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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安化 做大做强黑茶产业

“半江碧流半江情，浩浩汤汤下
洞庭。长年资水绿颜色，尽是安化茶
茗凝”，诗中描绘的，便是安化与茶的
故事。

据统计，2018 年，安化县全县茶园
面积达35万亩，茶叶加工量8.2万吨，实
现综合产值 180 亿元，茶叶行业税收达
3.2 亿元，安化黑茶产业已成为脱贫攻
坚、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和实现千亿湘
茶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

就在 2019年 10月举行的第十五届
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安化县位列2019
中国茶业百强县第一，连续第十年跻身中
国茶业百强县前10强，入选2019中国十

大生态产茶县。安化黑茶已成为区域内
规模最大、品牌最响、综合效益最高、带动
能力最强、从业人员最多的主导产业。其
中，县内的唯一一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湖南华莱，则是产业发展的
中坚力量。

截至目前，湖南华莱已实现年产销
黑茶 5.5 万吨，累计上缴国家税收逾 10
亿元，其参与的产业扶贫工作也取得有
效进展，至 2018 年底，公司参与重点产
业扶贫范围已覆盖至安化县内的8个乡
镇、47 个村，其中有 15 个贫困村、4571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帮扶之下顺利
脱贫。

缘起黑茶 情系安化

被问及湖南华莱的发展，湖南华
莱董事长陈社强用“三个不改变方
针”阐述企业进驻安化黑茶产业的坚
定信心和不懈坚持。

“坚持在安化投资黑茶产业和经
营黑茶的理念不会改变”

2009年，陈社强怀着满满的乡情
回到故里，进驻黑茶产业，他为“情”
而来，为“茶”而来。

2010 年 5 月，江南基地规划编制
完成；2012年6月，华莱总部冷市黑茶
产业园落成；2017年8月，华莱万隆黑
茶产业园落成。

截至目前，湖南华莱已建成冷市
黑茶产业园、万隆黑茶产业园、3万亩
有机生态茶园、叶子基地等多个高标
准、高规格的茶叶种植加工基地，形
成了集种苗繁育、种植、科研、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完备产业链。
夯实根基建设基地，创新经营稳

步发展。湖南华莱用坚定的步伐，诠释
着产业发展，在未来的蓝图中，湖南华
莱筹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打造以茶
的全产业链为主线，以特色生态农业为
基础，以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为补充的
茶乡小镇和旅游观光目的地的安化黑
茶特色小镇。

2019 年，公司投资 3 亿元建设黑
茶印象文旅演艺中心项目，该项目将
是安化重点工程——黑茶特色小镇
的重要项目之一，项目落成后，将与
安化旅游景点及线路一起成为安化
全域旅游乃至湖南文旅产业的新地
标、新窗口。而项目重点打造的“黑
茶印象”，是通过国内顶级的文艺创
编团队的匠心与合力，以创新编排
的、展示黑茶制作工艺和黑茶历史人
文故事的场景设计，在舞台上篇章式

呈现一台 75 分钟的“黑茶印象”主题
文化旅游演出，预计明年10月，“黑茶
印象”将迎来正式首演。

各大基地的陆续建成，黑茶特色
小镇的打造，诠释着湖南华莱坚持做
大做强安化黑茶产业的决心和态度。

“坚持为广大消费者和黑茶爱好者
提供优质产品的理念不会改变”

把好产品质量关，维护茶人“舌
尖”上的安全，是湖南华莱十年如一
日的坚守。经过不断地科研开发及
创新，湖南华莱已形成了以“华莱健”
品牌为核心的产品格局，黑茶产品达
60余款，还先后与湖南农业大学等茶
叶研究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开
发出多款具有高科技含量、便于携带
饮用的速溶茶、袋泡茶等新型黑茶产
品，以及黑茶牙膏、黑茶护肤品等衍

生产品。
在茶园，湖南华莱采用太阳能杀

虫灯、物理粘虫板，禁止使用一切化
学合成物质，清除污染源，从源头保
证安化黑茶的纯净品质；在生产车
间，湖南华莱率先投入机械臂、激光
喷码等高科技设备，大幅提高了工作
效率，保障了产品的稳定性；在产品
研发与质量检测中心，华莱公司已于
7 月 18 日挂牌成立安化县黑茶质量
检测与产业技术服务平台的“黑茶质
量检验检测研发中心”，中心拥有精
密仪器室、常规实验室、微生物培养
室等硬件设施，具备了自主开展黑茶
产品研发和黑茶生产全过程质量检
测控制的能力。

