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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交流合作、文化傳承、茶源尋根、共享普洱」為主題的2013國際茶業大會•第八屆中國
雲南普洱茶國際博覽交易會•第十三屆中國普洱茶節連袂於5月25日至27日在雲南省普洱市舉
行。此次國際盛會將吸引美國、加拿大、俄羅斯、英國、德國、歐盟及印度、斯里蘭卡、肯
雅、坦桑尼亞、馬拉維等國以及中東、東盟、西北非地區和國內各省市及港澳台茶葉協
會、地區行業組織及知名企業的領導參加。雲南省普洱市官員表示，國際茶業大會首次選
址雲南 「茶馬古道」之重要驛站，其將着力展示我國西南茶產區的特色，突出民族品牌
的塑造與宣傳，提升中國茶整體形象。大會議程不僅體現國際茶文化與普洱少數民族文
化和普洱茶文化的交融，更將助推普洱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世界好茶看中國，中國好茶看雲南」。坐擁580餘萬畝茶園、全國第三的茶葉產
量、全國農殘量最低的茶葉品質和獨具內涵的民族茶文化，雲茶的優勢與品質在國際市
場中競爭力趨強，然而，由於雲南普洱製作工藝特殊，唯一性和排他性，使其曾幾度遭
遇市場炒作，如何與國內外高端買家進行更具效益性的合作？如何使普洱之健康生態本質
更好地為大眾所認知與應用？這正是此次國際茶業大會與第八屆中國雲南普洱茶國際博覽
會和第十三屆中國普洱茶節的重要契合點。

據介紹，此次國際茶業大會以推動我國茶產
業轉型升級和茶葉出口持續健康發展為宗旨，以
服務茶葉產地、服務邊遠地區、服務民族民生為
切入點，聯合全球茶人合作打造專業性、具有重
要市場價值的平台。屆時，國家有關部委領導，
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茶葉委員會、歐盟茶葉委
員會的負責人將出席大會，美國、加拿大、俄羅
斯、德國、英國、日本、韓國、摩洛哥、埃及、
印度、斯里蘭卡、台灣、香港等30多個國家和地
區的行業組織也將派員參會，大會還將邀請英國
立頓、川甯、俄羅斯公主、五月、摩洛哥密度、
穆斯塔法等知名國外茶企的代表，屆時，茶種植
和加工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及國內外知名企業家將
齊聚雲南普洱，共同商討茶葉行業的熱點、難點
和焦點問題，為世界茶行業發展獻計獻策。

議程上，世界茶人高峰論壇、世界紅茶CEO
論壇、普洱茶國際論壇、茶產品交易會、2013帝
泊洱之夜•世界茶人聯誼晚會等活動將從生產茶
葉安全、質量管理體系建設、技術壁壘及茶葉貿
易、科技創新、新品種及新技術、品牌建設、市
場營銷、生態茶園建設及茶產業國際交流與合作
等議題透視茶業發展趨勢。據介紹，在當前歐洲
經濟不景氣，非洲和東南亞的市場趨於飽和的形
勢下，本屆大會力爭給中國茶葉企業帶來更多新
理念新思路和新信息新技術，說明企業走出困
境。通過邀請國外茶葉行業協會負責人及主要進
口商參觀、洽談，讓外商了解我國茶葉產業優勢
和最新發展狀況，特別是西南茶產區的情況，加
快我國茶產業國際化進程，提高我國茶產業在國
際市場的影響力。

迎新里程迎新里程妙曼妙曼

精英齊聚精英齊聚 規模歷年最勁規模歷年最勁
「樹下是歷史、枝頭是未來」，這句話形容普洱茶的發

展非常貼切。茶馬古道的輝煌固然值得敬然，但普洱茶未
來卻是充滿無盡創意，當地對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為普洱未來

的發展打開新的領域。
早於2007年，普洱市委、市政府組織省內外相關科研院

所、企業開展普洱茶功效科學研究，開發適應市場需求的普洱
茶新產品，運用信息化管理手段使茶山、種植、採摘、粗製加
工和精深加工實現網絡化和數字化；並加大現代設備製造新技
術的應用力度，使茶葉粗加工、深加工標準化和機械化。2008
年，普洱茶研究院制定了《普洱茶科學研究行動計劃》，確定了
6個研究領域、15個攻關課題以及階段目標；實施一個科學研究
行動計劃，完成一個生態茶山改造工程，建設一個特色生物茶園
區，培育一個百億現代茶企業，打造一個茶業國際知名品牌的
「五個一」工程。

