迎茶品牌评选。

据了解， 中国风尚·最受欢
迎茶品牌依托2016·4·20全民
品茶周活动，以“互联网+茶”也
可以时尚化为主题。 只要你拥

有独立品牌商标， 只要你的品
牌声誉够好， 你或许就是下一
个“最受欢迎茶品牌”。

本报将对参与评选企业进
行集中报道， 有意参与活动的
品牌可扫描以下二维码进入报
名、投票。

大茶控股全球招募仓储物流合作商
加快线上“一带一路”布局

日前， 湖南大茶视界控股董事局主席刘健在朋友圈发出“碣滩一号绿
茶，新茶预定开始”，立即引来茶友的广泛响应。

2016年的春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暖冬，多半时间艳阳高照，良好的气
候条件利于茶叶的生长。2月22日，记者从多个产茶区了解到，今年的春茶
将提前上市，产量和质量都会有所提升，价格方面将保持平稳。

省茶业协会副秘书长黄德开告诉记者，春茶集中上市要到清明节前后。
部分企业已经开启春茶预定。在销售渠道方面，部分产茶重点县开始尝试搭
建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推广。 ■记者 肖祖华

买过茶的茶友应该都知
道，春茶是所有季节的茶中富
含营养价值最高的茶，也是茶
质最好的茶，但这并不见得市
场上卖的春茶的品质都是好
的，因为有可能会被一些黑心
的茶商鱼目混珠，用一些品质
不好的茶来冒充春茶。 下面，
总结4招教你选购春茶：

1.用眼看。
主要看的是干茶的形

状、色泽和匀净度，春茶干茶
形状均匀、洁净少杂质。干茶
的匀度反映了茶叶原料的品
质，如果不均匀，说明掺杂了
其他茶片、茶末或杂物。

色泽接近自然的原始颜
色，看起来很新鲜，如果茶叶看
上去黑乎乎的，大多不够新鲜。

2.用手摸。
用手触摸茶叶， 感受茶

叶的干燥程度， 茶叶干爽说
明质量保持良好， 反之茶叶
有可能已经受潮。 另外还可
以感受一下茶叶的重实程
度， 一般内含物质丰富和充
实的茶叶会比较重实。

3.用鼻嗅。
主要是闻干茶的香气，判

断是否有异味， 春茶香气纯
正，无异味。如果有油、霉、酸、
烟、焦等异味，则说明茶叶在加
工或储存的过程中被污染了。

4.用杯泡。
春茶冲泡过后汤色清澈

明亮，香气纯正、无异味，喝
起来口感丰富，鲜醇可口，苦
涩味较少。

提醒

茶动态

4招教你选购春茶

公司坐落在素有“湘西门
户”、“千里湘西第一镇”之称以
及享有“金都、林海、茶乡”之美
誉的沅陵县官庄镇境内。

公司成立于1996年， 由怀
化市人大代表、高级（制茶）工程
师、湖南省大湘西茶产业发展促
进会副会长、沅陵县茶叶协会会
长张干发创办，是一家集产、供、
销、 科研为一体的专业茶叶公
司，系省政府评定的“湖南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评定的“中国茶叶行业
百强企业”，先后被评为“湖南省
质量信得过单位”、“湖南省守合
同重信用单位”、“湖南省质量信
用AAA级企业”、“湖南茶叶助
农增收十强企业”。

公司生产的“干发” 牌碣
滩·官庄系列茶，是“湖南省著
名商标”、“湖南名牌产品”、“中
国知名茶叶十佳放心品牌”，产
品已四十余次荣获省、 部级名
茶 评 比 金 奖 ， 并 获 得
ISO9001-2000国际质量标准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国家食品QS食品
认证、国家有机产品认证。2015
年8月，公司研制生产的“干发”
牌碣滩银毫茶在意大利米兰世
博会上荣获中国茶叶品牌最高
荣誉———“百年世博中国名茶
金骆驼奖”。2015年9月，湖南官
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旗下茶
园———辰龙关十里生态观光茶

廊，被授予“中国三十座最美茶
园”荣誉称号。公司自有优质茶
园基地4500余亩， 其中有机茶
园3500亩， 千年古茶园100余
亩， 茶叶种苗繁育育圃母本园、
良种示范茶园等基地420余亩，
所管辖茶园面积达20000余亩。

公司拥有2条全自动化生
产流水线， 年加工能力300余万
斤。 公司实有资产5000余万元，
现有员工116人， 其中具有大专
以上学历的17人，各类技术人员
32人，高级职称的2人，中级职称
的7人，管理人员12人；公司立足
“三农”，构建了“公司+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科研所” 的种植
基地建设和管理模式， 直接带动
农户8000多户， 辐射到沅陵、安
化、桃源三县的八个乡镇。

公司“十三五”规划：推进
实施“五个一工程”，即新增（改
造）茶园一万亩、带动农户一万
户、产值突破一亿元，打造一个
集茶文化、 旅游观光为一体的
国家AAAA景区（辰龙关十里
生态观光茶廊），建一个高标准
茶文化产业园（官庄碣滩茶文
化产业园暨万吨精制（出口）茶
加工中心）。

大茶网开启最受欢迎茶品牌评选

碣滩明珠：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

春茶采摘。（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