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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闽中茶品天下高。”这是古人对福建
茶的赞誉之词。时至今日，茶仍然是福建
重要的特色优势产业。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悠久精
湛的加工技艺和风格各异的茶叶品种，福
建的茶叶可谓“多姿多彩”：安溪铁观音、武
夷岩茶、福鼎白茶、福州茉莉花茶、正山小
种、坦洋工夫……

有了这些各领风骚的茶叶“众星捧
月”，2018年，福建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
1035亿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茶叶已经
成为福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成为
全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一片叶子如何能造就一个千亿级规模
的产业？福建茶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有
哪些可圈可点的“茶道”？迈上千亿级新台
阶后，福建茶产业如何再上新台阶？

吹响冲锋号

2019年12月初，尽管不是采茶季，但
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一心依然在
茶园里忙碌着。

2019年，武夷山降水集中在上半年，
下半年持续干旱。这一旱情的持续，或许
会让明年的茶叶减产。不过，何一心更关
心的，是茶园里套种的苗木能不能挺过
去。这些天，趁着天气比较暖和，他抓紧组
织员工，把已经枯死的树木拔除，并补种上
新苗木。

2001年，对茶叶还一窍不通的他，仅
仅因为喜欢武夷山的山山水水，就在当地
投资1800万元建设生态厂区及生态茶园
基地，并在茶园里搞起了“小造林、大造景”
的生态环境建设，套种了1万多株树种。
仅2018年一年，他在种树上的投资就超过
500万元。

“有了这些树，有利于水土保持，而且
鸟类有栖息之所，生物多样性能得到保
护。”何一心说。

福建省种植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
师苏峰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茶叶市场行
情高涨，农民种茶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不
过，个别地方无序、违法违规开垦茶山的行
为有所增加，一些不适合开垦的山区也被
毁林种茶，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福建各个
茶叶主产区都将生态保护优先作为茶产业
发展的一条红线，多地开始整顿治理毁林
开垦种茶等非法破坏林地的行为。

“对于茶叶发展而言，目前不应继续鼓
励扩大种植面积，而是要保护好绿水青山，
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平衡。”福鼎市
委书记刘振辉说。2018年，福鼎市专门发
文，明确严禁违法违规开垦山林。

武夷山市也于2018年启动了整治工
作，决定对2008年12月以后所有违法违
规开垦的茶山进行彻底整治，并对整治不
力者严肃问责。

在铁观音主产区安溪县，首创实行了
“山长制”，对高坡度、低海拔等不适宜茶树
生长的区域实行退茶还林还耕，锁住茶山
水土资源。2014 年以来累计植树造林
15.29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5.77%，茶
山大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

“我们提出茶产业绿色发展理念，就是
要推动茶产业由过去的增产导向向提质导

向转变，真正实现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黄华康说，为推进
茶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福建印发了《关
于推进绿色发展质量兴茶八条措施的通
知》，明确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推
进产业和生态相协调。对于毁林种茶，以
及在坡度25度以上及水土流失严重、生态
脆弱的山地新开垦茶园的行为，将依法依
规予以严厉打击。

筑起防火墙

一杯绿色健康好茶，必须从茶农茶园
源头抓起。对于茶叶而言，只有严守质量
安全的底线，才能赢得市场的充分信任。

安溪县供销联社副主任詹良德告诉记
者，安溪把茶叶质量安全作为产业发展和
品牌建设的生命线。为进一步强化涉茶农
资监管，安溪县整合5家经营公司及旗下
258个经营网点，组建安溪县新合作农业
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全县农资产
品，并由县供销联社集中统一管理。

记者了解到，通过“农资监管与物流追
踪平台”，安溪县把农药生产企业、农民使
用农药情况和监管部门一同纳入信息化监
控平台，通过农民手里的农资购买卡，政府
部门就能及时掌握农民使用农药的情况，
并指导农民合理用药。

“只要茶农的账户出现农药交易异常，
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信息，相关执法部
门将对茶农的茶园进行重点监测，一旦发
现茶农从非法渠道购进不合格农药，将立
即予以阻止，情节严重者还要追究法律责
任。”詹良德说。

在福鼎市点头镇，镇长张龙贵告诉记
者，点头镇是福鼎市白茶生产最集中的乡
镇之一，全镇共有茶园36676亩。为确保
茶叶的质量安全，点头镇加快推进了茶园
基地化建设，推行茶园有机肥替代化肥，并
在翁溪、柏柳、举州等3个村整村推进茶园
病虫害绿色防控统防统治试点工作和后井
村生态茶园管理试点工作。

张龙贵所说的“统防统治”，是福建省
为确保茶叶质量安全、推动绿色优质产品
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黄华康告诉记者，
福建省在持续建设生态茶园的基础上，全

