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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來，石阡縣委、縣政府緊緊圍繞 「大
興產業、大辦工業、大變區位」的發展目標，按照
「傳統農業抓提升，特色產業抓突破，新興產業抓

壯大」的思路，抓住國家實施退耕還林的政策機
遇，在退耕還林政策上深入探索、大膽實踐，引導
群眾實施了 「退耕還茶」工程，拉開了石阡茶葉大
發展的序幕。在茶葉產業發展進程中，縣委、政府
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立足生態優勢的產業基
礎，以市場為導向，注重創新機制。堅持 「先做大
再做強、做優」的原則，從政策、資金、技術方面
給予重點傾斜，通過建基地、培龍頭、抓科技、強
管理、活市場，全力推進茶產業建設。2003 年－
2005 年連續 3 年實施退耕還茶工程，共計建茶園
39602.8 畝；2006 年實施了林下套茶工程，建園
22897.2畝。

壯大基地
優化品種布局 實現一功多效

石阡縣因有獨特的地方茶樹品種，被中國茶葉
流通協會授予 「中國苔茶之鄉」，是茶樹的原產地
之一，有上千年的茶葉利用和生產文明歷史。現代
科技研究證明：石阡苔茶富含人體必須的礦物養
分，其中鋅元素達到 63.9mg/kg，硒達到 0.46mg/
kg，鉀元素達到18185mg/kg，具有 「富鉀天下」的
美譽。近年來，在中央財政現代農業項目的支持
下，石阡縣立足傳統茶葉資源，面向市場，以效益
為中心，以調整優化農業種植業結構為主線，以促
進農民增收為中心，縱深推進茶產業發展，全面步
入持續和健康的快車道。目前全縣茶園面積達到
28.5 萬畝，良種化率達 90%以上水平，茶產量達到
4850噸，產值達到2.73億元。

1、茶園基地壯大，品種布局不斷優化。截至
2011年底，全縣茶園面積已達28.5萬畝，基地規模
位居貴州省第三，銅仁地區第一。正常投產茶園
10.09萬畝，半投產茶園7.01萬畝，撫育期幼齡茶園
11.4萬畝。縣內18個鄉鎮均有茶園分布，其中，聚
鳳鄉、龍塘鎮、五德鎮、本莊鎮、甘溪鄉、龍井
鄉、石固鄉、白沙鎮茶園面積分別達 1 萬畝以上，
全縣連片 100 畝以上茶園 220 個，種茶農戶 3.78 萬
戶，佔農村家庭總戶數的 30%左右。全縣通過茶葉
無公害產地認證面積8萬畝，佔茶園面積的39%。

2、茶園管理情況。 「三分種七分管」，石阡縣
把幼齡茶園撫育放在基地建設的優先位置抓，多法
並舉促進幼齡茶園管理。一是採取合理間作，以園
養園，以短養長，解決茶農在投產前的收入來源，
同時通過間作作物的田間管理完成茶園管理，實現
一功多效。二是實行以補代獎，激發茶農管茶積極
性。按茶園管理技術方案，每次檢查達到無病蟲
害，補植補造的，每年每畝茶園補助 130 元的茶葉
專用肥以示獎勵。2009 年全縣茶園間作黃豆 2.7 萬
畝，間作花生 6.7 萬畝，間作蔬菜矮桿作物 0.6 萬
畝，發放肥料4423噸，其中政府採購和發放花生種

子 23.6575 萬公斤。2010 年全縣茶園合理間作達 12
萬畝，2011年茶園間作面積達11.4萬畝，有效促進
了茶園管理，保證了茶樹幼年期的正常生長條件，
茶樹個體生長勢均達到相應指標。

大力發展加工企業
打造特色品牌

石阡縣茶產業發展在縣委、政府的強勢推動
下，茶葉加工如雨後春筍，大型茶場有坪山鄉坪貫
茶場，面積280畝；聚鳳鄉高原茶場，面積640畝；
龍塘鎮屯豐茶場，面積 460 畝；白沙鎮新山茶場，
面積 300 畝，主要品種為石阡苔茶；聚鳳鄉高坪茶
場，面積1200畝，主要品種為福鼎大白茶。

