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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信阳历史之
骄，信阳茶见证了信阳
历 史 ，留 下 了 信 阳 印
记，铸就了信阳辉煌，
承载着信阳梦想；信阳
遍地是茶，信阳人人喜
茶，“茶”已经延伸到信
阳各个角落，融入到每
个信阳人的生活；茶是
农民致富之源，成为信
阳山区农民致富奔小
康的重要收入来源，是
促进信阳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农村繁荣的一
大亮点。

百年金奖，溢彩流香。在信阳毛尖荣
获巴拿马金奖 100 周年的这一特殊时间，
10 月 20 日上午，第十一届中国茶业经济
年会暨中国茶发展大会在信阳百花之声
大剧院开幕。来自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以及国内外知名茶
企业家、茶专家、茶组织代表等近千位来
宾共襄盛会。

因茶际会 宾朋聚信阳

中国茶业经济年会是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自 2005 年开始主办的一年一度的茶
界全国性会议，已经成功举办 10 届，成为
中国茶界最具影响力的盛会。会议由重
点产茶地市申请承办，贵州遵义、四川雅
安、云南普洱、湖北宜昌、福建宁德（福
鼎）、湖南岳阳、广西梧州、河南信阳等地
级市分别承办了 11 届年会。

本届年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
信阳市人民政府承办，各省（市）茶叶行业
协会、学会、商会、研究会及有关企业协
办。此届年会是信阳市凭借在茶界的知
名度、影响力和积极的争取，2013 年 10 月
在湖南岳阳举行的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
年会上，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国茶业经济年
会的举办权。2014年 10月，在广西梧州举
行的第十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信阳市
正式接过了 2015年“第十一届中国茶业经
济年会”的会旗。

副省长王铁在致辞中首先代表河南省
人民政府和1亿名中原儿女，对出席开幕式
的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衷心感谢，对年会
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今天，来自全
国各地的朋友们因茶集会，因茶结缘，这充
分说明了茶叶虽小，魅力却大。小茶叶蕴
藏大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已经有了五千多
年的历史，茶叶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从中
国传到世界各地，搭建起与世界文化交流
融合的桥梁，小小的茶叶泡出的是浓浓的
文化。小茶叶托起大产业。近年来，全国
茶产业发展迅猛，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
业链条，而与之相关的茶馆业、茶餐饮业、
茶旅游业也在快速发展，小小的茶叶托起
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大产业。小茶叶引来大
商机。从一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到茶马古
道，再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叶流通的
路线，把无限商机送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小茶叶惠及大民生。茶产业已经成为扩大
就业渠道、增进人民健康、增加农民收入、
惠及社会民生的绿色朝阳产业，因茶而富
的人越来越多，小小的茶叶成为茶乡茶农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小茶叶做
出大文章。此次全国茶业经济年会的举
办，不仅将给信阳和河南茶产业的转型升
级带来新的机遇，也必将对全国茶产业的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茶叶的文章会越做越
大、越做越精彩。

肖仲凯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和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对信

阳市委、市政府对本届年会的精心安排与
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茶叶的关
注度和消费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已经
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
一批有品牌、有实力、有影响力的茶企业
相继诞生。

茶界传喜讯 信阳获大奖

2015 年度中国茶叶行业十大年度经
济人物，中国茶业十大渠道品牌企业，全
国十大生态产茶县，中国茶业转型升级示
范县，中国茶叶产业示范县，“茯茶之源”
茶乡命名，中国茶行业终身成就奖等在第
十一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开幕式上公布
并颁奖。信阳市浉河区、光山县、商城县
和信阳卢氏茶叶公司总经理卢文全，分别
获得中国茶叶产业示范县、中国茶业转型
升级示范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和中国
茶叶行业十大年度经济人物四项全国茶
业年度大奖。

