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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企业家俱乐部“名企参访”走进今世缘
P5

广告

■ 本报记者 赵敏

“陕茶”这个关键词近期有点火。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平利县女娲凤凰茶

业现代示范园区考察调研时指出，因茶致富，

因茶兴业，能够在这里脱贫奔小康。做好这些

事情，把茶叶这个产业做好。这进一步证明，

在陕南茶区，发展茶叶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

本之策。

“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时隔一个

月，5 月 21 日，联合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

日”到来，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茶日”系列活

动致信表示热烈祝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

调研时对茶产业的重要指示精神，传播弘扬

茶文化，促进茶产业发展，带动茶农增收致

富，让“陕茶”走向世界，陕茶企业重任在肩。

东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陕西茶业领域为数

不多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陕茶

振兴浪潮中的先行者。

日前，记者深入企业调查了解，并就相关

话题对陕西茶叶产业创新引领人、东裕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裕”）总经理张为

国进行了专访。

勠力战“疫”勇当扶贫攻坚先锋
2020年，的确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的政

府工作报告部署安排“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着力抓好农业生产、拓展农民生产、拓展农民

就业增收渠道”，这与张为国一直以来带领乡

亲们共同奋斗、增收致富的行动不谋而合，也

让他对茶叶产业的发展前景信心十足。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我们

既要彻底战胜疫情，又要完成既定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这场硬仗怎么打？东裕率先作

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带动行业

在嬗变中前行，为中小企业化危为机、乡村振

兴、复兴“陕茶”点亮了一盏明灯。大勇大智，

观念嬗变，“疫”不容辞，全力以“复”，张为国

的破“疫”密码成为了行业和地区战“疫”的一

个聚焦点。

在夺取全面胜利的总攻号令下，疫情防

控和脱贫攻坚两不误，加快复工复产，务必要

把时间抢回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首先

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茶叶的春耕备耕工作。

张为国临危不乱，英勇战“疫”，率先发出“化

危为机，突围之后就是春天”的呐喊，积极主

动办理复工复产相关手续，果断地践行产业

复兴发展责任，带领企业优化产业升级，助推

行业迎来发展的春天。

在当前形势下，通过产业扶贫助推脱贫

攻坚，通过新产业、新业态助推脱贫攻坚更是

大有可为。脱贫攻坚战中突遇疫情，脱贫面临

艰巨挑战，做好茶叶生产是决战脱贫攻坚，实

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必然选

择。对于茶园管护、采摘、生产、加工等发展方

向，张为国指出，东裕一直在坚守初心，保证

品质的同时，大力扶持贫困农户进行采收鲜

叶。企业保证，当日鲜叶当日结清，不拖欠一

分钱，今年也不例外。自 2 月 20 日实现企业

复工复产以来，东茗为早日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出了贡献。

尽管名茶缺口较大,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但

张为国强调春茶不涨价，带头稳定汉中仙毫市

场行情，发挥了东裕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对产业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3 月 18
日，2020年汉中仙毫开采节在西乡枣园湖东裕

生态茶园举办，众多领导和业内大咖出席，共

同见证了今年第一批春茶的采摘上市。

“我们第一批上市的汉中仙毫，采摘标准

高，采得嫩，采得早，都是抽芯的单芽，一个熟

练的采摘工一天也就摘一斤鲜叶。”张为国透

露，受疫情影响，采摘工费、包装、物流成本等

都有所上升，也坚持不涨价，销售价格与去年

持平，精品的汉中仙毫还是维持在一斤千元

左右。

茶叶装点大好山河，送出清幽芬芳；产业

惠农，茶农与茶企一道收获喜悦。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东裕多年来一直在行动。张为国透

露，“东裕带动下，茶园员工收入高于当地人

均水平。流转农民的集体土地，农民挣一道

钱；农民在茶园干活就业，能够挣钱；农民自

留地的鲜叶出售，又可以挣钱。”产业脱贫，成

为现实，当地农户 2019 年户均收入达到

19000 多元。

振兴陕茶 讲好品牌故事
陕茶，正在悄然发力。

“今天的民营企业生长在中国希望的田野

上，但一开始面临的却是一片荒芜。他们在夹

缝中求生存，筚路蓝缕闯出一条路来，这个过

程何其艰难。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作出今天的

贡献，非常了不起。”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的这句话，用来形容

民营茶企对陕西茶叶产业的贡献非常贴切。

“一片荒芜”，形容多年前的陕茶产业似乎

也并不为过。百十年间，陕茶曾经逐渐归于沉

寂，甚至难以走出陕西，就连周边的兰州、银

川、西宁等地，也少有人知道陕西还产茶。陕西

省意识到，重振陕茶雄风是继振兴果业之后的

第二大农业主攻产业，汉中茶业。于是，政策引

导，上下同心，撬动茶业。作为民营企业的东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让陕茶真正走出陕西、走向世界，品牌建

