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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伙伴关系是老挝茶行业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基石
在全球范围而言，老挝茶行业很小，但它却对老挝南部和北部适合茶叶生产的农村地区经济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这些地区通常非常偏远，其中有些还是老挝国内贫困率最高的地区。老挝的茶叶主要是由少数
族裔社区生产（茶林资源或商业茶叶种植园）
，妇女在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
老挝茶行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能为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其关键是该国拥有高价值的野
生古茶资源、适合茶叶种植生产的潜在区域、茶叶加工的新兴投资和高价值产品的开发。然而至今，该行
业却无法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相反，其中的一些优势目前正受到威胁。老挝茶行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古茶树资源的保护；茶叶生产所带来的生计保障；茶叶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之间平等互利关系的形成。
本行业状况报告是在湄公河流域土地管理项目的支持下、由茶行业领先各利益相关方共同编写形成的，
旨在帮助在老挝茶行业内形成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提高老挝茶行业的形象和价值，帮
助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将会影响到政策和投资活动，以期为茶资源的保护、农村产茶社区的地权稳定
性和生计保障，以及老挝南、北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本文概述了茶行业的现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产业承诺以及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合
作行动方案草案。
在编写行业报告的过程中，业内已经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势头：


发起了一个由茶行业利益相关方、政府和民间协会所组成的“茶行业工作组”
；



分享各自在行业发展活动（过去和现在）中所开展的工作和获得的经验；



老挝茶行业努力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形成区域和全球茶行业合作伙伴关系，并与茶 2030（一个旨在推动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业领
导倡议活动）保持一致；



获得老挝工商会（LNCCI）、老挝欧盟产业商会（ECCIL）、越南茶业协会（VITAS）和未来论坛（茶
2030）的正式支持，将在今后数年内实施以产业为主导的合作行动计划，帮助老挝和区域茶产业的发
展。

提高老挝茶行业的形象价值、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能影响老挝茶资源保护和农村产茶社区土地使用权
保障方面的支持政策和投资活动，以及老挝南、北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年内与老挝茶行业继续合作，并希望行业能够充满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签字
茶行业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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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除了水之外，茶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全球每天的消费超过三十亿杯 1。茶有很多种类，最主要的有
两类：红茶和绿茶 2。与粮食需求大幅预增以及全球“中产阶级”的大量增加一样，人们对茶的需求预计在
未来十年内（~2023 年）也将显著增长 3。目前全球的茶叶生产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农户，这也使
得茶叶成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扶贫作物。
老挝的茶行业小而欠发达，但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和为老挝扶贫及农村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潜力。茶
叶生产非常依赖于农户，其中大部分还是少数民族和妇女。产茶户与当地人的茶叶加工厂以及越来越多的
外商独资加工厂和外国商人进行沟通交流。产茶区分布在老挝各地，包括在北方传统的、高价值产茶区—
—主要销往中国市场；以及逐渐兴起的供应西方市场的南部产茶区。
当前，老挝茶业的进一步发展正面临着以下挑战：


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和对社区茶林传统所有权的认可，茶林和古茶树资源——产茶社区生计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正在受到威胁——导致不可持续的资源开采和土地流转；



由于缺乏持续的技术支持、资金和市场，商业化种植茶叶的投资无法为小农户带来预期的收益；



在有利于外来投资者/贸易商市场准入机制下，在土地/资源管理不善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部门的协调
发展和包容下，茶叶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更加恶化。

综合来说，这些挑战不仅给贫困的农村社区带来了威胁，也给茶叶企业和投资者带来了问题，并影响
着更为广泛的农村茶叶产区的发展。这些挑战不是老挝所独有的。2011 年的一些全球领先的茶行业利益相
关方聚集在一起，确定了行业面临的 10 个重大挑战（包括了上述列出的挑战）
，并对茶 2030——这个全球
性的倡议活动承诺：“创造一个共同的愿景，全球茶行业一起行动起来，确保一个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 1”
。
本行业状况报告旨在阐明老挝茶行业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如上所述）和“协同行动”的框架，以促进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图 1-1 茶叶种植园，丰沙里，2016

1.1 宗旨&目标
随着“茶 2030”的带头效应，以及在湄公河区域土地治理项目的支持下，老挝茶业界、政府和民间社
团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期在业内形成共识来共同应对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一个合作行动框架确保老
挝茶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具体目标是：