在随后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茶业经
济年会重点产茶县区政府工作座谈会上，
2015 年度全国重点产茶县区百强出炉，
河南共 8 个县区入围，全部来自茶都信
阳。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根据对 2014 年度
全国各重点产茶县的茶业产量调查结果
分析，按产量对具备一定规模的全国重点
产茶县（市、区）进行排序，评出前百名，前
三分别为福建泉州安溪县、贵州遵义湄潭
县、广西南宁横县。信阳市进入百强的 8
个县区中，浉河区排名第 6 位、光山县第
51 位、新县第 64 位、商城县第 68 位、固始
县第 70 位、罗山县第 73 位、潢川县第 90
位、平桥区第 95位。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现有团体会员 800
多家，个人会员超过 2000人。年会规模逐
年扩大，每年有超过千名全国各地的知名
企业老总、著名茶学专家、学者和社会知
名茶人，以及产茶地区领导和行业管理部
门负责人参加中国茶业经济年会。

因茶致富 信阳金名片

本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以“新常态、
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延续往年内容严
谨、专业性强、影响力大的特点，突出“山
水信阳·美丽茶乡”的特色，把焦点聚集在
如何认清新常态，把握新机遇，赢得茶产
业新发展，促进全国茶界的互相交流、学
习、合作，推动中国茶不断走向世界，为助
推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支持信阳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乔新江以《发挥
信阳茶优势，再创信阳茶辉煌》为题，在中
国茶（信阳毛尖）发展大会上作主旨发言。

乔新江说，茶与信阳有不解之缘。茶
是信阳的金色名片，是信阳生态魅力的集
中体现，是信阳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是

信阳提升形象的重要载体，是信阳走向世
界的桥梁、世界了解信阳的窗口。

乔新江介绍，截至 2014 年底，信阳茶
区茶园面积达 210 余万亩，茶叶产量达 6
万吨，总产值达 90余亿元。全市现有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家，省级龙头企
业 14 家，市级龙头企业 64 家，中国茶行业
百强企业 6 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7 个，中
国名牌农产品 3 个；现有茶叶从业人员超
过 120 万人；茶农人均种茶收入超过 5000
元。2015 年，经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
品牌研究中心评估，信阳毛尖品牌价值以
55.73亿元，位居全国第三位。茶产业已成
为信阳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的有
力支撑和重要抓手，是信阳市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一大特色亮点，是信阳发展特色
农业经济和绿色生态经济的支柱产业。

乔新江表示，茶是信阳腾飞的翅膀。
“十三五”期间，信阳将结合当前国内外茶
产业发展新形势、新常态，加快推进茶产业
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以“信阳毛尖”和“信阳
红”为核心的“信阳茶”品牌，不断提升信阳
茶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助力信阳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力争到 2020年，全市茶叶总产
量达到 20万吨，产值达到 300亿元，实现亩
产值 1 万元，茶农人均种茶收入达到 9000
元以上。努力把信阳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
现代茶产业示范区、中部最大的茶叶产销
集散地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休闲旅
游城市，跨入全国茶产业发展第一方阵。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
中国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戚强、中欧
国际商学院博士王锐睿分别以《中国茶产
业消费报告暨绿茶消费形势分析》、《中粮
茶业的战略与发展》、《茶与互联网+》等
为题在中国茶（信阳毛尖）发展大会作主
题演讲，与参加本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的
全国各知名茶企、科研院所、茶叶团体等
近千名特邀代表共同探讨中国茶业在新
常态下的发展问题。

因茶奋进 指数连茶乡

茶乡连市场，指数来帮忙。随着中国
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信阳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郑志强等共同启动“信阳毛
尖指数发布”LED 屏电子按钮，它标志着
中国名茶——信阳毛尖在市场体系建设
方面已经得到全面提升，正式迈入指数 E
时代。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
介绍，茶叶指数是宏观茶业经济的缩影，
作为由一套科学、完整、严谨的评判体系
产生的茶叶数据，茶叶指数将可以更直
观、更灵敏地反映茶叶市场供需变化，茶
叶经营者信心指数的变化，从而科学地指
导茶产业发展、经营贸易和市场管理等实
践活动。在促进茶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增强产品定价话语
权等方面的作用十分清晰与重要。

