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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国庆中秋节日期间，让我们与五湖四海的美味相约。在
福建的“中国鲈鱼之乡”福鼎，我们可以品尝味道鲜美、
肉质紧实的鲈鱼；在
湖北潜江，大名鼎鼎的潜江龙虾堪称“舌尖上的美味”；在“酒都”四川宜宾，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五粮液这一民族品牌香飘世界；在湖南安化，
安化黑茶源远流长的历史、
别具一格的成茶机理，造就了安化黑茶
的独特魅力——

水深港阔口感鲜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清蒸鲈鱼、
清蒸鲈鱼
、
红烧鲈鱼、
红烧鲈鱼
、
清炖鲈鱼汤……味道鲜美
清炖鲈鱼汤
……味道鲜美、
、
肉
质紧实的鲈鱼，
质紧实的鲈鱼，
是福建乃至全国各地百姓餐桌上的一道
是福建乃至全国各地百姓餐桌上的一
佳肴。其中，
来自
“中国鲈鱼之乡”
福鼎的桐江鲈鱼一直
备受消费者青睐。
“福鼎盛产桐江鲈鱼，得益于福鼎水域水质肥沃、
饵料丰富以及特有的咸淡水交汇地域特色，养出来的
鲈鱼口感鲜美、营养丰富。”福鼎市鲈鱼养殖协会秘书
长、福建闽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晴说。
福鼎市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
海岸线曲折，
沙埕港
水深港阔，海岸线长 433 公里，海域面积 40 多平方公
里，
纵深长达 35 公里，
湾内水深大部分在 15 米以上，
海
水盐度在 18‰至 30.8‰，水质清澈无污染，流速适宜，
是一个优良的鱼、
虾、
贝、
藻等海洋生物栖息繁衍地。
作为闽东重要的海水网箱养殖基地，自上世纪 90
年代培育出“闽威”新品系鲈鱼——桐江鲈鱼以来，福
鼎鲈鱼产业迅速发展，目前福鼎市鲈鱼养殖面积 11.5
万亩，年产量达 2 万多吨。2019 年，福鼎市鲈鱼总产
值达 10.30 亿元，占全市渔业总产值的 16.19%。
为推动鲈鱼产业良性发展，福鼎在鲈鱼产业兴起
壮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企业、合作社、协会等组织
形式进行规范化经营管理，并采取“公司+基地+农户”
的经营模式，确保鲈鱼产品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
全；构建起包含鲈鱼发展规划、标准化生产流程、品牌
建设、知识产权维护、良种优化繁育、鱼病防控、质量安
全检测、
产品加工等部分组成的鲈鱼产业支撑体系。
说起桐江鲈鱼，当地养殖户们首先想到的是方

秀，福建闽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个引领鲈
鱼产业兴起的渔民企业家。1992 年开始，方秀率领团
队成立福建闽威公司，紧紧围绕海水鱼优种繁育及相
关产业链延伸等多项课题开展海洋鱼类育苗、养殖、
加工技术的研究，并取得了多项重要技术成果，带动
了福鼎鲈鱼养殖产业壮大。
近日，中欧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桐江鲈
鱼拿到进入欧洲市场的“入场券”，将被摆上
欧洲消费者的餐桌。这也证明桐江鲈鱼
的品质得到了国际认可。
每逢节假日，总有不少游客
到沙埕港闽威养殖基地渔排里
观赏渔民“牵鱼”；到中国
鲈鱼文化博物馆参观了解
福鼎传统渔业文化……
由传统鲈鱼产业延伸出
来的渔事体验，能让
您重拾起在海边牵网
拉鱼的记忆，在对博
大精深的海洋文化有
更充分了解的同时，
也让“桐江鲈鱼”品
牌进一步走进大家的
视 野 —— 今 年 国 庆 期
间，欢迎您到此领略渔
乡之美。