面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推进茶树病虫害
绿色防控替代使用化学农药，推动病虫害
统防统治替代家家户户分散式防治模式。

“统防统治不仅防治效果更好，质量安
全更有保障，茶农的农资负担也进一步减
轻了。”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振传说，在茶园基地建设中，品品香和30
多家茶叶合作社、家庭农场共同组建现代
茶产业联合体，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
作用，与合作社、小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
关系，带动茶农分享茶产业链增值收益。

李学进是福鼎市磻溪镇南广村广元合
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目前合作社
的所有农资都由品品香统一提供。这些农
资中，有些是免费的，有些只收取一半的费
用。折算下来，农民的农资成本能减少
30%左右。而且，如果茶农的茶叶质量能
达到欧盟标准，品品香在收购时还会多给
20%的奖励。10多年前，茶农一亩茶园的
茶青收成只有1000多元，现在一般都在1
万元以上。

“这种联合体的构建，有利于发挥龙头
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推进规模化种植、标
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既从源头上确保产
品质量安全，也能更有效地促进茶产业做
大做强做优。”苏峰说。

“通过强化科技服务，福建采取了生态
调控、农艺改良、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等措
施，在全国率先倡导茶园不使用化学农药，
目前全省不用化学农药绿色示范茶园已经
超过100万亩。”黄华康说，“茶叶不打药，
打药没人要”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打牢奠基石

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有着450年的
红茶历史，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这里植
被丰富，山高谷深，土壤肥沃，远离污染。
武夷山正山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元勋祖
上世代居住在此。他说，这里四面环山，只
能靠山吃山，以种茶制茶卖茶谋生。

2000年前后，国内红茶市场凋敝，全
村有三分之二的茶园荒废。看到这一局
面，江元勋很不甘心。他开始改进制茶工
艺，改制乌龙茶，帮助乡亲们消化茶青。幸
运的是，一位有机食品专家发现桐木村的
茶叶是天然有机茶后，帮助江元勋做了有
机茶认证，还把他介绍给了海外客户。就
这样，江元勋的红茶打开了销路。

2005年，江元勋在友人的建议下，带
领团队在传承红茶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
上，通过创新融合，研发出高端红茶金骏
眉，改变了传统红茶“浓、红、苦、涩”的特
点，引发了国内红茶的消费热潮。

在江元勋看来，当前我国茶产业整体
上存在茶叶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市场竞争
力不足，茶叶生产规范化、规模化与组织化
程度低和互联网渗透率低等问题。要真正
把茶产业做大做强，必须不断以创新供给
促进消费，不断丰富茶产品的品类，加强产
业精深加工延伸。

创新，关键要洞察消费需求，解决消费
“痛点”。林振传告诉记者，白茶最开始的
包装都是圆饼形状，冲泡时需要借助茶刀，
但是，消费者在出差旅途中不可能随身携
带茶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3年，林
振传对白茶包装进行革新。他把360克的
茶饼改成72个小梯形，并推出了“晒白金”
系列产品，形成统一包装、统一标识，使茶
叶的年份、品种、产地等信息标注实现标准
化。如今，“晒白金”系列产品单品年销售

额已经超过1亿元。
要增强发展后劲，还必须不断提高茶

叶生产加工的能力与水平，实现从传统茶
产业向现代茶产业的转变。近年来，福建
省扶持了300家茶业龙头企业购置茶叶初
制加工不落地机械化自动生产线、自动化
萎凋室及其系统、茶叶色选机等生产加工
设备，企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明
显提升。

走好品牌路

品牌战略是茶产业发展的核心战略。
“品牌化的不断提速，会促进各种要素资源
的集聚，为茶产业的发展注入更多新动力，
形成事半功倍的效果。”黄华康说，福建的
茶叶要拓展市场、走向全球，必须始终坚持
品牌化的发展道路。

记者来到位于安溪的福建八马茶业
有限公司采访时，其旗舰体验店的显要
位置醒目地写着：“热烈祝贺八马茶业全
国连锁店超过1700家。”这家于1997年
注册成立的安溪本土企业，经过20多年
的发展，仅安溪铁观音品类已是中国销
量第一品牌。

“做品牌难，做品牌茶企更难。”八马茶
业公司副总经理周灼能告诉记者，传统的
茶叶加工工艺决定了茶叶的产品品质很难
保持稳定。但是，如果要走品牌化道路，必
须攻克这一难关。为此，八马茶业在行业
内提出了好茶的“四大标准”：安全、对口、
正宗、稳定，并以此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
多年来，八马茶业已经开发出了以赛珍珠
为代表的多个品牌，成为铁观音品牌化运
营的领跑者。

