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在办公室，泡杯好茶，放
松下紧绷的神经是非常有必要
的。

但是， 没有泡茶工具，没
有好的茶叶可不行。

24日，记者从风华致远大
茶网了解到， 该公司为了赚取
物流数据流量， 亏本推出优惠
茶套装，里面包含150g湖红工
夫1盒，飘逸杯1个以及玻璃杯2
个（如图）， 市场价格达到288
元， 现在活动特价， 仅需38.8
元， 还包邮。

据介绍，此套餐本打算仅
推出10万套，但是，在两天时间
内，10万套被网友抢购一空，不
少网友还在不断下单， 为补足
网友货源，紧急补增20万套，现
在已经订售近半， 有需要的赶
快去抢。

这款超值产品可以用来送
人、旅行用，或者老板们用来给员
工发福利， 都很不错。 有需要的
猛戳下面的公众号进行下单。

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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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世博会上获颁中国名茶金奖

碣滩茶借线上“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世博，向来是中国茶叶走

向世界的桥梁。百年前，中国
茶首次在世界舞台正式亮相，
百年后，中国茶再次通过世博
会舞台走向世界。

8月初， 米兰世博会上
“中国茶文化周” 顺利举行，
一批中国名茶在此亮相。湘
茶有沅陵碣滩茶、安化黑茶、
古丈毛尖、石门银峰、君山银
针五款名茶获奖。 在茶文化
周上， 为获奖茶品颁发了获
奖奖牌。

8月中旬，获奖品牌代表
陆续回国，8月18日， 百年世
博中国名茶金奖碣滩茶“米
兰行” 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

开。与会专家表示，碣滩茶的
获奖主要还是缘于其出众的
品质。

碣滩茶品牌的兴起，在湘
茶中独具代表性，在2014年以
前，碣滩茶还是一个“养在深
闺无人识” 的贡茶，2014年开
始， 通过与大茶网合作，走
O2O模式， 线上线下相结合，
品牌影响迅速扩大，目前在全
国的实体店已经超过700家，
茶产业总值增长迅速。

通过世博会走向世界舞
台之后，日前，大茶网宣布将
落户宁乡，开启线上“一带一
路”，碣滩茶将借助线上“一带
一路”进一步走向国际化。

在本届世博会上，碣滩茶
赢得了国际友人的一致好
评。

沅陵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田官武表示， 碣滩茶主产
茶园海拔高度100多米，南临
沅水，北依武陵群山，处于亚
热季风湿润气候区， 雨量充
沛。常年水汽多、云雾大、日
光不很强烈。温润的气候、丰
富的光热、优质的水土资源，
非常适宜茶叶的生长， 所产
茶叶，根深叶茂，芽多叶大，
质地柔软， 早在汉代就已经
非常有名。自唐代伊始，之后
宋元明清各代， 碣滩茶一直
都是朝廷的贡茶。 上个世纪
70年代以来， 碣滩茶曾一度
被命名为“中日友好之茶”。
直至今日， 碣滩茶力挫群芳
夺得世博金奖， 与中国生态
有机茶之乡———沅陵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
的。“生态、有机”可以说是碣
滩茶走出去最经得起考验的
资本。

湖南农业大学茶学院副
教授朱海燕，是“百年世博中
国名茶国际评鉴委员会”成
员，他表示，碣滩茶能打动评
委的最大亮点是： 碣滩茶无
论从外形、汤色、口感，还是权
威数据检测结果上来看，都是
让在场评委倍感震撼的。首先
沅陵碣滩茶外形条索细紧，圆
曲，色泽绿润，匀净多亮；香气
嫩香、持久；汤色绿亮明净，滋
味醇爽、 回甘， 叶底嫩绿、整
齐、明亮。其次，茶多酚、氨基
酸等有益物质检测数据显
示， 碣滩茶在绿茶中占有非
常明显的优势，凭这些亮点，
碣滩茶品质的魅力深深折服
了评委们的心。

生态有机，品质赢世博金奖

碣滩茶的迅速崛起，不能
不提到大茶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碣
滩茶尽管有着过硬的品质，却
“养在深闺人未识”。直到2014
年初， 风华致远·大茶网的到
来， 正式牵手沅陵县政府，打
造碣滩茶品牌。

