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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毛尖明前茶受寒减产
成品茶每斤价格上浮 15%到 30%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张利瑶 实习生 宋若旻 文 记者 朱哲 摄影

茶农正在采摘茶叶

“今年这样阴雨低温的天气，茶农可能今年要
吃土。
”4 月 3 日，信阳茶农胡黎黎在朋友圈写道。
今年清明前后本应是采摘明前茶的旺季，受倒
春寒和连续阴雨影响，信阳多数茶树并未抽芽，导
致明前茶产量明显减少。
因此带来的连锁反应，今年采摘毛尖的人工费
用和收购毛尖鲜叶的费用均上浮 20%左右，而终端
市场上，品质中上的信阳毛尖成品茶每斤价格上涨
15%到 30%。

连天阴雨
让信阳毛尖“受寒”
“春节的时候天气干、冷，
茶叶出不来；3 月底以来，信阳

又多雨雪天气，茶叶出来后采
摘工作又跟不上。”4 月 6 日，
来自信阳黑龙潭的茶农胡黎黎
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目前 4 月份茶山上的最低气温

还只有 4 摄氏度，
“往年每个工
人每天能采 3 斤~4 斤茶青，今
年最多只能采 2 斤。
”
胡黎黎的遭遇，是今年整
个信阳茶农面临的问题。商城
县其鹏茶叶负责人周正祥告诉
记者，天气对采摘影响特别大，
不少茶农的产量甚至减少了三
分 之 一 ，且 人 工 成 本 提 升 了
18%左右，但反映在终端市场
上却提不起来价格，只能自己
消化成本。
“我今年招来 30 个工人，
拔草费用 120 元每天每人，采
茶费用 160 元每天每人，制茶
费用每天每人 200 元左右。”胡
黎黎算了一笔账，按照以往的
经验招收了工人，但前期面临
无鲜叶可摘，工人无法满负荷
采摘。目前熟练的采茶工收入
相对往年也有所减少，茶农对
收入也不是很满意。
“现在愁的不是卖不动，而
是不够卖。”在胡黎黎看来，遭
遇疫情后，市场释放出了巨大
的健康消费需求。茶叶是健康
饮品的代表，这对茶叶行业和
企业而言是一个发展机遇。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毛尖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明前茶的
销售，占据了茶农和茶商全年
销售的大头，是利润的主要来
源。
“ 今年的特殊天气多年不
遇，茶产业本来就是靠天吃饭，
信阳毛尖在终端市场的提价不
可避免。
”
文新茶叶董事长刘文新认
为，对于毛尖而言，大山茶的采
摘才刚刚开始，就算是已过了
清明节，最近几天鲜叶的质量
也非常好，
不次于明前茶。

信阳毛尖销售环节
提价 15%到 30%
受到供应端的连锁反应，
今年郑州茶叶批发市场中的信
阳毛尖也应声上涨。

4 月 6 日，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走访问询了国香茶
城、郑州文博城等销售信阳毛
尖的商户，销售价格大约提高
了 15%到 30%。
“真的是创了新高。”国永
茶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收购优质鲜叶的价格创了历史
新高，
“ 按照同等级的鲜叶，去
年可能每斤 180 元，今年卖到
每斤 220 元到 230 元。
”
根据该负责人的算法，每
4.2 斤鲜叶出 1 斤成茶，仅成本
就浮动了 200 元左右，毛尖价
格上涨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在该负责人看来，明
前茶的减少，也让很多茶厂花
费更多的精力来制茶，受天气
影响的茶品质，在工艺环节会
有所改善提升。
“去年的时候，由于疫情，
尽管采摘量受到影响，但是大
家都抱着尽快出货收款的想
法，鲜叶价格反而便宜。”国香
茶城一专营信阳毛尖大山茶商
户耿静告诉记者，对于批发端
来说，今年毛尖价格的上涨，也
让一些下游地市的客户，在采
购毛尖的同时，选择了一些其
他相对便宜的春茶品类，但量
都不是很大。
“对于信阳毛尖来
说，客户忠诚度很高，其次这也
是客观的现象，很多老茶客也
都理解。
”耿静解释。
几名在市场购买春茶的消
费者认为，每年喝茶的成本基
本 上 就 是 在 3000 元 到 5000
元，
“ 就算是信阳毛尖涨点价，
还在接受范围之内。
”

