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 代 农 业 2015年6月10日 星期三 11

初夏的贵州，清风和煦，阳光灿烂，一
片片翠绿的茶园里，茶农像往年一样在茶
园里忙碌着。与往年不同的是，随着科技
信息、交通设施等新变化，贵州的茶农茶
商，正乘着互联网大数据这朵“云”，不断
提升贵州茶叶质量安全公信度，用互联网
做大茶产业；同时，借着贵广高铁开通、融
入珠三角 3 小时经济圈的“东风”，茶山生
态旅游经济正在崛起。

借互联网创品牌

从“顿顿红苕包谷饭，吃水要翻几匹
山”到“吃水不用抬，做饭不烧柴”，40 多
年“低头种茶”让贵州省湄潭县核桃坝村
走上了致富路。如今，从“修大坝、种茶
园、户户通马路”到“创品牌、搞联合、互联
网营销”，短短数年间，原本只会“抬头看
天”的茶农，现在已经把眼光瞄向更广的
市场。

从种茶到收购茶青、加工制茶，从事
茶产业 10 多年的湄潭县湄江镇核桃坝村
茶农景林波除了拥有自己的茶叶公司外，
还建起了占地近 6亩的制茶作坊。

但靠零售和批发为主的茶生意并不
能让这位 30 来岁的年轻人满意。“每斤茶
叶去掉成本，也就赚十几、二十元钱加工
费，还经常被压价，没啥利润空间。”景林
波说。怎样才能从低端往上走，景林波将
目光放在了塑造品牌上。“今年我注册了
商标‘核伦春’，在网上建立推广本地茶叶
的平台。”景林波说。

湄潭县是贵州主要茶产区，种植面积
50 多万亩，2014 年茶叶综合收入超过 30
亿元。作为湄潭县茶产业、茶文化的源
头，核桃坝村更是“因茶而兴”。全村 1 万
多亩茶园，868 户村民家家户户种茶或加
工茶，早就名扬茶界的核桃坝茶叶更是被
浙江、安徽一带的茶商大量收购。

2014 年，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了 1.42 万元，但越来越多的茶农不再满足
于做产业链条中利润最少的一环，互联网
成了茶农开拓市场的“利器”。从去年年
底开始，茶农刘声彦就一直忙着开发微信
订阅号、服务号，传送“芸香茶叶”相关资
讯，通过美文美图传播，让更多的人知晓
湄潭绿茶。目前，核桃坝村已有几十家企
业在天猫、京东等大型电商建立了自己的
网络销售渠道,销售额逐年提高。

如何把种茶变成产业，让自己从茶农
蜕变为茶商？茶农刘泽远打算联合村里
的茶叶加工大户，成立一家茶叶“聚集公
司”，联手实现不压价、不赊账，以解决投
资成本少、资金回笼慢等经营难题。如

今，县里每年都会带领大批茶农、生产企
业参加国内的各类农产品交易会、茶叶博
览会等寻找商机。

搭云平台打“生态牌”

一大早，贵州贵茶有限公司久安茶基
地种植管理员周珍辉没有去茶树基地巡
视，而是打开电脑登录贵州省茶叶质量安
全网的可视化管理系统，通过茶园内的 6
个摄像头查看茶园情况。

贵州省建立的茶叶质量安全云服务
平台，让周珍辉足不出户就能对万亩茶园
实施远程监控，还可以对茶树种植环境中
的空气 PM 值、水质、土壤肥力等多项参
数进行监测。周珍辉说，云平台不仅让他
站得更高、看得更全，也轻松不少。

在云服务平台上可以看到数据自动采
集、传输过程。田间通过一根采集针插到土
壤里，通过无线网传到平台，土壤的农药残
留、温湿度等情况都可以监测到。周珍辉
说：“以前每天上山都要走很长的路，现在
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实施田间管理。”

监测、记录，连接的是从茶园到茶杯
的安全距离。平台研发者贵州希望泥腿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黄秋尘用手
机对着外包装上的二维码一扫，茶叶的茶
树名称、生产批次、包装名称等信息尽收
眼底，就连茶叶加工每道工艺的时间、操
作人、视频图像等都能够看到。

