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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

香炉山：打造世界级黑茶品牌

﹃红酒与黑茶对话﹄活动现场

杨颖

湖南益阳香炉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湖南益阳香炉山茶厂，
香炉山茶厂成立于 1982 年。2014 年 12 月股改后，更名为湖南益阳香炉
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炉山”
）。香炉山是集茶叶种植、科
研、生产、销售、茶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
“香炉山”品牌是安化黑茶的三大老品牌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产品精选天然原料，秉承传统制作工艺，大师匠心打造，品质上
乘，多次被国家权威机构评定为名优产品。产品通过了国家食品安全认
证（QS）、ISO9001、ISO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HACCP 食品安全体系认
证、欧盟认证。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中国港台地
区，
素有湖南黑茶“茶脉之源”和
“黑茶之魂”的称号。

香炉山的由来
据介绍，香炉山是获准使用安化黑
茶“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专用标志企业”的八家企业之一，授权
编号为：3308531523-153；先后被授予益
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国民族用
品定点生产企业、中国十佳品牌健康产
品、湖南省著名商标、商务部等 9 部委联
合授权的国家民贸用品定点企业等称
号。
香炉山位于桃江县和安化县交界
的千年古镇——马迹塘，具有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和独具特色的存储环境：神

奇的北纬 30 度光照环境，
万亩竹海释放负氧离子
环境，相对恒定的益生菌
环境，资江气候微循环水
汽环境，自动调控干湿度的烘房环境，
都是茶叶生长、加工、储藏的最佳条件。
香炉山茶园种植基地地处雪峰山脉
北端，资水之畔，位于茶马古道的中心地
带，是安化黑茶的原产区，专业生产“三
尖”、
“三砖”、
“一花卷”等系列黑茶。
相传三国时关羽欲与鲁肃于益阳
大渡口单刀赴会，途经此地时，将士上

吐 下 泻 不 可 行 军 ，只 得 驻 扎 于 此 山 之
麓，当地人献上自制的茶叶，服用后治
好了关羽及将士们的瘴疠，关羽的赤兔
马通人性，临行前在江中大石之上长嘶
致谢，并留下深深足迹，后此地以赤兔
马足迹命名，唤做“马迹塘”，并在此建
成关帝庙，烧香者络绎不绝，于是此山
称作“香炉山”。

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这是中
国自 1915 年红茶荣获巴拿马国际金奖之
后的又一茶类国际金奖，圆了国人“百年
世博梦”。
为了实现“弘扬黑茶文化，振兴民族
产业，光大香炉山品牌”的使命，2016 年
10 月，香炉山特成立湖南香炉山茶文化
有限公司，主要负责黑茶文化推广、品牌
推广、工艺茶制作、茶艺培训展示、生态
茶园建设、生态观光旅游开发等。
2016 年 11 月 10 日，香炉山参与了一
场在银城益阳举行的主题为“时间发酵
的味道——中国安化黑茶与罗马尼亚红
酒的对话”系列活动。安化黑茶与罗马
尼亚红酒上演红与黑的碰撞，既可酒逢
知己千杯少，
也可品茶品味品人生。

香炉山聘请了以安化黑茶学术界泰
斗级人物施兆鹏、刘仲华老师等为产品
研发顾问；以千两传人李国平，茯砖大师
谭树林老师为技术总监；以资深茶学研
究学者及收藏大家高大可教授为战略发
展顾问；以介入式管理创始人黄东风老
师为首席管理顾问，带领整个香炉山销
售团队，以势不可挡的强劲实力，一起开
拓香炉山黑茶的广域疆土。
香炉山秉承“传承三千年黑茶文化、
打造世界级黑茶品牌”的核心理念；以
“专注黑茶，专一品牌，专心服务”为经营
理念；以“禅茶一味，谦逊平和”为企业精
神，全力打造“香炉山”品牌。让“香炉
山”品牌立足湖南，走向世界，为“黑茶
梦，
中国梦”奏响崭新的乐章。

