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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黄晓婉）自从4月 14日光山县白雀园镇大别山茶市
2020年春茶开市以来，市场内越发热闹起来。

4月 24日，人还没进茶市，浓郁的茶香扑面而
来。市场内人头攒动，交易火爆，提着大大小小装满
刚刚生产出来的春茶的茶农们，把各个摊位挤得满
满当当。据介绍，这里单日春茶交易量都在 1万公
斤以上，最火爆时甚至超过3万公斤。

光山是豫南著名茶区，信阳毛尖主要产区之
一。近年来，该县大做“茶”文章，全县茶园面积达
24万亩，产值达 12亿元，茶基地、茶市场、茶工业、
茶文化、茶旅游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大别山茶市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末，依靠优越
的区位和便捷的交通，成为南茶北运的中转站，北茶
南销的集散地，茶市内茶叶品种齐全，年成交干茶
2000万公斤，销售额近24亿元，产品除销售到全国
各地外，还出口到非洲、俄罗斯和蒙古等国家和地区。

今年春茶开采后，光山县坚持在抓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统筹茶产业发展和巩固深化脱贫攻坚，组
织专人全力服务好茶农茶企，确保春茶采摘、加工和
销售不受或少受影响。与往年相比，大别山茶叶市
场今年特别开拓了线上营销渠道，引进“互联网+”
营销模式，网上成交量逐日攀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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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看水看蓝天，品红品

绿品毛尖！喝信阳茶，吃信阳

菜，我在信阳等你来！”

3月 28日，信阳市浉河区

浉河港镇的文新茶村内，茶园叠

翠、茶叶飘香，2020年信阳毛

尖开采仪式在和煦春风中开

启。信阳市市长尚朝阳走进网

络直播间，手捧一杯香气四溢的

春茶，推介起信阳毛尖和美丽信

阳，引来全国网友点赞连连。

去冬今春，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像春日的“倒

春寒”一样，将信阳春茶生产带

入不可避免的困境。疫情防控

最吃劲时期，正是信阳毛尖春

茶生产关键期。信阳坚持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

危机中寻机遇，在压力中求发

展，各级党委、政府千方百计为

茶农和茶企排忧解难，积极引

导茶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想

方设法拓宽茶叶销售渠道，推

动信阳茶产业转型升级，确保

茶农增收、茶叶增效、茶企壮

大、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疫情之下
看信阳毛尖如何逆势飞扬

潢川县已发展茶园面积17.3万
亩，培育茶叶类专业合作社52家，注
册茶叶商标 28个，带动 2000多名
贫困人口依靠茶叶生产脱贫致富。
图为潢川县仁和镇大岗村的茶农正
在抢抓农时采摘茶青。6 蔡丽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
宏冰）4月 25日下午，信阳市市长尚朝阳与固始县县
长王治学、浉河区区长于海忠、商城县县长周哲等人，
先后走进抖音直播间，为信阳茶叶代言，为信阳茶农
带货。这距 3月 28日信阳毛尖正式开采首日，他走
进天猫网络直播间倾情推介信阳毛尖不满一月。

第二日，信阳市副市长胡亚才也来到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与拼多多共同举办的“爱心助农—信阳毛
尖”大型线上展销会直播间，与网友互动，为信阳茶
农、茶企鼓与呼。

3月 28日晚，被网友称为“网红县长”的光山县
副县级干部邱学明，也来到信阳国际茶城，登录拼多
多直播平台，带货信阳毛尖。

就在尚朝阳和信阳产茶县（区）长轮番走进网络
直播间，成为“网红带货王”，受到网友热捧，信阳毛
尖网销量随之直线上升。邱学明在线直播开播仅五
分钟，下单量就已过百，直播两个小时观看人数超过
10万人。尚朝阳网上推介信阳毛尖后的4月 7日至
11 日仅 5 天时间，信阳毛尖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
72%，茶叶成交件数突破2.6万件。

周哲在走进网络直播间前，就来到高山茶园之
中，细说商城高山茶的特色和优势。并让县融媒体
中心，把境内出产高山茶的茶山美景提前拍好，配上
他为商城高山茶精心准备的推介词，编成 1分钟的
小视频，通过多个网络平台传播，让人们云赏茶乡美
景。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董勇）4月 24日，位于浉河区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
内的中豫华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茶香四溢，茶
机轰鸣，几名工人在一台台机械间来回穿梭，忙个不
停。