據介紹，共有150多名國內外博士、專家以及吉林大學、清華
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雲南農業大學、昆明理工大學、天津天士
力集團、中國生物技術集團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美國馬里蘭大
學、日本兵庫醫科大學等21家科研院所和企業參加了該計劃的實

厚積薄發厚積薄發 科技助普洱新生科技助普洱新生

普洱市是世界茶樹原產地的中心地帶，也是普洱茶的原
產地。它有着2700年的鎮沅千家寨野生世界 「茶樹王」，上
千年的瀾滄邦崴古茶樹和1800多年的景邁山萬畝人工栽培古
茶園堪稱世界奇觀，是世界茶樹資源的重要寶庫。

若要說在這個以 「茶（普洱）」命名的城市中，茶如今
的地位如何？普洱市的發展目標對此已作解釋：以生態立
市、綠色發展為動力，全力打造中國著名、世界聞名、世人
矚目的普洱國際品牌和 「妙曼普洱、養生天堂」城市品牌，
着力打造特色生物產業、清潔能源、林產業和休閒度假基
地，茶產業如今是與林、電、礦和文化旅遊養生齊名的五大
支柱產業之一，茶產業發展的生態經濟模式讓普洱綠色產業
共同受惠。走進普洱便發現，茶已成為當地人的生活靈魂，
普洱人已將茶的養生內涵與生態理念植入了其不斷延伸的產
業鏈中，它便是 「妙曼」品牌的最佳體現。

2008年 「雲南普洱茶」喜獲國家地理標誌產品保護之
後，海內外市場也對普洱茶品質和信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
經歷人文普洱、科技普洱、養生普洱等發展階段後，普洱茶
呈現的不僅是其向高端漸進的品質，更重要的是生產理念和
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深刻變遷。按當地的話來說，普洱茶產
業發展是 「六步走」：一是完善機構建設，狠抓質量標準體
系；二是加強生態茶園建設，抓好普洱茶第一車間；三是重
視科技研究，加大科研成果轉化；四是培育龍頭企業，打造
普洱茶知名品牌；五是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引領茶產業快速
發展；六是加強市場開拓，宣傳普洱茶文化。據統計，2012
年，全市茶葉總面積146萬畝，實現總產值60.38億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82.47%，普洱茶產業發展呈現迅猛態勢。

茶產業作為普洱的生態產業鏈中重要一環，茶產業的經

茶業精神茶業精神 綠色產業共受惠綠色產業共受惠

施。普洱還與 「日本中國留學生生命科學協會」和
「美國華人科學家醫藥協會」聯合，啟動了 「世界

華人科學家普洱茶研究行動計劃」，在日本兵庫醫
科大學建立了 「普洱茶研究室」，在北京師範大學
成立了 「北京普洱茶研究院」；2010年5月，普洱市
政府與天津天士力集團共同在韓國和日本舉辦了
「科學普洱—帝泊洱走進韓國和日本」系列宣傳推

廣活動。如今，普洱茶的相關研究已獲得階段性重
要成果，成果轉化效益明顯，科技帶給了普洱茶新
的生命。

提質增效的道路為普洱茶產業發展的有效途
徑：即科學規劃，建設生態茶園、有機茶園。目
前，在普洱已通過認證的有機茶園有11.8萬畝。生態
茶園則利用茶園的生態環境，把古茶園、現代茶園
進行科學規劃，結合整合優勢資源。根據園區特
點，選擇六個品種以上的植物種植在茶區，利用植
物相生相剋的特性，建成生物多樣性的立體生態茶
園，有着遠眺是森林、近觀是茶園的效果。

宜居宜商宜居宜商 領跑生態經濟領跑生態經濟
建設國家綠色經濟試驗示範區是普洱

綠色發展的重要載體，這一目標的提出為
普洱茶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

的願景。從 「妙曼」出發到綠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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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5月24日