设不可或缺。2005 年，刚创办东裕不久，张为

国提出的口号就是“专业铸就品质，恒心集成

未来”。张为国表示，东裕茗茶将以创造、弘

扬、推广国际绿茶经典时尚产品为宗旨，锻造

品牌，以生产、种植优质产品为基础，力创国

内知名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责任，助

力陕茶高质量发展。

顺应市场经济环境，主动而为开发市场。

东裕在力争上游的过程中,以陕西为根据地，

辐射全国，打造“北茶典范、陕西名片”。为了

把安全、放心的陕茶推出去，公司每年参加国

内外展会 20 多场，并主动邀约德国、俄罗斯、

奥地利等客商来公司参观调研，把陕西高品

质、有机产品推荐给国际友人。

与此同时，东裕作为陕西茶产业战略技

术联盟理事长单位，组织联盟企业单位，外出

考察学习同行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参与茶行

业的“奥斯卡”———金芽奖盛会，把陕茶经营

的思路进一步拓宽，凝聚陕茶精英，共谋陕茶

发展。

陕西茶叶看汉中，汉中茶叶看西乡。如

今，汉中山上山下，沟沟岭岭遍布“绿色精

灵”，从面积规模、成品层面来说在陕西占据

半壁江山。茶叶“汉中仙毫”又是以崛起于西

乡的东裕为代表。聚力绿茶产业发展，推动乡

村振兴，陕茶悄然崛起，汉中的“汉中仙毫”与

安康的“紫阳富硒”“泾阳茯茶”一道越来越深

入消费者心中。

“在品牌传播上，要挖掘陕茶品牌文化，

讲好陕茶品牌故事。”4 月 24 日，首届陕西网

上茶博会产地行活动来到西乡县枣园村东裕

茗园。网红、大 V 等陕茶代言人利用镜头记

录茶园生态环境和茶叶采摘、加工全过程，通

过抖音、快手、一直播直播平台传递陕西茶园

的独特魅力和陕茶厚重的文化底蕴，向近千

万粉丝推介东牌汉中仙毫等品牌产品。

依托互联网直播，为陕茶开辟上行的“云

通道”，这是对陕茶品牌宣传推广一次新的探

索和尝试。张为国指出，仅仅宣传推广还不

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弘扬中华茶

文化，关注陕茶，才能够形成陕西茶业全面发

展的新局面。

放眼世界 发扬新时代陕茶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指出，我们全面深化

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

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

精神。在张为国眼里，企业家精神与陕茶精神

一脉相承———创新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坚韧

不拔与“不忘初心，始终如一”的精神，这就是

新时代的陕茶精神。

陕西，这里不仅是中国较早的茶区和茶

叶种植中心，也是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和传

播中心。自古以来，中国西北各省中只有陕西

产茶；在陕西，只有位于秦岭以南、巴山北麓、

汉水流域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地产茶。陕西

对我国茶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

为国认为，陕茶与创新密不可分。“神农氏最

早在秦岭首阳山发现了茶，是产业的开拓创

新；陕南的古代巴国巴人最早开始种植茶，是

产业的发展创新；陕西汉中人张骞最早把茶

带到了国外，是产业的外交创新。”