警惕“高仿毛尖”
以次充好
“并非只有信阳毛尖减产，
今年不少地区的春茶或多或少
都受到了影响。”主营六安瓜
片、黄山毛峰等安徽茶的臻宇
茶室老板纵健告诉记者，今年

包括贵州、西湖龙井等南方茶
叶产区都受到了天气的影响。
从事茶叶行业多年的纵健
表示，今年的明前茶产量受到
影响，但如果拉长全年采茶量
来看，应该会与去年持平，
“由
于明前茶占据了一年销售的大
头，
收益受影响是必然的。”
几名茶业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由于消费者对明前茶的热
捧，一些地区对茶树的品种进
行了改良，让其能够在明前开
始大量产茶，
“但这些品种大多
不耐冻，一旦遇到恶劣天气，就
会造成今年的这种情况，其实
一些老品种的茶树，今年受影
响并不十分大。
”
不过，也有消费者告诉记
者，目前一些“信阳毛尖”价格
仍然十分便宜。但有信阳毛尖
商户负责人提醒，要警惕是从
外地过来的
“高仿毛尖”
。
“啥是高仿毛尖，就是四川
等地的鲜叶，通过信阳毛尖的
制作工艺仿制，来冒充正宗的
信阳毛尖。”一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信阳毛尖相对其他南方
产茶区，上市时间相对较晚，一
些不良商家利用南北茶产区的
采摘周期，用“高仿毛尖”占据
明前茶市场。
但是，记者了解到，信阳毛
尖的明前茶之所以受热捧，在
于明前茶温度较低，茶树少虫
害，且经过一个冬季的养分积
累，茶味香气浓烈，
“高仿毛尖”
很难达到这种高品质。
“尽管对
于老茶客来说，能够很轻易分
辨，但是对于新茶客来说，这种
‘明前茶’可能损害信阳毛尖在
他们心中的印象，对整个信阳
毛尖的产业发展是不利的。”
那么，正宗的信阳毛尖什
么样子？它又呈现哪些特征？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随后
将赴信阳毛尖主产区之一的光
山县，通过文字、直播等形式，
对当地的毛尖产业进行全景式
扫描与采访。

中牟 31.4 万亩蒜薹开始上市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岚 文图

工作人员正在对蒜薹进行整理

本报讯“河南中牟的蒜薹
品质好，市场信誉度高，还畅

销。20 多年来，我每年都从蒜
薹刚上市，就安营扎寨在中牟

县城东大蒜交易市场，光新鲜
蒜薹年发货近 300 万吨。”4 月
7 日上午，来自辽宁沈阳的客
商王先生，正在向蒜农收购蒜
薹，他对当地的蒜薹品质赞不
绝口。
目前，正值中牟蒜薹上市
季节。漫步田间地头，到处是
蒜农抽蒜薹的身影，一片繁忙
收获的场景。从大蒜种植的地
头到村、镇和县城的各个蒜薹
收购点、农贸市场，蒜薹的交易
量已经占领了蔬菜销量的主要
份额，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大批
的蒜农把当天采收的蒜薹拉到
收购点和市场上出售。记者采

访中发现，市场上蒜薹零售的
价格每斤在 2.5 元左右，如果直
接到地里采摘购买，每斤在 2
元钱左右。
记者从河南万邦蔬菜批发
市场和中牟县大蒜交易市场了
解到，今年因气候变化异常，
天气先热后冷，导致早熟蒜薹
出薹率不齐。蒜薹的收购价也
是随着每天市场行情而波动不
定，有时一天会出现几个收购
价。
据了解，今年蒜薹价格总
体比往年偏低，往年此时蒜薹
的收购价格每斤两块多，今年
同期的收购价每斤在 1.7 元左

右。目前，伴随着国内疫情的
缓解和全国快速复工复产，许
多大蒜经纪人通过微信、手机、
抖音等传播手段，吸引了全国
各地不少蒜商来到中牟收购蒜
薹。据悉，今年的中牟蒜薹除
部分在本省销售外，多销往河
北、北京、天津、四川、内蒙古及
东三省等地的批发市场。
今年中牟大蒜种植面积约
31.4 万亩，与往年持平，其中早
熟 大 蒜 种 植 面 积 约 10 万 亩 。
早熟蒜薹销售将在 4 月上旬基
本结束，晚熟蒜薹也将在 5 月
上旬销售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