实现茶叶生产前端和销售后端的同
时监测，正是贵州茶叶质量安全云平台与

其他产品追溯系统最大的不同。“我们现
在就是利用贵州的大数据优势，实现全程
监管和数据的综合。”黄秋尘说。

贵州省茶办基地与质量安全组工作
人员段学艺介绍说：“除了提升茶企管理
水平，政府监管部门也能从茶叶质量安全
云平台上获取企业在茶叶种植、加工过程
中的各项参数，给政府监管打开了渠道。”
据了解，贵州省首批入驻平台的企业有
60 家，涵盖贵州省 10 大茶企品牌，涉及 9
个市（州）。今年贵州出台了一系列关于
茶园绿色防控的文件，尤其在农药残留方
面更是高于国家标准。

从茶园里每一棵茶树的生长环境监
控，到茶杯里每一片茶叶的安全质量把
控，都可以通过一个云平台、一个 APP 软
件实现。乘着大数据东风，如今的贵州茶
叶正乘着“质量安全”这朵云，长出更丰满
有力的翅膀。

靠经济圈谋生态游

清晨，贵州省都匀毛尖茶核心产区,
螺丝壳山云雾缭绕。背着竹篓、唱着布依
山歌的采茶工黄远茂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这一次，黄远茂身边多了位学徒——
来自江苏的游客胡旭忠。贵广高铁开通
后，都匀融入珠三角 3 小时经济圈、贵阳 1
小时经济圈，越来越多的人嗅着茶香来到
都匀，体验茶旅一体化。

胡旭忠在高铁上看到都匀毛尖的宣
传广告后，心生向往。他坐了 3 个多小时

高铁来到都匀，感受茶园里最纯正的毛尖
茶香。如今，越来越多像胡旭忠一样的游
客乘着贵广高铁涌向都匀。这些变化都
被螺丝壳河头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张光辉看在眼里。

张光辉从最初退耕还茶挣补助，到如
今合作社年产值上千万元的 2 万亩茶园，
致富路走得一路顺畅。今年清明期间，茶
园旅游的火爆让他措手不及。“一天 100
多台车、1000 多人来体验茶旅一体化，由
于基础设施还没有跟上，我们一时间应接
不暇。”张光辉兴奋地说。

小茶叶做出大文章，越来越多的村民
开始看好家乡的发展前景。村民杨柳和
丈夫结束了 10 年打工生涯，回家乡办起
了“农家乐”。

茶农有计划，政府也有规划。通往螺
丝壳山采茶景点的路上，工人们正忙碌地
修筑都匀市区通往茶区的道路。黔南州
茶产业发展办公室品牌科科长邓德章介
绍，这条路于 4月底修通。

路通只是其一，如何把贵广高铁都匀
东站这个过境站点变成留得住人的中转
站，把物流、商贸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邓德章表示，都匀正积
极谋划产业转型升级。如今，以“百里毛
尖长廊、万亩生态茶乡”为主题打造的 48
公里茶山生态旅游线路已初见规模。

今年是都匀毛尖获得“巴拿马金奖”
100 周年，黔南州计划建一个仿巴拿马展
会的中国馆，还在京广高铁、京沪高铁
801 次列车上，做起宣传黔南茶旅文化的
广告，让更多的茶农分享茶经济。

搭上互联网和高铁的快车，加速释放生态红利——

贵 州 茶 叶“ 云 ”里 飘 香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赵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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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伟摄

我国黑茶中的后起之秀——陕西茯
茶近日再添新香。日前，陕西泾渭茯茶和
美国帝国酿酒公司共同研制的“双龙”茯
茶啤酒研制成功。具有浓郁中国元素的
陕西非遗项目泾渭茯茶和代表西方生活
方式的啤酒结合的“茶啤”，不仅成为中西
文化交流的新载体，也为延伸茶产业链提
供了新启示。

“茶啤”的灵感来自美国纽约州酿造
协会会长、帝国酿酒公司董事长戴维。

2014 年，戴维在陕西参观访问时，了解到
陕西黑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当主人告
诉他茯茶兑啤酒口感非常独特时，他突然
意识到，将茯茶和啤酒结合在一起，是否
是一个巨大的商机？经过近一年的共同
研发，“双龙”茯茶啤酒成功上市。

咸阳泾渭茯茶董事长纪晓明告诉记
者，“茶啤”使用了特有的酵母，与一般啤
酒相比味道独特。

“双龙”茶啤的诞生，引起陕西茶产

业的极大关注。目前，陕西的茯茶加工
企业已发展到 35 家，生产能力已达 1.5 万
吨，产品销往广东、上海等地，并初步打
开了国际市场。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
认为，国内茶产业产能的快速扩张与消
费市场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出现一定
程度产能过剩。而且我国的传统茶产业
创新能力不足，难以符合年轻消费者的
需要。此次陕西泾渭茯茶与美国联合开