餐桌网红食客多

①

独特茶香飘四方
本报记者 刘 麟

②

本报记者 柳 洁
国庆节、中秋节前夕，湖北潜江市迎来了大批
游客。在生态龙虾城广场，通体红亮、
“ 双臂”高
举、活灵活现……一只高 15 米、长 18 米的小龙虾
雕塑，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
一只虾何以代表一座城？这源自潜江小龙虾
产业的强劲发展：潜江已发展虾稻共作面积 80 万
亩，形成集科研示范、良种选育、苗种繁育、生态养
殖、加工出口、健康餐饮、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等于
一体的虾稻全产业链条，虾稻综合产值突破 420 亿
元，潜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 203 亿元。
近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签署，潜江龙虾榜上
有名。在欧美人餐桌上，每 3 只小龙虾就有 2 只来
自潜江，潜江小龙虾加工出口连续 15 年居全国
第一。
小龙虾何以“蹦”出大产业？潜江市委书记吴
祖云说，潜江把小龙虾产业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重要抓手，努力实现“小龙虾，大产
业”。20 年来，潜江市始终致力于将小龙虾产业打
造为富民强市的第一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
示范产业。
潜江突出虾—稻特色主导产业，积极推广虾
稻共作高效种养模式，构建了“南红北绿”产业格
局。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小龙虾养殖智慧用能
等一批项目，加快了虾稻共作基地升级步伐，全市
小龙虾养殖产量达 15.8 万吨。
同时，潜江大力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工程，
引导潜江龙虾加工企业规范运行，支持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如今，潜江龙
虾加工企业达 16 家、加工能力 35 万吨。
随着“万师千店”工程推进，潜江市开办潜江
龙虾主题餐厅 3000 余家；建成了全国
最大以龙虾文化为主题的生
态 龙 虾 城 ；聚 集 了 以
“虾皇”
“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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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等为代表的潜江龙虾餐饮名店。油焖大
虾、蒜蓉虾等 100 多个龙虾菜品丰富着人们的
餐桌。
“ 来潜江，过龙虾节，吃地道龙虾”，成
为很多食客的共识。
品质是核心竞争力。潜江紧紧围绕
虾—稻全产业链，不断健全产业链标准
体系，共制定发布了 18 项标准，其中国
家 级 行 业 标 准 3 项 、省 级 行 业 标 准
8 项。
科技支撑，点“虾”成金。潜江与中
国科学院水生所、武汉大学等科研院所
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建立了 8 个
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并同时推进小龙虾良
种选育繁育中心等六大中心建设。
随着虾谷 360、京东潜江馆等网上交易
平台建立，实现全国 48 小时快递送达，仅去年，潜
江龙虾网销就超过 18 亿元。潜江还拥有全国唯一
的“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去年龙虾交易量达 21
万吨、交易额超过 80 亿元。
虾旅融合更为深入。潜江成立了全国首家小
龙虾主题旅行社，举办“魅力虾乡”自驾文化旅游
节，发布“魅力虾乡”3 条自驾游线路。今年国庆期
间，您可以实地体验这一独特的文旅风情。
湖北省还提出“培育潜江龙虾国家级品牌”，
系统谋划全省小龙虾产业发展——潜江小龙虾产
业迎来了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目前，潜江已
与全国 59 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获批全国首
家活体小龙虾出口资质，
出口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吴祖云表示，
潜江小龙虾产品要加快迈向国际
的步伐，
力争更快、
更多地
“蹦”
上世界人民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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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中宁枸杞被纳入中
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清单。图
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清单。
为工人在宁夏中宁县百瑞源枸
杞基地采摘枸杞鲜果。
杞基地采摘枸杞鲜果
。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
图 ② 桐江鲈鱼已拿到进
入欧洲市场的“ 入场券
入场券”
”，将被
摆上欧洲消费者的餐桌。
摆上欧洲消费者的餐桌
。
（福鼎市鲈鱼养殖协会供图
福鼎市鲈鱼养殖协会供图）
）
图 ③ 五粮液酿酒工人匠
心匠艺酿造好酒。
心匠艺酿造好酒
。
（五粮液公司供图
五粮液公司供图）
）
图 ④ 舒席被纳入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互认清单。
理标志协定互认清单
。图为工
人在安徽潜山市欣兴鑫舒席专
业合作社修整已编织完成的舒
席。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

安化黑茶，双喜临门。湖南自贸试验区来
了，这为在近日签署的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拥
有一席的安化黑茶飘香世界，
打开了更宽广的通
道。
“安化 24 小时健康茶生活”理念已传播开来，
安化东坪这座小城，
已成为假日休闲旅游网红目
的地。
安化是全球冰碛岩最集中的地区，
风化的冰
碛岩土富含硒元素，
即为
“烂石”
。在这种烂石上
种茶，
茶叶平均含硒量是世界茶叶平均含硒量的
7 倍。除了不可复制的地理环境条件，安化还地
处北纬 30 度的黄金产茶带，茶树生产期长达 7
个多月。
“安化传承百年的茶文化，质量是最核心竞
争力。
”
作为安化云台山八角茶业第三代传承人，
“90 后”小哥龚意成深知安化黑茶的价值，从懂
事起便与茶打交道。他从小在茶山中长大，
陪着
爷爷和妈妈选茶、做茶，在浓郁黑茶文化氛围
熏陶中，
逐渐成为行家里手。
他的爷爷龚寿松一生与茶结缘，种茶
半辈子、制茶半辈子，被载入 《安化县茶
叶志》。其母邓超芝从爷爷手中接管八角
茶厂，建立了现代化生产流水线，实现
了手工制茶到机械制茶的转变。到了湖
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龚意成这一代，
把更先进的互联网思维融入茶业，做文
创、搞跨界，让安化黑茶走向更广阔的
天地。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刘仲
华表示，为促进安化黑茶高质量发展，要在原
有基础上进一步从科技创新、营销创新、业态