“公司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可日产成品茶 50
吨。最近一周，我们已装车发出数百吨珍眉绿茶，转
口江苏连云港装船，通过国际航运发往摩洛哥和阿
尔及利亚。”公司负责人卢从祥自豪地说，“接下来这
个月还要发出几百吨。信阳茶叶通过我们公司，已
销往‘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中豫华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是
国内最大的专业生产出口“珍眉绿茶”的大型茶叶企
业。近年来，公司借着国家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建
设的东风，创新研发多款适合国际友人的绿茶产品，
积极向国外拓展市场，不仅把茶叶生意做到国外，还
把中国茶文化带上国际舞台。“去年公司出口贸易额
已突破 1500万美元。”公司质检部经理闵佳芃自豪
地说。

在创新发展的同时，他们还通过“公司+供应
商+农户”的模式，带动浉河港镇、董家河镇、东双河
和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的上百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正在包装生产线上忙碌的女工代桂花乐呵呵地
说：“在这里上班，既挣了工资，又照顾了家。我们都
盼着公司多签订单，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喝到质优
价廉的信阳茶叶，我们也就能多挣工资，早日致富奔
小康。”6

市长直播带货
信阳毛尖成“网红”

信阳茶香飘“一带一路”

光山县

春茶销售线上线下都火爆

光山县凉亭乡赛山悟道茶叶合
作社引进种植黄金茶 200多亩，预
计年产干茶 3.5吨，可创产值 1000
多万元，吸纳当地 60 余名村民就
业，人均年增收2.7万余元。图为4
月 20日，社员将黄金茶鲜叶交给合
作社。6 谢万柏 摄

“早春的芽儿，不是纯绿色，是绿中带点黄，
后期颜色会逐渐变绿，大家购买信阳毛尖时可
以仔细观察一下。”4月 20日是“全民饮茶日”，
走进网络直播间的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院长郭
桂义坦言，“今春信阳气温上升慢，毛尖品质更
好，泡出来香清味冽、回甘味久、唇齿留香！”

“春茶讲究的就是一个鲜，茶叶不及时采，多
长一天就是树叶子了，一文不值。”世代生活在信
阳毛尖核心产区车云山上的茶农刘全慧说。

因此，春茶产量在信阳茶叶年产量中占据
重中之重。2019 年，全市春茶总产量 3.85 万
吨，产值却达 95亿元，分别占全年茶叶总产量

和总产值的 53.5%和 77.9%。茶农的收入中，
春茶至少贡献60%以上。

“往年市场追求信阳毛尖的小和嫩，高端信
阳毛尖只用芽头，采摘费时费力，导致成本高、
产量低。与芽头茶价格年年看涨相比，高端信
阳毛尖消费市场却持续遇冷。”稳臻茶坊负责人
周子月不无忧虑地说。

面对疫情带来的茶叶生产销售困境，信阳
今年积极引导茶农和茶企调整产品结构，明确
提出要适应大众消费需求，减少单芽茶生产，扩
大一芽一叶、一芽两叶生产，逐步推广机械化采
茶，以减少人工成本，降低茶叶市场价格。

“大伙儿都沟通过，一怕采茶工不够减产，
二怕价格高卖不出去，决定积极响应号召，多生
产好喝不贵的一芽一叶、一芽多叶的信阳毛
尖。”周子月进一步解释说，“采摘一芽一叶、一
芽多叶，采茶工能采到更多的鲜叶，在人手不足
的情况下，保证增产增收；而且一芽一叶、一芽
多叶的信阳毛尖口感更好，价格更亲民，也更受
大众喜爱。”

此外，除了减少单芽茶生产，加大中低档茶
叶供应，信阳还积极引导茶企、茶农开发生产红
茶、白茶、黄茶及香茶等其他茶类，以更好地满
足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引导消费调结构

4 月 17日，信阳印发通知，根据信阳实际
和疫情防控要求，决定于 4月 20日至 30日，采
取电视直播、网络直播、网络互动等形式，举办
第28届信阳茶文化节（网络），将主要安排开幕
式、信阳毛尖专家大讲堂、“云赏毛尖之都”4小
时大型线上直播活动、信商大会（适时召开）、

“抖音有好货，县长来直播”信阳毛尖专场网络
公益活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信阳毛
尖茶制作技艺展示直播活动、2020信阳（网络）
茶业博览会、知名媒体茶乡行（茶文化节宣传活
动周）等多个专场活动。

自 1992 年信阳首届茶叶节举办至今，除
1993年因非典疫情停办一年外，信阳已经连续
成功举办了26届茶文化节，为信阳茶产业的发

展、茶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不仅弘扬了茶文
化，繁荣了茶经济，惠及 880万信阳人民，还将
信阳茶文化节办成中国名副其实的“茶界盛会，
市民节日”。

信阳茶叶始于周，兴于唐，盛于宋，名于清，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繁荣，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
史。信阳因此被誉为山水茶都、中国毛尖之
都。出产的信阳毛尖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被誉为“绿茶之王”，深受消费者喜爱，今年更成
为天猫重点推介的十大春茶之一。