在八马等一批茶叶企业的共同努力
下，目前，安溪铁观音已经连续4年名列全
国茶叶区域品牌价值第一位。

福州是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经过
岁月的积淀，茉莉花茶已成为福州城市文
化名片、福建茶文化名片、中国的名片。

2014年，福州茉莉花种植和茶文化系
统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茉莉花茶文化正物化在创新开发的茶品
中，默化在消费者的心灵里。

在推进品牌化进程中，福建一些茶叶企
业进一步拓展市场渠道，加强与市场营销的

“网红”企业合作，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
例如，香江茶业已经与瑞幸咖啡牵手；品品
香茶业、高建发茶业牵手了小罐茶。

黄华康告诉记者，在推动品牌升级过
程中，福建各茶叶主产区还将当地旅游资
源与茶产业相结合，开发茶文化旅游，推出
茶园生态游、茶乡体验游、茶保健旅游、茶
事修学游等茶文化旅游线路，不断丰富茶
叶生产、茶艺表演、茶文化交流等活动。

记者了解到，福建已经扶持建设了安
溪华祥苑茶庄园、武夷山香江茗苑、福鼎品
品香白茶庄园等一批茶庄园，培育了以武
夷山“印象大红袍”为代表的一批以茶为主
题的旅游体验项目。

此外，为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福建
2016年以来，率先在全国组织重点茶叶企
业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闽茶海丝
行”经贸活动，先后到海外参加国际茶展、
举办专场推介等，突出展示了福建茶叶历
史悠久、茶类丰富、茶品多样、生态优良、质
量安全的良好形象，宣传推介了福建茶产
业与茶品牌，签订合同33亿元，设立12个
闽茶文化推广中心，取得了显著的茶叶经
贸成果，促进了茶文化对外交流。

全国唯一千亿级“茶叶”如何长成
——来自福建茶叶主产区的调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跃然 薛志伟 林火灿

把一片叶子做成全产业链产值
超过1000亿元的大产业，这是福建
茶产业发展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凭借多项涉茶指标位居全国第
一，福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茶
产业第一大省。这背后，既受益于
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多年来的持
续努力。

一方面，由于地理条件的优势，
福建十分适宜茶叶种植和生产。福
建历来也有种茶、制茶、售茶、品茶、
斗茶等文化传统。这样的发展根基
和文化底蕴，客观上成为福建做大
做强茶产业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
这些年来，福建始终坚持以绿色发
展为导向，以提升品质、打响品牌为
重点，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全力推进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也为茶产业的
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可以说，福建茶产业发展的生
动实践表明，只要方向找对了，步子
走稳了，小叶片也能成就大产业。

茶产业一头连着市场终端，一
头连着一线茶农。茶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不仅要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更
高品质茶叶产品的需求，更要发挥
好茶叶在促进广大茶农，特别是山
区农民增收致富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许多茶叶
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
们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积极
以茶为媒，参与到推动农村地区特
别是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之中。

例如，春伦集团充分利用创业
实践中积累的较为丰富的生产经

验、营销手段和市场资源，在助力精准扶贫方面做了积极尝试，取得
了农户增收和加快集团产品优化升级的双赢效果。

又比如，正山堂以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多元嫁接导入，带动欠
发达山区6万多户茶农增收，累计直接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2100多
户，大大提升了贫困农户的“造血”功能。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茶企不断探索，通过创建农村合作社、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式，增加茶农收入，帮助他们更多地分享现代农
业的发展成果。这些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茶业发展的根基更牢靠，也
使一片片叶子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

当前，福建茶产业的规模已经“超千亿”。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做
好茶产业这篇大文章，更要以促进茶产业绿色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为
目标，充分发挥好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着力突破传统的茶叶生产、
加工、营销模式，努力推动三产融合集聚发展，实现茶产业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使茶产业在助力乡村振兴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中释放出更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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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坚持推进产业和生态协调发展。图为景色优美的福建安溪铁观音生态茶园。 （资料照片）

中国白茶第一街位于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闽浙茶花交易市
场，这座建于1998年的白茶交易市场，是闽浙边界最大的茶叶
市场，每年产茶季日交易量达200多吨。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福鼎六妙白茶公司建成的中国首家
智慧数字化原产地标准白茶窖。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我国产茶的省份很多，小小的一片茶叶支撑着多个

地方的产业发展，茶产业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些“茶叶之乡”中，福建尤为

突出。

2018年，福建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1035亿元，规模

位居全国首位。目前更是全国唯一茶产值过千亿的省份。

作为茶产业大省，有人说，其成功之处在于率先倡导茶园不

用化学农药，大力推进茶产业绿色发展；有人说，是茶品牌

做得好，蹚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茶道”。到底福建“这片

叶子”有何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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