安化黑茶的质量安全是产业长
久发展的基石,守护产品质量，就是守
住产业发展的未来。至目前，“华莱
健”品牌已成为“湖南茶叶十大安全

放心品牌”“湖南名牌”，产品不仅多
次获奖，还取得SC认证、绿色食品认
证 、ISO9001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ISO22000食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坚守产品安全，是湖南华莱一如
既往的责任。

“坚持为广大代理商提供良好发
展平台的理念不会改变”

一条路，千山万水，一杯茶，历久
弥香。在贯穿欧亚的古丝绸之路上，
安化黑茶用其陈香一直在叙说着香
飘天下的神话。“华莱有责任、有义
务，将安化黑茶推广至全世界，将黑
茶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我们不仅
要保留优秀的传统制作技艺，保护好
珍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要以
先进的理念、创新的精神、科技的力
量，进一步将黑茶产业做大做强。”

2011 年 7 月，在进驻黑茶产业的
第三年，湖南华莱启动了安化黑茶

“千店万铺”代理加盟商户计划，经过
多年发展，已在全国发展省、市代理
和专卖店 1500 余家，产品销往全国，
在俄罗斯、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也
有部分消费群体。

2019年8月，根据市场发展需求，
公司启用“平台+销售员+代理商”销
售模式。公司计划用“互联网+线上销
售员+线下实体店”的有机结合，实现
黑茶产品的便捷销售，增强产品的售
后服务功能。同时，公司还将以完善
的退换货机制更好地服务市场、服务
广大消费者。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安化黑茶
的味道始终如一。

心系安化，情系黑茶，湖南华莱
经营安化黑茶的初心始终如一。

李小芳

加大投入 产业兴邦

在10月18日举行的“安化县2019年国家扶贫日表彰大会暨脱贫攻坚三季度工作讲评
会”上，湖南华莱董事长陈社强荣获“社会爱心人士突出代表”荣誉称号。这是湖南华莱继
2018年获得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的全国“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荣誉奖牌之后，湖南华莱在产业扶贫、共建美丽乡村道路上

新添的一份荣誉和见证。
荣誉的背后，是辛勤付出的汗水；掌声的背后，是企业不懈的坚持。这块奖牌，连着黑茶产业和地方

发展，系着湖南华莱产业兴邦的初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核心
提示

江南镇产业扶贫基地。

万隆黑茶产业园。

万隆黑茶产业园砖茶生产线。

新华社日内瓦10月29日电（记
者凌馨 陈俊侠）总部位于日内瓦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日
前发布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
吸引外资 730 亿美元，继续成为全球
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贸发会议 28 日发布的最新一期
《全 球 投 资 趋 势 监 测 报 告》显 示 ，

2019 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达 6400 亿美元，较 2018 年上
半年处于非正常低位的全球 FDI 增
长24%。

具体来看，由于美国税改政策对
外国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逐步消退，
发达经济体今年上半年外资流入比去
年同期翻番，达2690亿美元；同时，发

展中经济体外资流入保持相对稳定，
达3420亿美元，占全球FDI总额超过
一半。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吸引
外资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继续成
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外资流入
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美国仍是全球
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吸引外资1430

亿美元。
报告预测，今年全年全球 FDI 增

长 5%至 10%。发达经济体外资流入
将持续出现恢复性增长，发展中经济
体吸引外资水平也将基本保持稳定。
但贸发会议警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贸易摩擦等因素导致外资流动面临的
风险日益增多。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

中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10月28
日电（记者吴昊） 中国与加勒比
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会议28
日在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开幕。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各方代表将
重点围绕“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
与加勒比国家开展金融、旅游、基

础设施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

巴哈马、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圭亚
那、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牙买加等11个加勒比国家派高级
别代表出席会议。

中国与加勒比国家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会议开幕

拉一莎（前左）在郑州西亚斯学院体验打腰鼓（10月28日摄）。
今年17岁的拉一莎来自印度洋岛国科摩罗。2016年，中国援非医疗

人员治愈了拉一莎外婆的眼疾，从那时起，这位科摩罗姑娘就对中国产生
了深深的向往。她找到当地孔子学院报名汉语课程，经过刻苦学习，今年4
月拉一莎夺得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科摩罗赛区预选赛
冠军，并于近日来到河南郑州参加复赛，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10月28日，在伊拉克首都巴
格达，示威者参加抗议活动。