石阡縣茶葉加工企業有南天農業開發有限責任
公司、和鑫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夷州貢茶有限公
司、石阡茗茶科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石阡縣苔茶
公司、龍慶公司、和泰公司以及茶葉專業合作社等
加工企業。2011 年又新引進了台灣隆泰公司投資
1.05億元落戶石阡。

自2006年以來縣內茶葉加工廠建設。截止2011
年，全縣已建起茶葉初、精加工廠33座，小型茶葉
加工廠60戶。擁有生產加工等設施用房18000餘平
方米，茶廠動力設備、製茶機械 500 餘台（套），
加工業累計資產總額2144餘萬元，年茶葉加工能力
達5000噸。縣內加工從業人員3000餘人。產品涵蓋
珠茶，長炒青、烘青，小種紅茶、烏龍茶，扁型
類、直條型、螺型等多種名優綠茶。

在茶葉品牌打造上，石阡縣一直按照 「建設有
品牌的市場，有市場的品牌，品牌有統治力，市場
進得去，區域統得起，企業捆得起」的要求，通過
參與各項經貿活動，舉辦重點產業論壇，努力打造
和推介茶產業、茶資源、茶產品，提升了品牌效
應。特別是依託商業策劃機構——深圳研成公司的
合作，組織系統的品牌策劃中心、管理中心，建設
現代品牌發展模式。隆重推出了 「石苔天草、阡尊
佛頂、雲頂淨界、貴綠」石阡苔茶系列商標。石阡
苔茶2009年成功通過了中國地理標誌產品認證，取
得了貴州十大名茶產品稱號，在日本舉行的國際茶
文活動中獲得國際綠茶金獎。2010 年成功登陸貴
陽、北京等城市，並獲得 「貴州三大名茶」第二名
稱號，2011年石阡苔茶在北京國際茶葉博覽會參評
獲 「金獎」，大幅提高了石阡茶葉的知名度、榮譽
度。

該縣夷州貢茶有限公司生產的 「夷州翠芽」
2008年3月獲 「全國消費者信得過產品」稱號。4月
參加2008中國（北京）國際茶業博覽會名優茶評比
和 5 月參加中國上海第十五屆國際茶業博覽會名優
茶評比均獲金獎。2009年南天公司生產的 「坪山翠
芽」參加日本綠茶評比獲金獎。茗茶科技有限公司
和夷州貢茶有限公司生產的茶葉產品於3月通過QS
認證。

2009年石阡苔茶參加貴州綠茶評比獲得了貴州
十大名茶稱號、並獲得了國家地理標誌產品保護。

2010年參加貴州五大名茶評比獲得了貴州三大
名茶第二名稱號。

2011年石阡苔茶全國排名前50強，北京茶博會
上獲兩枚金獎。

發展龍頭企業
擴大市場佔有率

石阡茶葉從2007年至2011年，茶葉經營龍頭企
業從1戶增長到5戶，茶葉生產專業合作社從零發展
到目前的22戶，茶葉販銷經濟人隊伍達300人，帶
動茶農 3.7 萬戶，11 萬人，茶葉從業人員從 83 人增
長到 11 萬人。茶葉銷售收入從 2007 年的 3700 萬
元，佔國民經濟總量的6.5%，提升到2011年的2.73

億元和20%的貢獻水平。
市場化程度高。茶葉為國家首批放開價格的農

產品，縣內茶葉價格，流向全部實現了100%的市場
調節。政府在生產環節提供統一的規劃和指導和扶
持。

市場佔有率持續增長。國內茶葉市場總額為
350 億元人民幣左右，2011 年 「石阡苔茶」基本達
到國內市場的 1%份額。貴州年茶葉市場 8.5 億元左
右， 「石阡苔茶」在貴州省內市場佔有率達14%。

對行業發展的影響力不斷增大。 「石阡苔茶」
發展為貴州茶葉的領跑者之一。2011年，石阡躋身
為全國茶葉基地建設前50縣。預計到2015年，縣內
茶園面積達30萬畝，產值12億元，如果國內茶葉市
場年均增長 5%， 「石阡苔茶」總產值從全國的
1%，將增長到2.9%，對產業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
作用。