“中国茶叶市场指数”包含了中国茶叶
市场价格指数、中国茶叶市场景气指数及
中国茶叶市场满意指数三大类，分别反映
我国茶叶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和趋势、市场
景气状况及商户信心和市场运行情况。信
阳毛尖指数发布，不仅有利于增强信阳毛
尖市场的价格透明度，有利于帮助信阳茶
农全面及时地了解茶叶市场的变化趋势和

动态，同时也可以逐渐尝试订单茶叶、网上
交易等方式，实现茶业的升级换代。

据悉，信阳毛尖价格指数的调查布点
将依托信阳市茶叶流通协会,在信阳市主
要茶厂、销售市场进行相关数据的调查上
报。相关数据再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人
员或相关专家进行分析,撰写分析报告,拟
定以月为周期发布指数评析,以年为周期
发布指数报告。通过信阳毛尖指数,可以
深入了解信阳毛尖市场运行状况,有效规
避市场风险,打造信息透明平台,提高交易
价格公信力,为政府规划、决策全市茶产
业发展提供科学的合理化建议。

因茶惊艳 百年梦辉煌

10月 20日晚，展示信阳茶历史与茶文
化的国内首部茶文化电影《草木之恋》，作
为第十一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献礼之作
在信阳首映，参加中国茶叶经济年会的与
会人员与信阳市民一道首先欣赏到了这
部电影。央视 6 频道著名主持人蓝羽，与
电影主演之一王今心共同主持了首映式，
导演、编剧及主演等到场与观众见面。

该片全名《草木之恋—情定旧金山》，
系信阳作家晏子历时 6 年策划、招商，编
剧并联合导演的一部年代爱情故事片。
影片以 1915 年信阳毛尖荣获巴拿马国际
金奖历史为背景，用艺术的手法，光影的
语言，讲述了几位青年茶人之间动人的爱
情故事，通过对茶农、炒茶师、茶艺师等不
同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信阳茶人对极
品茶的追求，讲述了茶文化传承与发扬的
故事，体现了追梦情怀、爱国主题与人文
思想，并渗透了地方的风土与文化特质。
影片不仅仅是宣传信阳茶，而是站在国家
民族的高度，弘扬民族精神，体现中国人
百年追梦的历程，对弘扬茶文化、繁荣茶
经济、推动茶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剧曾先后入选中共河南省委宣传
部“中原人文精神精品工程”、中国电影家
协会“百部电影工程”、中国文艺基金会扶
持剧本，受到国家、省、市三级有关部门的
重视支持。信阳毛尖集团等国内多家企
业共同投资打造，资深导演张建成领衔 90
后新锐演员为主体的主创阵容，已于 2014
年 10月—11月份分别在信阳、横店两地完
成拍摄。电影完成片以其积极健康的主
题，创新的艺术风格，已于今年 9月入围第
24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单元。首映之
后，将由奥斯卡院线率先在国内公映。

信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焦豫汝在
首映式上致辞时表示：希望更多的文艺家
致力于信阳文艺事业的繁荣，打造出更多
更好的讲述信阳故事、传播信阳声音的文
艺作品。

本届年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三届中国
（信阳）茶包装交易会暨茶包装创意设计
大赛颁奖仪式。与会代表还深入信阳主
要产茶区参观考察了当地名茶、名企。信
阳还特别组织了地方茶文化文艺表演以
及信阳茶产业发展成就暨信阳毛尖百年
回顾展，全面展示信阳茶产业的悠久历史
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来宾在参会品茶之
际，了解欣赏到信阳宜赏宜游的生态环
境，宜居宜业的社会环境，宜南宜北的地
理环境，宜古宜今的人文环境，深切感受
千年茶都的古今魅力。

信阳毛尖品牌价值55.73亿元，位居全国第三位。

河南省副省长王铁为获奖者颁奖

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为获奖者颁奖

会场盛况

信阳毛尖指数发布

群贤毕至 嘉宾云集

盛世茶都 再铸辉煌
——第十一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

暨中国茶（信阳毛尖）发展大会综述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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