茶的背后，最主要是人的精神。企业家精

神是产业发展的保障，也是中国步入新时代的

写照。同时，茶业的工匠精神也不可或缺，其在

于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是一种坚守的精神。

陕茶最大的优势正是在于坚守品质，可

以征服全世界。汉中市曾经在 8 个县随机抽

取了 18 个样品送往中国茶科所进行检验检

测，报告显示，不但农残及重金属含量都为

零，茶多酚、氨基酸、硒、锌等含量在国检范围

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大开发,陕西是“桥头堡”，陕西茶业

发展任重道远。张为国为振兴陕茶鼓与呼,致
力于为促进陕西旅游和茶叶经济向前发展做

出贡献。“欲做品牌，先做基地；欲做产品，先做

有机。”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建

伊始，张为国就认认真真地做好茶园基地建

设，从源头上保障茶叶品质，下功夫做好产品

质量安全，把产品品质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

张为国表示，不仅仅是自然禀赋，最为关

键的是陕西茶人对生态保护的重视和对茶品

高度负责的精神，要发扬陕茶精神，让有机生

产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茶园推广实施了有机

茶标准认证，茶叶从种植到加工、销售各个环

节，彻底杜绝有害农药、化肥污染，达到了“绿

色、有机”的国家标准，实现了绿色发展。同

时，东裕先后引进 200 吨茶多酚植物提取项

目、推出汉茶养生谷茶旅融合项目、品牌升级

为“陕西心意”、启动新三板上市计划，不断创

新，打造陕茶典范。

如今，茶产业已经成为陕南秦巴山区繁

荣农村经济、推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

美丽乡村的支柱型绿色生态产业。尽管成就

斐然，但不能让汉中的茶山挡住视野,要放眼

全国乃至世界茶市看陕茶，寻找出差距。

张为国介绍说，2004年 4月 10日,时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陕南的汉中

南郑罗帐岭茶园视察。时隔 16年，2020年 4月

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陕

南的安康平利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区，体

现了两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秦巴山区农民和

茶产业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

视与关注是产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也是给陕

西茶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张为国认为，今天我们的企业家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指示精神，就

是要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加大力度培育茶

业实体群体，用政策调动茶农生产的积极性。

发扬陕茶精神，让陕茶走出去，倾力打造陕茶

品牌，做到品牌强省、品牌强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
《商标侵权判断标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出台《商标侵权判

断标准》，旨在加强商标执法指导工作，统一

执法标准，强化商标专用权保护，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标准共 38 条，对商标的使用、同一

种商品、类似商品、相同商标、近似商标、容易

混淆、销售免责、权利冲突、中止适用、权利人

辨认等内容进行了细化规定。据介绍，标准在

商标法框架内，立足商标执法业务指导职能，

对多年来商标行政保护的有益经验与做法进

行了系统梳理和提炼总结，为商标执法相关

部门依法行政提供具体操作指引，为市场主

体营造透明度高、可预见性强的知识产权保

护环境。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做好标准的政策解读工作，

加大培训力度，推进标准的实施。 渊张泉冤

粤港澳三地建立长效
企业跨境纠纷调解机制

记者 17 日从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

获悉，该会组织粤港澳三地的资深律师和法

律工作者，设立因疫企业跨境纠纷调解委员

会，探索建立长效的企业跨境纠纷调解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但因粤港

澳法域不同，三地之间的跨境纠纷解决一直

是难点。为了高效地帮助三地企业解决因疫

情引发的跨境纠纷，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

会在广东省港澳办的指导下，组织粤港澳三

地的资深律师和在立法执法方面有丰富经验

的法律工作者，设立因疫企业跨境纠纷调解

委员会。 渊杨淑馨冤

上海 10 家银行
提供 1600 亿元专项信贷
支持浦东企业

16 日，中国银行等 10 家银行与上海浦

东新区企业代表签署了贷款授信协议，将为

浦东新区企业提供 1600 亿元额度的专项信

贷支持，服务企业数超过 1.2 万户，其中中小

微企业超过 1 万户。专项信贷将力撑企业渡

过难关，助力“六稳”“六保”任务落实。“10 家

合作银行为浦东新区提供的 1600 亿元专项

信贷额度中，有 650亿元信贷额度是专门用

于保民生、保就业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局长张红说。据

了解，在保民生、保就业方面，合作银行将面

向外贸企业提供信用贷款、贸易融资、信用保

险、跨境结算等一揽子金融服务，面向餐饮、

零售等行业提供“产业生态链”系列金融服务

产品。 渊王默玲冤

河北：
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多亏了河北省企业信用协会的协调，让

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免抵押获得了 15.5
万元贷款。”河北省石家庄中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何永红说，目前企业生产的清洁

机具销量同比增加 10%。河北省企业信用协

会常务副会长白建军告诉记者，目前协会有

3000 多家会员单位，均是信用较好的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企业出现了资金上

的困难，为此他们协调了渤海银行、天津银行

石家庄分行等会员单位，根据企业信用推出

了相应免抵押贷款金融业务，为几百家中小

企业提供了低息贷款。 渊赵鸿宇冤

中国新闻社江苏分社社长陈光明：对今世缘的硬件与文化软实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破“疫”进击 重振陕茶雄风
———专访陕西茶叶产业创新引领人张为国

荫国家一级评茶员、陕西东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