发的“茶啤”，对于茶行业来说是一次创
新。这次创新不仅是跳出了茶叶，更是
跳出了行业，对于开拓海外市场和拓展
茶产业链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陕西省贸促会有关人员说，“茶啤”是
个新鲜事物，要想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
需要有关部门为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同
时，优势企业也要着力打造特色产品。只
有这样，更多的陕西茶企业才能找准定
位，更好地将产业延伸和传承下去。

陕 西 茯 茶 遇 上 美 国 啤 酒
本报记者 张 毅

本版编辑 李 亮

传统的中国茶产业一直是种植业主导

的产业。长期以来，广大茶叶生产者关注

的重点大多停留在如何做出一款好茶，却

有意无意忽略了最为关键的消费环节。这

从近年来茶叶产销量可见一斑。据统计，

从 2001 年开始，我国茶叶产量年均增长率

超过 14.1%，产能复合增长率超过 22%。去

年，我国茶叶产量达 209 万吨，总产值 1349

亿元。

一方面是茶叶产量的快速增长，另一

方面却是茶企茶商“市场不好做”的抱怨，

有专家甚至断言中国茶产业迎来了“后危

机时代”。就在几天前，曾经酝酿上市的

“中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九峰茗茶一夜之

间关闭了其位于福州的所有门店，引发业

界一片哗然。

虽然只是偶然事件，但偶然中却隐藏

着必然。事实上，伴随着茶叶电商的异军

突起，茶叶终端店业绩欠佳已成为普遍现

象。新旧渠道之间的此消彼长，凸显出行

业发展的剧烈振荡。从茶叶发展的产业链

来看，营销渠道的战略性瓦解与重构，只是

整个茶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开始。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移动互联下的茶产业，

特别是“互联网+”的导入，传统茶产业被

推上了新的“风口”。

众所周知，茶产业目前是我国中小企

业最为集中的行业之一。在市场环境复杂

多变、营销成本持续攀升的情况下，茶产业

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推动茶叶营销从单纯

的线下实体终端转向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这也是破解当前茶市疲态、扩大茶叶市场

消费的重要举措之一。

应该说，近年来茶叶电商的发展势头

十分迅猛，涌现出一批小有名气的茶叶电

商平台，但无论是从消费体验还是普及率

来看，茶叶电商的整体水平都有待提高。

比如，不少茶叶电商在竞价过程中一味追

求以低价走量，结果供应链整合能力上不

足，导致产销脱节；还有一部分电商缺乏诚

信观念，抱着一锤子买卖的心理，以次充

好、夸大宣传，影响了整个茶叶市场的健康

发展。笔者曾多次从电商平台购买茶叶，

也多次买到“名不副实”的茶叶，除了发发

牢骚给予差评外，也无可奈何。

有过类似遭遇的消费者相信不在少

数，暴露出当前茶叶电商领域的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亟须从人才、规范及品牌

3 方面抓起。与其他行业相比，“三农”领

域高素质电商人才一直缺乏，茶产业需尽

快引进、培育一批既了解茶叶又具有互联

网思维的茶叶电商人才；茶叶市场各自为

政、缺乏规范的现象饱受诟病，须进一步健

全机制、完善制度，加强茶叶电商网络经营

的监管，为茶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强

化电商品牌建设，是目的也是手段，有利于

促进整个茶行业的健康发展。

需要提出的是，“互联网+”的理念绝

不是简单地开个网店或微店，它在本质上

是一种产业思维的革新，不仅将对产业模

式进行重构，也将对商业模式甚至消费模

式产生颠覆式的重塑。云计算、大数据等

让处于产业链末端的消费者从幕后走向前

台，过去茶企们所习惯的“从茶园到茶杯”

的思维模式将被“从茶杯到茶园”的模式所

替代，中国茶企将重新补上“消费者就是上

帝”这一课。

对于中国茶产业来说，“互联网+”带

来的最大机会，是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

茶叶市场或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在茶产

业集中度较低、市场缺乏领军品牌的情况

下，互联网让茶农与市场之间没有了距离，

谁都拥有了机会。但谁能真正抓住机会？

还是那句老话，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

茶叶作为全球性的天然饮料，消费量

一直呈增长态势。连星巴克、麦当劳都相

继在店内卖起了茶，可见中国茶未来还有

足够的发展空间，中国茶叶生产者们需要

多动动脑筋加把劲了。

让传统茶产业吐新芽
顾 阳

5 月底，走进湖北省潜
江市，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
虾香。每年这个时节，街市
上都会显现人潮涌动、排队
吃虾的红火场面。