概述老挝茶业发展的现状、关键挑战和机遇；



概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业承诺；



提出一条能够让政府、行业和社区合作行动的前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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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章的范围和结构
本文下面各章节将概述全球茶业的现状，包括对确保产业持续发展所需采取的可持续工作方式的认同
（第 2 章）
。老挝茶行业及其面临的独特挑战和机遇将分别在第 3 章和第 4 章中进行阐述。第章中将阐述开
展协同行动、帮助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包括建议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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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茶业
2.1 市场概述
全球茶叶市场为 1300 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每年茶叶产量超过 500 万吨，估计产值超过 400 亿美元 4,5。
目前有超过 45 个国家生产茶叶，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最大产茶国包括中国、印度、肯尼亚、
斯里兰卡和土耳其，他们的产茶量约占全球茶叶总产量的 76％4。这些产茶国国内茶叶市场也很巨大，主要
茶叶出口市场是俄罗斯、美国和欧洲。
茶一般分为红茶和绿茶。茶叶产量预计在 2013~2023 年间，将从 506 万吨增加到 714 万吨，支撑这一预
期的是绿茶产量从 2013 年的 1 百万吨翻三倍到 2023 年的 297 万吨这一预期。预计到 2023 年，红茶出口将
达到 167 万吨，绿茶出口达到 76 万吨 2。
跨国公司占全球茶叶供应链的 85％以上，其中联合利华、塔塔全球饮料和唐宁三家公司合占全球市场
份额的 20％2,4。

2.2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茶行业也有许多组织机构在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伦理茶伙伴关系（ETP）、公平贸易
（Fairtrade）
、IFOAM（有机认证）、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和 Utz Certified6。雨林联盟和 ETP 合作，
联合国际行业巨头，包括联合利华（Unilever），塔塔全球饮料（Tata Global Beverages）和唐宁（Twinings）
成立了茶 2030 这一由国际茶叶委员会支持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举措。

茶 2030 也帮助茶行业的公司机构了解整个价值链如何协同工作来确保行业的长期可持续性。茶 2030 平
台的设计就是为了推动茶叶价值链中所有组织开展行动，无论是单独的还是更关键的合作，为行业现在和
将来面临的挑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茶 2030 活动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十大关键挑战”和“五个核心
原则”，详述如下：
全球茶行业的十大关键挑战
1.
2.
3.
4.
5.
6.
7.
8.
9.
10.

人口变化——不断增加的人口和“全球中产阶级”将推动对食品包括茶叶的需求，同时也将加剧对
可用耕地的竞争；
资源限制——未来水、能源和重要营养元素（例如磷）的可用性，都会给茶行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气候变化——温度和降水的变化，以及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预期病虫害的增加都将会对敏感的茶树造
成巨大的威胁；
土地和生产力竞争——茶不是主要粮作物，对农业用地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替代高价值作物的出现
将对土地供应带来压力，但也将推动茶业提高生产率；
可用劳动力和机械化——日益城市化造成可用劳动力减少，茶叶采摘和加工的机械化让就业机会减
少，这是将来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整个供应链的力量平衡——茶行业有大量的小型成员和和少数大型机构。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行业
将确保整个供应链中经济和社会权力的平衡；
新商业模式的出现——突破性的新技术和产品，如最近的即饮市场，以及社交媒体和在线交易平台
将给未来茶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领导——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后果，越来越有可能新兴
经济体将在可持续发展领导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供应链中工资和福利的改善——茶业生产工作一般并不被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这需要在未来
伦理供应链劳工和消费者的更大需求竞争中来解决；
消费者对食品价值的态度——对大品牌/产品的认知以及对可靠原料和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会让消
费者不断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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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茶行业的核心原则
茶 2030 项目形成的五个核心原则可以让茶成为“英雄作物”
，并推动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英雄作物”
是指是一个给这个行业、这个星球以及更广泛的经济中数百万计的人群带来巨大益处的作物。它可以通过
建立一个透明、公平的方式进行生产、供应和分销，解决茶叶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挑战，并在终端消费者和
生产者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
五个核心原则请参看下表（表 2-1）。茶 2030 现已呼吁全球各茶业利益相关方使用上述核心原则作为协
作行动的框架，以保障茶产业的未来。
表 2-1 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五大核心原则
核心原则
描述
可持续生计和授权生产商

茶行业的工作应确保劳动者生计的可持续性。所有茶业价值链上的各环节，从零售到种
植都应该确保劳动者生计的可持续性。然而，在未来，英雄作物应该能让生产者更好地
提高技能，使其能创造自己的生活，在产业链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生态可持续、恢复性生产