前景廣闊 發展潛力巨大
石阡茶葉有較高的經濟價值。 「石阡苔茶」已

列入國家標準化委員會全國第六批農業標準化示範
項目。 「石阡苔茶」持嫩性好、嫩綠、綠潤，常年
茶色嫩綠，無紫芽、芽頭不易散脫，這些特性都是
做高檔針型綠茶、松針類型綠茶最理想的品種；芽
頭不易散脫，這些特性都是做高檔針型綠茶、松針
類型綠茶最理想的品種； 「石阡茶苔」生長發芽整
齊、直立向上、分枝緊湊，便於採摘，適應機採，
抗逆性強，適合大規模發展。是貴州特色茶產業的
戰略品種。

石阡縣苔茶鋅的含量達到63.9mg/kg，硒的含量
達到 0.46mg/kg。特別是 1996 年經省地礦研究所畢
坤專家測定坪山茶的鉀元素含量為18185mg/kg，屬
高含量、高溶解率，具有抗暑的生理功能（溶解率
為63.94%），茶多酚、氨基酸和水浸出物均高於全
國平均水平。可紅、綠茶兼製，名優茶、大宗茶兼
製特別適宜深加工。

目前，儘管石阡茶葉產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但與茶葉產業發達地區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縣
委，縣政府決定打造 「中國苔茶之鄉」，就是舉全
縣之力打造茶產業，利用好 「中國苔茶之鄉」這張
金名片，達到以茶揚縣，以茶會友，以茶強縣，以
茶富縣，以茶富民的目的。統一質量標準、統一商
標、統一標識的辦法整合石阡茶葉，提升石阡茶葉
品牌形象。

明確發展方向 實現發展目標
基地建設：茶園建設總規模40萬畝以上，力爭

43萬畝。其中：石阡苔茶建設面積20萬畝以上；盛
產茶園建設面積20萬畝以上；無公害茶園認證20萬
畝以上；有機茶園認證 5 萬畝以上。 「石阡苔茶」
母穗選育 600 畝以上；提純擴繁石阡苔茶 50 畝以
上。無性良種化水平達95%。

加工設施建設目標：苔茶初、精、深加工廠達
到17-20家，其中新增加工廠7-10家。引建年初加
工能力達到 5000 噸以上 1 個，年精加工能力達到
2500 噸以上 1 個。提升縣內茶葉加工生產能力 80%
以上。

市場建設目標：建成產地茶青交易市場20個，
擴建縣城乾茶交易市場 1 個；使縣內茶青及乾茶交
易入市率達到80%以上。

經濟效益目標：乾茶總產達 60000 噸，茶葉產
值達30億元，茶農戶均收入4.8萬元，年創稅收2億
元。

政策扶持 惠及萬戶茶農
石阡縣政府對本縣茶農、茶葉企業均有針對性

的補貼。對縣內茶農按規劃新建茶葉加工廠 100 平
方米以上，年度內新購置的茶葉機具，除正常享受
國家、省、地的購機補貼外，縣財政另給予 20%的

購機補助和 1 萬元的建廠補助。對外招商引資入駐
茶葉加工企業按合同約定兌現。

凡組建一個茶葉專業村，擁有茶園面積1000畝
以上的，並組建茶葉專業合作社，有固定辦公場
所，1000平方米以上加工車間，經縣茶葉管理局和
相關部門考核認定年產銷乾茶達50噸以上，並在省
內外開設石阡苔茶銷售門市部 1 個以上的，一次性
獎勵該村經濟組織10萬元。

凡組建一個茶葉集團企業，註冊資金達2000萬
元以上，有固定辦公場所，1000平方米以上加工車
間，經縣茶葉管理局和相關部門考核認定年產銷乾
茶達 300 噸以上，並在省內外開設石阡苔茶銷售門
市部3個以上，一次性獎勵30萬元（僅對縣內註冊
企業，不重複計算）。

縣內茶葉加工企業從本縣茶農手中收購鮮茶青
達到 200 噸以上的，憑銷售茶青茶農姓名、住址、
身份證號碼、聯繫電話、交易數量、單價、支付金
額等內容的清冊，經縣茶葉管理局和鄉（鎮）茶業
管理站核對無誤，一次性獎勵5萬元。

