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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園構成現狀及發展方向
茶產業中的地位 可持續發展方向

古茶樹（園） 面積、產量、產值極小，但 保護與可持續利用；重要

單位產值高，古樹單株、古 的種質基因庫；古茶生態

茶園在逐漸減少。 文化。

生態茶園 正在大力發展的綠色產業， 逐步擴大，延長茶產業鏈

面積、產量、產值逐步擴大。 ，生態文化產業融合。

現代茶園 面積最大，產量最多，產值 往生態茶園轉化，提高集

的主體。 約化水平，精深加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丁樹勇

當前，古樹茶資源屬於稀缺資源，「物以稀為貴」，所以其
價格被推得很高。業界人士指出，茶農之所以毀林種茶，也是
受到了市場價格因素的引導，希望自己的茶能賣出更高的價錢，
而真正的古樹茶並非人人都有，或者產量極低，於是想出在古

樹茶（園）旁邊毀林種上茶，以這樣的「古樹茶」來謀求更高的價格。

雲南古茶樹佔全國九成多
有專家認為，古樹茶的價格與價值如何真正回歸合理，有待消費者

與市場都認清古樹茶資源的總體情況，以及如何在保護與開發之間找
到平衡點，既讓資源得到保護，又讓其造福一方百姓。西南林業大學
教授、古茶樹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國家創新聯盟秘書長藍增全建議：分
級管理，分層開發。

藍增全教授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古茶樹」指的是樹
齡在100年及其以上的茶樹。目前中國古茶樹（園）分布面積為331
萬畝，其中野生種古茶樹居群面積267萬畝，栽培種古茶樹（園）面
積64萬畝。雲南古茶樹（園）佔全國總面積的99.54%。古茶樹有
5,616.66萬株，雲南分布着5,494.67萬株。

他認為，古樹茶資源的開發利用，一定要有原則和措施，堅持保護
優先、科學管理、有序開發、可持續利用的原則，兼顧基因保存、文
化傳承、品牌培育、產業基礎等方面的協調發展。

「我們將古茶樹分為三個等級來進行管理，1級管理對象是經鑒定
樹齡500年（含）以上的茶樹，2級管理對象是經鑒定樹齡300年
（含）至500年的茶樹，3級則是經鑒定樹齡100年（含）至300年的
茶樹。」藍增全表示，按照這個分級，就當有相應的管理和開發原
則。具體來說，1級就是要以保護為主，拒絕經營性採摘，養護為
主；2級就以保護為主，保證健康的前提下，兼顧適當的經營性採
摘；3級即可在保證健康前提下進行生產性採摘。

產業有序才不會有「毀林種茶」
古茶樹的價值如何發揮，在茶產業發展當中，如何更好地提質增

效，藍增全教授認為，可以將「單一的農業產業」，發展成為「古茶
生態文化大產業」。

具體來說，「雲茶」產業技術體系可以分為現代茶產業技術子體系
和古樹茶產業技術子系統。現代茶產業技術子體系追求產品數量為主
要目標，通過集約化經營，降低成本，實現規模效益。

古樹茶產業技術子系統以建立古茶樹原產地保護機制為核心來打造，
是雲南的特色，也是中國的特色，在世界上是唯一的。該子系統形成的
古茶生態文化，在整個產業體系中有潛在的技術引領和龍頭作用。

把這兩個體系建立好，讓真正
的古茶樹得到保護，讓可以開發
的古茶樹得到保護和開發，再讓
現代茶產業技術充分發展好，從
消費者的角度來說，才能真正在
市場上找到適合自己的茶，而不
盲目追求古樹名茶，也才能讓茶
產業走到更加規範，更加健康的
發展軌道上來，市場健康了，才
不會有人去「毀林種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丁樹勇 雲南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整治內
容包括對2017年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業性採伐以來發生的非法侵佔
林地、種茶毀林等破壞森林資源問
題，堅決依法依規嚴肅查處到位，
違法種植作物該剷除的必須剷除，
並做好生態修復；對重大典型案件
直接立案查處、掛牌督辦、公開通
報，以案示警，堅決做到零容忍；
對2017年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採
伐以前發生的非法侵佔林地、種茶
毀林等破壞森林資源問題，要堅持
依法依規，突出生態保護，結合實
際、分類處置。被非法侵佔的集體
統一管理林地，由集體經濟組織收
回，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加強管理；
被非法侵佔的承包到戶集體林地，
由承包戶繼續按照林地用途進行承
包經營管理。

茶價走高「殺」樹種茶
什麼是「毀林種茶」？近年來，
古樹普洱茶的價格一路走高，鮮葉
價格上千至萬，消費者趨之若鶩，
市場炒作厲害。有的茶農為了讓茶
樹更快成長，或者在古樹茶產地種
上更多的茶樹，於是變相弄死周邊
的其它大樹，所用的方法包括圍剝
樹皮、注射藥水等致使茶山上的其
它樹木「自然」乾枯、死亡，以此
來拓地種茶。有的甚至在保護區周
邊砍樹種茶。
家住勐海縣布朗山布朗族鄉章家
村委會空坎小組的巖某刀，去年3
月，先後在4處村集體林地採取圍剝
樹皮、投放有毒化學物質等手段毀
壞林木種植茶葉。據調查，共砍伐
林木800株，投放有毒化學物質毀壞
林木122株，圍剝樹皮毀壞林木54
株，共非法佔用林地31.3畝。

今年4月，西雙版納州森林公安局
民警到勐海縣布朗山鄉勐昂村委會
勐昂村小組調查時發現，當地兩處
有砍伐林木毀林種植茶葉的行為，
民警通過排查鎖定嫌疑人巖某尖，
他承認在2處村集體林地採取圍剝樹
皮的手段毀壞林木種植茶葉，砍伐
林木共計152株，圍剝樹皮毀壞林木
98株，共非法佔用林地39.2畝。
9月17日，雲南省勐海縣人民法院