创新着手，提质增效，精益求精，
“安化黑茶现
在是让人日久生情，通过科技创新，它更容易
被人一见钟情。
”
安化黑茶属后发酵茶，制茶工艺别具一
格。2008 年，安化千两茶与茯砖茶制作技艺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两茶
是安化黑茶中最有名的种类之一。其制作工艺
历史悠久，堪称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
。
随着安化黑茶走向世界，中欧地理标志协
定提供的高水平保护将有效阻止假冒地理标志
产品，确保中欧双方消费者都能喝上货真价实
的高品质安化黑茶。
在 9 月 21 日举行的“2020 阿里巴巴丰收购
物节发布会”暨“中国农产品地域品牌价值授牌
仪式”上，安化黑茶获评中国农产品地域品牌价
值标杆品牌，品牌价值评估达 639.9 亿元。
“目
前，安化黑茶虽出口 20 多个国家，体量却不是很
大。随着湖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与电商销售渠道
拓展，尤其是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的创办，安
化黑茶将真正香飘四方，
让世界共享。
”
安化县商
务局党组书记伍哲纯说。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今年 2 月，安化县茶
旅中心主办的首个
“网上开园节”
应运而生，
共举
行 266 场，8200 万观众在线关注抢拍，带动销售
额近 9739 万元。
安化县县长肖义介绍：“2019 年，安化县
茶园面积达 36 万亩，综合产值 220 亿元。源远
流长的人文历史、别具一格的成茶机理，造就
了安化黑茶的独特魅力，成就了茶旅融合的安
化特色。
”

滴滴玉液品佳酿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李
“五粮液酒香醇厚
五粮液酒香醇厚、
、口感绵甜
口感绵甜，
，
是东方文明的
文化‘ 符号
符号’
’，对于爱喝酒的欧美人士很有吸引
力，
可惜在欧洲市场很难买到这样的好产品。
可惜在欧洲市场很难买到这样的好产品
。
”
来
自法国的四川轻化工大学访问学者尼古拉表示。
自法国的四川轻化工大学访问学者尼古拉表示
。
日前签署的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解决了尼古
拉的遗憾，
拉的遗憾
，
五粮液作为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
表，
被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清单。
被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清单
。这意味
着，五粮液拥有了直通欧洲市场的“通行证”，将
更多地出现在欧洲人的餐桌上，
让欧洲爱酒人士
爱上中国味道、爱上五粮液。
随着国庆、中秋双节临近，白酒市场迎来消
费旺季，
五粮液拿下欧洲
“通行证”
也为白酒市场
注入新活力。
好水成佳酿，
五谷酝琼浆。长江、金沙江、岷
江三江之水赋予的灵气和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催生了
“酒都”
宜宾酿酒文化，
造就五粮液这一民
族品牌香飘世界。
从原料进厂、磨粉、制曲、酿酒、陈酿、勾调，
到包装出厂，历经 100 多道工序，才能从一粒种
子到一瓶美酒再提供给消费者最终享用。为严
把质量关，五粮液在业内率先提出的“预防、把
关、报告”
三并重管控理念及质量管理体系，
构建
起产品全流程、可溯源的质量管控体系，每个生
产过程都有严格质量管控，
每个生产环节都有自
检和互检体系，实行工序自检、上下工序互检和
专检结合的方法，
确保从源头用粮到包装用材全

强

过程安全可追溯无缝衔接，体现了五粮液对技
艺、品质的极致追求。
好粮是酿好酒的第一关。五粮液专用粮在
质量标准方面要求非常严苛，
要经过管控种植品
种、种植过程、验收成粮等十几个环节，
交付车间
之前还会由五粮液质量检测中心进行理化、感官
指标检验，
合格后的粮食方可进入酿造流程。
在
“长发升”
“利川永”
等酿酒老作坊里，
在数
百年历史的古窖池旁，酿酒工人们抓糟醅识酒
香、闻酒香定分级。对于酿酒工人来说，他们每
天重复做着相同的工作，
用最传统的技艺孕育五
粮佳酿，
用最朴实的匠心守护滴滴品质。
“用心不计代价，
用工不计成本，
用时不计岁
月”
。这是生于宜宾、长于世界的五粮液，
对品质
极致追求的真实写照。五粮液人对品质的那份
坚守、那份执着、那份匠心，
擦亮了
“中国酿造”
的
底色。今年 8 月，全球权威品牌价值评估机构
BrandFinance 发布的《2020 全球烈酒品牌价值
50 强》榜单中，五粮液以 208.72 亿美元的品牌价
值位列全球第二。
五粮液此次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清
单，意味着对五粮液优异品质、其在欧洲及全
球市场影响力的认可，为五粮液加快进入欧盟
市场创造重要商机和更加便捷的贸易条件，有
利于五粮液进一步完善全球营销网络，推动中
国白酒“走出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