香炉山董事长接受采访

品茶品味品人生
香炉山产品采用的原料是符合国
家食品质量标准要求的高山黑毛茶精
制而成。以传承数百年秘制工艺加新
的技术改革；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不但
外观精美别致，内质更好；其金花普遍
茂盛，茶香也很独特。香炉山旗下现有
销售公司一家，销售团队近百人，年销
售量可达 8000 万。销售地区有：湖南、
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
肃、宁夏、北京、山东等省市以及中国香
港，并且在欧美各国、东南亚、韩国等地
也有销售。
2015 年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 42 届
世界博览会上，香炉山茯砖颗粒和千两
颗粒荣获两项国际金奖，一跃成为世界
一流品牌，同时这两种茶的生产工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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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1044 年）与西夏议和，每年向西夏贡
茶叶 3 万斤，朝廷派“茶商军”到资江中游收茶，
因香炉山盛产优质大叶茶，故“茶商军”驻扎于
香炉山麓。
宋刘宗熙宁五年（1072 年）开梅山置县，乃
设茶场（交易场）于资水上，置专安戍守。南宋
1166 年，赖文政的“茶商军”从湖北经常德进入
安化，
后在香炉山所在之马迹塘解甲归田。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规定湖南贡茶
140 斤，其中安化贡“芽茶”22 斤。由县派员在
仙溪、
大桥、
龙溪、
九渡水四保监督采制，
史称四
保贡茶，四堡之一的龙溪即为现在的香炉山所
在地。
1958 年，益阳各县大开茶园，安化、桃江、
益阳、
沅江茶园面积扩大近十倍。
1980 年 3 月，安化县创办“安化县茶叶公司
茶厂”
，
为国家民委定点边销生产企业之一。后
安化茶叶公司茶厂等单位成立了安化茶叶公司
驻马迹塘办事处，
专门在此收购和调运茶叶。
1981 年，湖南省供销总社在香炉山码头把
茶业仓库和石灰仓库扩建，
建立香炉山茶厂，
归
属省茶叶公司管辖，使用“中茶牌”和“合作牌”
商标。
1982 年，全国茶叶普查，全国县级产茶排
名：
安化第二名，
桃江第五名。
1983 年，香炉山茶厂香炉山商标注册成
功，
产品改用香炉山商标。
1991 年，湖南省益阳茶厂、湖南省白沙溪
茶厂、香炉山茶厂被国家商业部、国家民委、财
政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委确定为国家
边销茶定点生产企业。
1996 年，香炉山研制出黑精茶，创黑精制
茶先河，
其产品目前被业内人士收为珍品。
1998 年，香炉山黑茶最先提出礼品茶概
念。
2001 年，香炉山黑茶由于质量过硬，通过
欧盟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进入欧盟。
2001 年，
800 克和 1500 克的特制茯砖，
被国
家质检总局评选为优质产品（
《湖南黑茶》一书
有记载）。
2004 年，安化茶叶公司茶厂穆斯林分厂成
立。
2006 年，湖南黑茶中“清真”茶的唯一专供
企业湘穆茶厂合并于香炉山茶厂。
2008 年，益阳湘穆茶厂更名为湖南益阳香
炉山茶叶有限公司。
2009 年，湖南益阳香炉山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成立，
以茶园基地建设为主营业务，
在湖南省
政府、
益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成功开发浮丘
山生态茶园基地、
六马伦生态茶园基地、
松木塘
生态茶园基地，
开发面积上万亩。
2014 年 12 月，湖南益阳香炉山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湖南香炉山茶叶销售股份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 8000 万元，专业从事“香炉山”黑
茶的销售运营和品牌战略打造。
2015 年 10 月 28 日，
公司应邀参加香港卫视
国际传媒集团五周年台庆，双方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
形成了战略同盟。
2015 年 11 月 17 日，湖南省政府新闻办为
“香炉山”
黑茶荣获米兰世博金奖举行湖南黑茶
挺进“一带一路”、助推千亿湘茶产业发展的专
题新闻发布会。
2016 年 1 月 4 日，
由湖南省委宣传部领导带
队，
“香炉山”作为唯一荣获世博金奖的黑茶企
业，
随湖湘文化代表团进入联合国总部参展、
巡
演，
获得了联合国官员和美国人民的一致好评。
2016 年 2 月 6 日，
由中宣部、
文化部、
省市宣
传部、促贸会带队，香炉山应邀参加第二届“欢
乐春节·艺术中国汇”纽约系列活动，走入美国
市场的参会黑茶“入乡随俗”进行了改良，用咖
啡机也能煮着喝，
让美国人大开眼界。
2016 年 8 月，
“感知中国——湖南文化走进
法国”推介“大美湖湘”活动在法国巴黎布隆尼
亚宫举行，
香炉山公司作为湘茶代表受邀参加，
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
发美主持了开幕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