4月 15日，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
研究中心“2020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
估”课题结果出炉：信阳毛尖以 68.86亿元的品
牌价值位居榜单第三位。这已是信阳毛尖品牌

价值连续 11年位居全国前三。课题结果还显
示，信阳毛尖与安吉白茶、祁门红茶入围最具品
牌带动力的三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令无数人眼热的殊荣绝非偶然。经过多年
努力，信阳已形成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茶文
化、茶旅游、研发等为一体的庞大茶产业体系，信
阳毛尖成为架起“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
桥梁，茶产业也成为信阳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一
大支柱产业，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19 年底，信阳全市茶园面积已发展到
213.8万亩，年产干茶7.2万吨，茶叶年产值122
亿元，茶叶从业人员达120万人，小小茶叶带动
近10万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尽管今年春茶品质好，但是受疫情影响，
采茶工短缺、防控成本增加、市场流通受限、库
存时间拉长、销售渠道受阻，信阳春茶产销面
临前所未有的难关。

据信阳市副市长胡亚才介绍，2月中旬，在疫
情防控的紧要阶段，信阳就先后印发一系列指导
性文件，要求各产茶县区和茶企业提前做好相关
准备工作。积极动员本地因疫情暂时不能返岗
复工的农民工，临时从事采茶和茶叶加工等工
作。同时先后组织50多个工作组赴河南周边地
市开展驻点招工，出台优惠政策，免费接送、免费
培训、免费食宿、免费提供防疫物品、免费为采茶
工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从而使信阳短缺的50
万名采茶工在春茶开采时基本到位。

此外，信阳市、县（区）财政还拿出专项资金
作为风险补偿金，用于茶企春茶生产贷款担保
和贴息；积极协调辖区各级金融部门加大信贷
支持力度，降低贷款门槛，简化贷款流程，解决
流资困难。至今，驻信10多家金融机构投放贷
款4亿多元，茶企茶农生产流动资金短缺问题也
得到基本解决，从而保证了全市1300余家茶企
及时全面复工复产。

在此期间，信阳市县（区）扶贫办、供销社、

商务局、人社局、供电公司等部门和单位，都相
应出台了帮助茶农和茶企渡过难关的措施，多
方助力确保今年春茶增产增收。

他们还大力开拓网销渠道，除了市县（区）
长使出浑身解数，纷纷走进各大直播平台为茶
农带货，推动和促进信阳茶叶网络销售外，几
乎所有茶企都建立了网络销售平台，就连一些
思想活、观念新的茶农，也玩起了抖音，把自己
摘茶、炒茶的过程拍成视频，分享给网友。

1988年出生于制茶世家的何世阳，大学毕
业后回到家乡。从2012年开始，他带领浉河港
镇白庙村100多位茶农成立了信阳浉河区何景
明茶叶专业合作社。他把茶农生活、茶山美景、
茶文化知识与茶叶生产过程相结合，拍成图片、
视频，写成精美短文，在网络广泛传播。今年春
茶生产还没开始，他就在多个网购平台搞起了预
售，不仅自家茶叶不愁卖，还帮着周边乡亲们卖
茶，带领着越来越多的茶农上网触“电”，直播卖茶。

信阳还借助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全国重点
产茶县销售窗口”，及时向全国发布春茶供求
信息，推荐重点茶企进驻，促进产销对接，打开
销售渠道，实现点对点直接采购。

全国人大代表、信阳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刘文新表示，对于龙头茶企而言，
疫情虽然影响了茶叶线下销量，但因为企业网
销平台完善成熟，线上销售相应增长，总销量
不降反升。“茶叶是健康饮品，喝茶是健康生活
方式，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喝茶。我预
测信阳毛尖市场会走出一条漂亮的上升线。”
刘文新充满自信地说。

刘文新的预测与林茶部门的期待不谋而
合。信阳市林茶局副局长宋世奇坦言，信阳毛
尖采茶期偏晚，随着全国疫情逐渐平稳，反而
为信阳毛尖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保质保量的
前提下，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确保春茶增产增
收增效。”宋世奇说。

“要全力支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千方百
计解决好茶企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融资和
销售问题，坚持线上和线下结合、内销和外销
结合、中高端和大众化结合，不断提高信阳茶
的市场占有率。”4月 7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来到浉河区浉河港
镇黄庙村高高的茶山上，遥看着一泓南湾碧波
涵养出的座座青翠茶山，充满希望地说，“写好
以茶兴业、以茶富民和茶旅融合大文章，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6

品牌带动强产业

多方助力渡难关

春染茶乡美如画6 周涛 摄

下图 信阳小茶叶做成大产
业，带动 10 万贫困户增收脱贫。
图为浉河区茶农正在茶山上采摘
茶青。6 周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