大茶网坚持走O2O的道
路，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过一
年多的发展，大茶网碣滩茶的
线下体验店目前已遍布全国，
体验店数量已经达到700多
家。

湖南大茶视界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风华致远·大
茶网董事长刘健在回答记者
提问中表示： 大茶网坚持走
O2O的道路，推动碣滩茶走向
全国， 这仅是大茶网的第一
步。下一步，我们就准备将碣
滩茶逐步推向全球。 目前，我
们正在筹备建立“一带一路”
中国茶产业联盟，准备打造线

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
国家的重点战略，这也是茶叶
的机遇。 我们想整合行业力
量，抱团发展，共同打响中国
茶品牌。

此前，在“一带一路”新财
富（西安）论坛上，刘健提出建
立“一带一路”中国茶产业联
盟，打造线上“一带一路”。这
一举措正在加速落地。

日前，湖南大茶视界控股
有限公司与宁乡经开区管委
会正式签署协议，大茶控股将
落户宁乡经开区“中国·长沙
丝绸之路特色食品产业园”。
该项目总投资1亿元、 用地60
亩，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用
地30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
将建立集办公大楼、 培训中
心、仓储物流为一体的综合性
产业园。 一期将于年内开工。
项目建成后，将是大茶网线上
“一带一路” 最大的仓储物流
中心。 ■记者 肖祖华

借线上“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化

茶行业

周凤莲等获评全省
“十大杰出制茶师”

8月24日，记者从湖南省茶
业协会获悉，2015年“十大杰出
制茶师”名单出炉，由湖南官庄
干发茶业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
周凤莲等领衔。

“十大杰出制茶师” 分别
为：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
司生产部部长周凤莲； 湖南省
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工程师吴浩人；湖南省白
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新安； 湖南省金井茶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长树； 中茶湖南
安化第一茶厂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姚呈祥；湖南沩山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雪钦；湖南华莱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
卫军；湖南省君山银针茶业有限
公司执行总经理廖志刚；古丈牛
角山茶叶专业合作社厂长龙光
兴； 湖南沩山湘茗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厂长姜泽均。

此外， 还评出两位非物质
文化遗产制茶大师。 千两茶大
师、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肖益平；
茯茶大师、 湖南省益阳茶厂有
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杏益。

周凤莲是此次“十大杰出
制茶师”中女性的代表，曾荣获
2014年“都匀毛尖杯”全国手工
制茶大赛特等奖；2015年大茶
网杯“茶王”大赛一等奖；2015
年6月，由她领衔制作的“官庄
干发牌碣滩银毫” 荣获意大利
米兰世博会“百年世博中国名
茶金骆驼奖”。

据悉，2015湖南茶叶“十大
杰出制茶师” 评选活动由湖南
日报社、湖南省茶业协会、湖南
省茶叶学会、 茶祖神农基金会
等单位组织开展，是2015’第七
届湖南茶业博览会的主体活动
之一。■通讯员 薛瑞众 周恒元

8月23日，第二届中国世界
功夫茶大赛颁奖典礼暨茶企
《商业模式创新》高峰论坛在厦
门举行。 湖南大茶视界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风华致远
（湖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健荣膺“中国世界功夫茶
十大风云人物”，风华致远（湖
南）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吸收
为中国绿色农业联盟、 中国茶
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单位”。

大茶网，以“茶”为核心，以

O2O模式运营。 搭建中国茶产
业、农业产业特色型、标杆式平
台；为上游“O”开拓渠道，为下
游“O” 整合资源， 用心演绎
“2”， 切实为中国9亿农民在思
考，公司成立近两年来，大茶网
线上蓬勃发展， 线下体验店在
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

刘健表示， 这是业界对这
样一位在茶业界率先提出O2O
概念， 并将O2O运行得风生水
起的领航者的肯定与赞赏。

优惠信息

38.8元送茶壶茶
杯还包邮的好茶

刘健荣膺“世界功夫茶十大风云人物”

沅陵县茶业协会会长张干发（右一）及夫人和国际慢茶协会主席、意大利茶业协会主席马可先生在米兰世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