5月25日

5月26日

時 間

20:00~22:00

9:00~10:10

10:30~11:30

13:30~14:00

14:30~18:00

20:00~22:00

9:00~12:00

14:00~17:30

20:00~21:30

地 點

龍山接待中心

普洱大劇院

普洱市文化中心廣場

茶馬古鎮

市行政中心二樓大會
議室

普洱市文化中心廣場

市行政中心二樓大會
議室

天士力生物茶谷主樓
三樓大會議室

普洱大劇院

活動項目

普洱咖啡之夜

開幕式

祭茶祖儀式

茶產品交易會開幕式

世界茶人高峰論壇

普洱部落民族大聯歡-

篝火晚會

世界紅茶CEO論壇

普洱茶國際論壇

2013•帝泊洱之夜•世
界茶人聯誼晚會

日 期

5月 25日 ~

27日

5月24日

5月24日~

6月14日

5月 20日 ~

26日

5月26日

5月 20日 ~

30日

5月 25日 ~

29日

★活動最終安排以普洱新聞網公布為準
詳情請登錄普洱新聞網：http://www.puernews.com/

時 間

8:30~17:30

10:30~22:00

20:00~22:00

8:30~10:30

8:30~17:30

地 點

茶馬古鎮

茶馬古鎮

茶博苑路段

「 茶 都 美 食
城」

紅旗廣場、思
茅區體育館

茶城觀景台棧
道

茶馬古鎮展出

茶馬古鎮

活動項目

世界精品咖啡展

普洱咖啡攝影展

「美麗雲南，騎跡茶都」

思茅端午藥根傳統飲食文
化展示

千人廣場舞展示活動

千人棧道健步走活動

書畫精品展

茶產品交易會

2013國際茶業大會•第八屆中國雲南普洱茶國際博覽交易會•第十三屆中國普洱茶節活動日程表

2013國際茶業大會
第八屆中國雲南普洱茶國際博覽交易會

第十三屆中國普洱茶節第十三屆中國普洱茶節
20132013年年55月月2525日日~~2727日日

文文 黎燕萍黎燕萍

驗也為當地人致富提供了條件，咖啡、石斛成為
與茶共生共榮的 「普洱三寶」。打造世界級生態咖
啡基地、中國咖啡之都和建設全國最大的鐵皮石斛產
業化基地早已提上了發展日程。在2013年， 「六個十」目
標：十個總產值上億元的茶企業；十個茶業總產值上億元的
鄉（鎮）；十個特色的普洱茶莊園；十個制度規範、效益明
顯、帶動作用大的茶葉專業合作社；十個有規模、輻射面廣的茶
葉營銷中心；十個茶葉知名品牌則成為茶產業發展的新動力。

作為此次活動的舉辦地，普洱市將為海內外賓
客呈現一場豐富多彩的盛會。邊疆少數民族祭拜茶
祖儀式、民族長街宴、普洱部落民族大聯歡等活
動，與普洱佤、拉祜、彝、傣、哈尼等少數民族
共度狂歡活動。此外，大會還將組織中外代表參
加普洱咖啡之夜和世界茶源尋根之旅等活動，參
觀天士力生物茶穀等，讓國內外嘉賓親自體驗雲
南茶和咖啡的文化，展示普洱市近年來在生態產
業上的創新與發展。

的領跑者，普洱打造了一個宜居宜商的環
境。普洱今日的進步正展現着，曾經一個茶
杯中的健康品牌逐步以其生態理念帶領一個
區域走向致富與可持續發展的新里程。

從普洱走出去的知名茶品牌越來越多，
普洱走基地、工廠、酒店、文化旅遊四位一
體的莊園化之路，以莊園化帶動文化旅遊養
生產業的品質化，在打造全方位養生環境的
同時實現了旅遊產品養生的全方位。其代表
有雲南柏聯普洱茶莊園，其早於2007年就首
次提出了打造 「世界第一個普洱茶莊園」的
發展理念和經營思路，邀請國際著名的奢侈
品牌 「愛馬仕」設計團隊，薈萃國際時尚元
素，兼蓄雲南少數民族特色，傾力打造一流
的普洱茶形象，屢獲得業界好評。

此外，還有即將開建的祖祥有機茶文化
養生莊園，它將祖祥高山茶園的馬尾山基地
規劃建設成一處集有機茶園、茶科植物展
示、茶文化的度假養生客房，茶文化實踐與
體驗手工坊，茶藝和茶餐飲、茶食品的加
工、品嘗與購買館，以茶為原料的系列養生
技術體驗館和山地體育、休閒娛樂為一體的
茶文化養生莊園，這些都不失為茶產業拓展
的有益嘗試。

◀◀27002700年的鎮年的鎮
沅千家寨古茶沅千家寨古茶
樹樹 楊志堅攝楊志堅攝

▲▲春茶飄香春茶飄香 衛光輝攝衛光輝攝

▲▲景邁茶山景邁茶山
楊克林攝楊克林攝

普洱祖祥茶葉有普洱祖祥茶葉有
限公司生產現場限公司生產現場

▲▲茶園春早茶園春早 景東景東、、羅汀攝羅汀攝

▲▲茶園茶園 楊楊格攝格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