负责维护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安全的巴格达行动指挥部 28 日
宣布，鉴于伊拉克多地大规模示
威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从当晚开
始在巴格达实施宵禁。

根据巴格达行动指挥部当天发
表的声明，宵禁从当天午夜开始，
时间为午夜12时至次日6时，在此
期间任何车辆、人员禁止在巴格达
街上活动，何时解除宵禁将另行通
知。声明称实施宵禁是为了保护
示威者，并呼吁巴格达市民为了公
共利益给予配合。 新华社发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开始实施宵禁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28 日电
（记者徐剑梅 孙丁） 美国众议长
佩洛西28日宣布，国会众议院本周
将就一项关于对总统特朗普进行弹
劾调查程序的决议案举行投票。

美国媒体称，这将是民主党掌
控的国会众议院首次正式就针对特
朗普的弹劾调查举行全体投票，定
于10月31日举行。

佩洛西在一封致联邦众议员的
信中说，国会众议院依宪不必经过
全体投票而开展弹劾调查，此次投
票旨在“消除关于特朗普政府可否

扣留文件、阻止作证、无视有适当授
权的传票或继续阻碍众议院（调查）
的任何疑问”。

佩洛西说，这项决议将确认现
有和正在进行的弹劾调查，规定相
关公开听证程序，授权提供记录文
本，概述了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移交证据的程序，并考虑了可能的
弹劾条款，规定了总统及其律师的
正当程序权利。

数周来，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人
一直抨击民主党人主导的弹劾调查
不透明、不公平，事先未经众议院全

体投票获得授权。25 日，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国会
众议院无需投票即可进行弹劾调
查，美国司法部就此裁决提出上诉。

佩洛西9月24日宣布启动众议
院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起因是一
名情报界人士匿名检举特朗普7月
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
求对方调查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
拜登及其儿子。民主党指责特朗普
滥用职权谋求私利，寻求外国势力
干预明年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坚
称不存在与乌方的“利益交换”。

美众议院将就弹劾总统调查程序举行投票

科摩罗姑娘的汉语缘

日本媒体 28 日报道，日本与
韩国正寻找方案，化解导致两国关
系严重恶化的一项争议。

共同社以日本和韩国多名消
息人士为来源报道，就赔偿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遭日本企业强征的
韩国劳工，日韩着手探讨创设一项
基金。

它由韩国政府和企业创设，由
日本企业注资，名义是经济合作而

不是赔偿。
这一事宜由日本外务省亚洲

大洋洲局局长泷崎成树和韩国外
交部亚太局局长金丁汉主要负责。

韩国最高法院去年分别裁定，
两家日企应赔偿二战中遭强征的
韩国劳工。日本认定这类索赔由
两国 1965 年建交时签订的《日韩
请求权协定》解决，强烈反对韩方
法院所作裁决。 据新华社特稿

日韩就赔偿二战劳工争议
探讨解决方案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 28日电
（记者周舟）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
实验室 28 日说，该机构领导建设的

“暗能量光谱仪（DESI）”已进入最后
测试阶段，其5000只“眼睛”已经瞄准
星空，预计 2020 年正式运行，将绘制
三维宇宙地图并探索暗能量。

暗能量光谱仪被安装在尼古拉
斯·梅奥尔望远镜上。据介绍，暗能量
光谱仪拥有 5000 只“眼睛”，每只“眼
睛”中都有专门制作的光纤，它们可收
集来自遥远宇宙的信息。按计划，暗
能量光谱仪将在5年内观测约3500万
个星系和 240 万个类星体，从而绘制
出一张三维的宇宙地图。

美国暗能量光谱仪
“眼睛”瞄准星空

据新华社柏林10月28日电（记
者朱晟 张雨花）德国联邦外贸与投
资署 2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英国

“脱欧”不确定性影响，今年4月至8月
英国与德国贸易额显著下降。

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4月
至8月英德贸易额下降了9.2%，主要
原因是英国从德国的进口额下降
12.3%。

数据还显示，今年前8个月，德国
对英汽车出口下降了近一成。德国汽
车占据英国汽车市场 20%以上的份
额，是英国从德国进口的重要商品。

英国“脱欧”不确定性
致德英贸易受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