小龙虾现已成为潜江的
“ 城 市 名 片 ”，红 遍 大 江 南
北。去年，潜江小龙虾年产
量超过 4 万吨，综合产值突
破百亿元，成为农民增收的
重要途径。

潜江市发展虾产业要从
10 多年前说起。2000 年，
宝湾村党支部书记刘主权为
了防止农田抛荒，带头承包
了 村 民 弃 耕 的 60 亩 低 湖
田。因为地势低洼，这片田
常常被淹，怎么种好成了大
问题。刘主权想到了小龙
虾。2000 年 10 月，他买了
150 公 斤 小 龙 虾 仔 放 进 稻
田。次年春，他捕捞了 1500
公斤小龙虾，卖了 5000 元
钱。随后，他琢磨出了“虾稻
连作”的种养模式———低
洼田里的中稻收割后，投入
小龙虾，利用稻田的天然饵
料生长，次年春耕前捕捞小
龙虾，接着再种水稻。

“虾稻连作”模式一下子
火了起来，当地农民纷纷效
仿，当年被视为包袱的低湖
田成了抢手货。

2010 年，潜江市开始试验“稻虾共作”，变“一稻
一虾”为“一稻两虾”。所谓“稻虾共作”，在技术操作
上要实现小龙虾与水稻共作共生，在稻田里沿田埂
挖出环形虾沟，将原来 1 米宽、0.8 米深的小沟，改成
4 米宽、1.5 米深的大沟。每到插秧时节，把尚在幼
苗期的小龙虾移至沟内生长。等秧苗长结实了，再
把沟里的幼虾引回到稻田里。这样，四、五月份收一
季虾，八、九月份又收获一季。采用这一模式，不仅
每亩可以多产 100 多斤小龙虾，而且补上了秋季市
场的空档期。

小龙虾产品的增值，让产业链条上的农民也分
享到了更多实惠。在熊口镇赵脑村，华山公司通过
土地流转，建起了万亩标准化“虾稻共作”养殖基
地。公司对耕地进行连片整治后，再以优惠的价格
租给农户。农民承包四五十亩，年收入就可以在 10
万元以上。通过这种合作，农民实现了增收致富，华
山公司则得到了充足的原料供应。

“土地流转后，没有参与租地的农民，一部分外
出打工，一部分安排进华山公司务工，基本做到人人
有事做。”潜江市市委书记张桂华说。

湖北潜江市充分挖掘现代农业优势产业和种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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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稻共作

﹄
富万家

本报记者

张

雪

四川省资中县狮子镇农民刘荣有着多年种植苗
圃的经验。以前他认为只有用卡车拉着苗木到市场
售卖才是货真价实地做买卖。因此，当资中县商务
局鼓励他开苗木淘宝店时，他心里没有底。谁知开
店仅一个月，他就在网上卖出了 1 万多株苗木，成交
额达 3万元。

截至目前，资中县已经有 17 个村镇的电商服务
站投入运营，这里成为农民家门口的“电商学校”，人
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电商知识。此外，资中县将在
年内建成镇配送中心 33 个、村配送站点 100 个，打
通农村电商配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资中兴起的电商热潮是四川发展农村电商的一
个缩影。如今，四川的仁寿、安岳等 7 个县入选全国
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每个县可以获得 2000 万
元财政补贴，电子商务在四川农村发展得如火如荼。

“我们要在全省营造电子商务发展的氛围，从而
带动电子商务发展体系建设，建立连接城乡、双向流
通、资源匹配的流通体系。”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杨
春轩告诉记者。

日前，四川省政府印发了《四川省促进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农村“全企入网”、“全民
触电”，力争到 2017年，实现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年
均增长率达到 30%以上，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
千亿元。《意见》还提出，对农村现有的业态进行信息
化、电商化改造提升，实现农产品线下展示、线上交
易、产销对接等功能；引导农户开展订单生产，发展
农产品直销、直供、分销、预售等新型流通模式。

四川省

农村经济乘上电商快车
本报记者 刘 畅

宁夏百瑞源枸杞茶园采茶工在采摘枸杞茶。近

日，宁夏贺兰山东麓枸杞茶进入采摘季，几百名采摘

工忙碌在茶园。据了解，枸杞茶是新鲜的枸杞嫩叶

经过采、晾、炒等 30 多道工序而来，是宁夏别具特色

的农产品之一。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