刑事審判巡迴法庭對兩宗非法佔用
農用地案件進行一審公開宣判，兩
名被告因在集體林地，採取圍剝樹
皮等手段毀壞林木種植茶樹被判處
有期徒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
巖某刀構成非法佔用農用地罪，依
法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並處
罰金5,000元人民幣。巖某尖構成非
法佔用農用地罪，依法判處有期徒
刑一年六個月，並處罰金8,000元人
民幣。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巖某
刀、巖某尖兩人當庭表示認罪。

專項整治完成首階段
雲南省林草局副局長王衛斌表

示，「今年雲南林草部門開展打擊
整治種茶毀林的專項行動已經完成
了第一個階段。目前已收回林地
2,130公頃，恢復植被2,000公頃，各
地都建立了非法侵佔林地和種茶毀
林的問題清單、責任清單和線索清
單三個清單，精準引導種茶毀林專
項整治工作走向深入，有效遏制種
茶毀林這一勢頭。」
目前，雲南林草部門開展打擊整

治種茶毀林的專項行動已經完成了
第一個階段，即清理核查的主要任
務，已轉入了第二階段集中整治，
共清理核查省級移交的疑似問題
26,009個，核查率達到了1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丁樹勇 雲南報道）茂密的林

木突然死亡，保護區附近忽然發現樹木枯萎，人跡罕至的天然

林區突然搭起窩棚。一些不尋常的人類生產活動在天上衛星的

監控掃描中形成了異樣的圖斑。在暴利驅使下，近來雲南邊疆

部分普洱茶主要產地的茶商和茶農種茶毀林，破壞森林資源，

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雲南省政府毅然出手，以零容忍態

度對此展開為期6個月的專項整治，嚴厲打擊非法侵佔林地、

種茶毀林等破壞森林資源違法違規行為。截至目前，已經收回

林地2,130公頃（約3.2萬畝），恢復植被2,000公頃（3萬

畝），2宗「毀林種茶」案件中2名被告被依法判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廣東珠
三角城際軌道交通公司獲悉，新白廣
城際廣州北站至白雲機場T2站段、
廣清城際廣州北至清遠段、珠三角城
際調度指揮中心項目順利通過由廣東
省交通廳組織的初步驗收，即將開通
運營。屆時，廣州白雲機場將城軌直
通廣州北站，實現「空鐵聯運」，並
連通穗莞深城際，至深圳機場僅需40
分鐘。

白雲機場連通高鐵
據了解，新白廣城際、廣清城際是

《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

批覆後全國首批由廣東省獨資建成的
城際鐵路，也是首批由廣東省管理的
城際鐵路。
其中，新白廣城際從廣州新塘經白

雲機場至廣州北站，全長77.7公里，
共設13個站點，途經廣州花都、白
雲、黃埔和增城4區，與廣清、莞惠
等城際線連通。通車後，從廣州北站
到白雲機場僅需7分鐘。而作為廣州
大型綜合交通樞紐，廣州北站投資
275億元人民幣，未來將集聚5高鐵2
城軌，打造廣州北站與白雲機場空鐵
聯運樞紐。
作為穗莞深城際的連接線，新白廣

城際將在廣州新塘站與之交匯，從新

塘站至白雲機場20分鐘可達，而白雲
機場至深圳機場也僅需40分鐘，這意
味着粵港澳大灣區兩大樞紐機場通過
城軌直通，實現優勢互補。

珠三角城際調度指揮中心落成
此次同時通過驗收的珠三角城際調

度指揮中心，則是實現珠三角城際軌
道交通網保持相對獨立運營的「大
腦」中樞，總建設規模超4萬平方
米。據悉，該指揮中心作為珠三角城
軌交通的調度指揮核心，調度通信光
纜連通廣鐵調度所、廣州南站和廣州
東站等，將可實現城際鐵路獨立運
營，並與國鐵互聯互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一
項新的健力士世界紀錄「最多無人機同時飛行」
昨日在珠海誕生。中國無人機編隊團隊大漠大智
控團隊同時升空飛行3,051架無人機，上演史上
最大規模無人機燈光秀，打破了今年9月4日由
俄羅斯無人機團隊保持的2,200架無人機同時升
空的世界紀錄。
昨日凌晨，在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田徑場，

3,051架無人機升空。無人機通過科技與藝術的
結合，以天空為幕，形成炫彩矩陣，將地面舞台
延伸到璀璨夜空。今次打破世界紀錄的飛行圖案
集中在航空航天領域，如天宮一號、北斗衛星系
統、中國空間站等能夠代表中國航空航天科技領
域的元素。
據了解，作為目前全國擁有駐場演出最多的無

人機編隊表演團隊，成立於2016年的大漠大智
控團隊業務覆蓋全球超50個國家和地區，擁有
超36項國家專利。業內專家稱，此次中國無人
機編隊團隊打破世界紀錄，是中國「科技強國」
戰略實踐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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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白廣城軌將運行
穗深機場僅40分鐘

珠海3051架無人機燈光秀 破世界紀錄

■無人機變換
出北斗衛星系
統圖案。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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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曾播報雲南「毀林種茶」情況。
央視客戶端畫面

▶▶ 兩兩名名「「毀林毀林
種茶種茶」」被被告被告被
判刑判刑。。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雲南省勐海縣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巡迴法庭對兩起非雲南省勐海縣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巡迴法庭對兩起非
法佔用農用地案件進行一審公開宣判法佔用農用地案件進行一審公開宣判。。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