凡直接從茶農手中承包、租賃土地新建茶園或
承包管理幼齡茶園的企業，與本縣種茶農戶享受同
等茶園基地建設的扶持政策和肥料補助，但發包茶
農不得再重複享受該項補助。

凡一個營銷企業銷售 「石阡苔茶」品牌系列茶
產品，經縣茶葉管理局和相關部門考核認定年銷量

達500噸以上的，一次性獎勵30萬元。
凡一個企業或茶葉專業合作組織在一個年度新

開設 「石阡苔茶」形象專賣店，縣級每個專賣店銷
售乾茶 2 噸及銷售產值 100 萬以上一次性補助 2 萬
元；地市級每個專賣店銷售乾茶5噸及銷售產值200
萬以上一次性補助 5 萬元；省級每個專賣店銷售乾
茶50噸及銷售產值300萬以上一次性補助10萬元；
省外地市級城市每個專賣店銷售乾茶50噸及銷售產
值300萬以上一次性補助10萬元，省級城市每個專
賣店銷售乾茶50噸及銷售產值300萬以上一次性補
助20萬元。

獲得省級農業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獎 5 萬元，
獲得國家級農業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獎10萬元。

獲得省級著名商標企業一次性獎 5 萬元，獲得
國家馳名商標企業一次性獎10萬元。

鼓勵在縣內外縣級以上城市開設石阡苔茶茶藝
館，凡新開設一個，面積達 100 平方米以上，打石
阡苔茶招牌，經營石阡苔茶，宣傳石阡茶文化的個
體商戶，一次性獎勵一萬元。

弘揚石阡茶文化
保護 「茶葉活化石」

「石阡苔茶」母樹至少有上千年歷史，屬古樹
系列，可作研究貴州地方茶品種苔子茶生態課題的
活標本。石阡是貢茶的故鄉，保護古稀茶樹是具有
歷史、文化、旅遊價值。

石阡縣在弘揚茶文化的同時，更加注重對 「石
阡苔茶」 「根」的保護。保護好 「石阡苔茶」母樹
就保護了 「根」，有了根就有經久不衰的發展源
頭。石阡發展 「苔茶」是靠扦插無性的方式進行繁
殖育苗，無性繁殖的最大優點就是產生不了新的基
因型，即後代的遺傳信息與母本相同。同時，也是
最大缺陷，在自然條件下，一個物種正是憑藉優於
親本的新的基因型而被自然選擇，從而適應不斷變
化的外界環境，一代一代存活下來，而長期的無性
繁殖，勢必會導致這個物種生命力下降，這就是自
然規律。石阡縣政府為子孫們留下了解決辦法，這
就是 「石阡苔茶」的母樹還在，生長環境保護了，
子孫們就有了解決的根本辦法。

「石阡苔茶」被譽為 「茶葉活化石」，是因為
「石阡苔茶」有着獨特、顯著的增強免疫力、美容

養顏、延年益壽等藥用和保健功效，因此備受消費
者喜愛，這是業界人士的共識。苔茶加工工藝自
然，最大程度保留了茶葉中的營養成分，屬最原
始、最自然、最健康的茶類珍品，其歷史、生產、
功效在唐代茶聖陸羽的《茶經》均有記載。

石阡縣位於貴州省東北部，銅仁地區中部，地處湘西丘陵向雲貴高原過渡的梯
級大斜坡地帶，氣候溫和，雨量豐沛，屬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日照充足。石
阡縣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圍繞省、地關於加快茶葉產業發展的精神，確立了 「以建
設生態的理念發展產業，用發展產業的方式建設生態」 的產業發展指導思想，以促
進農民增收為目標，創新觀念、真抓實幹，全力推進茶產業建設，到2011年全縣茶
園面積累計達28.5萬畝，綠茶總產量達4850噸，實現生產總值2.73億元。茶園面
積居銅仁地區第一、全省第二，為全省三個茶產業發展重點扶持縣之一， 「石阡苔
茶」 已列入國家標準化委員會全國第六批農業標準化示範項目。石阡縣經過幾年的
發展，實現了茶產業跨越式發展。

本報記者 汪仕英 勞 莉 杜錦霞

縣城沿河夜景

石阡縣高坪茶園

茶農在苗圃育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