茶行业应采用可持续性方法，这样茶叶的生产和加工就不会导致生产所依赖的土壤、生
物多样性和水环境的恶化，或者对茶行业工人产生不良影响。英雄作物应该考虑如何具
有修复性—— 土壤补充；增加生物多样性；尽量减少水、能源、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尽量减少对茶叶种植区域之外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低碳和弹性

未来的茶叶生产和消费将面临诸多挑战，行业需要建立一个更具有弹性的价值链，以能
集中管理风险，特别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茶行业也需要在减排方面发挥自己的作
用——从茶叶的加工和运输、到煮水沏茶。

价值链的透明度和可持续
的市场机制

茶叶市场的运作对价格、产商的回报和现金流、风险的管理、行业的流动性和投资都至
关重要。生产英雄作物的行业将有助于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提供更广泛的可持
续发展成果，而不仅仅是财务方面。

消费者的参与和关联

英雄作物是与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消费者知道他们的茶叶来自何方，是如何生产出来
的。消费者可以要求高的可持续发展标准，并因此督促供应链中的人员提高可持续发展
标准。

资料来源：2014 年未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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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挝茶行业
老挝迄今发现的茶株估计至少有 600 年了，有证据表明，老挝与中国的茶叶贸易联系最早可追溯至公
元七世纪。尽管如此，与中国相比，老挝茶行业还是相对落后，与其农业部门比较而言非常小。
近年来，老挝政府一直推动在北部省份用茶作为刀耕火种的农业和罂粟种植更好的一个替代品 7,8。茶也
是最近老挝 2016-2020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2025 农业发展战略以及 2030 农业发展展望的一个重点作物。
丰沙里还制定了省级茶业战略草案，预计将于 2016 年定稿。

3.1 老挝茶行业简介
3.1.1 茶资源
现有茶资源
老挝的茶资源可分为三大类：
野生茶林、种植茶林（当地称为
“古茶树”）和商业种植茶（引进茶
株）。北方各省地方性茶产区约占全
国茶产量的 85％，其中丰沙里为产
茶中心。在南部也有新兴的茶叶产
区（占巴塞、沙拉湾和布拉万高原
的阿速坡）。大多数老挝的茶叶资源
位于通常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
妇女是茶叶种植、采集、加工和销
售的主要力量 9。大部分茶叶生产被
认为是“默认有机”，但只有布拉万
高原的几个种植园是经过有机认证
的。
2010-2011 年曾经开展了一项包
括九个北部省份的研究，发现与茶
叶种植相关的约有 8500 个家庭 10。
另一项研究确定了现有的茶资源大约
图 3-1 Ban Komen 古茶园，丰沙里， 2016
为 12000 公顷，其中约 72％是野生茶
林，24％的是商业化种植茶叶，4％是古茶，有证据表明，茶叶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利用 11。
大多数茶叶种植区域属于村里土地，这些土地已经在政府“土地和森林分配计划”中进行了区域划分。
其中部分地区被政府重新分配给当地或外国产商作为特许经营区域。
关于这些不同区域的管理和所有权，我们总结如下：






野生茶林
»

村庄公有的林区，由村内农户家庭（或家庭合作社）进行管理和采摘；

»

分配给本地或者外国生产商的特许经营林区，由这些产商进行管理，他们雇用当地劳动
力进行茶叶采摘。

商业种植茶园
»

村庄公有或者个人的茶叶种植区，由村内农户家庭（或家庭合作社）进行管理和采摘；

»

分配给本地或者外国生产商的特许茶叶种植区，由这些产商进行管理，他们雇用当地劳
动力采摘茶叶。

古茶园（种植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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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内公有茶叶种植区，由村内农户家庭（或家庭合作社）进行管理和采摘。

潜在茶资源
这些茶叶种植区域内共有 300 多个村和 17000 多农户 11。另一项评估老挝土地种植茶叶适宜度的研究发
现，有近 240 万公顷土地被认定为适合茶叶种植，其中超过 20 多万公顷为“非常适合”12。该研究主要是
基于气候和海拔高度，要获得土地适宜性的详细数据，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3.1.2 茶叶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
老挝的茶叶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大致可分为北部和南部地区（表 3—1）
。
表 3-1 老挝的茶叶生产商和贸易商分类
地区
描述
北部

主要参与人

传统的野生茶林、古茶园和山村加工行
业。不断成长的现代种植业包括中国商人
和特许投资者支持“订单农业”
。已规划
的更大型的加工厂。
主要产品为：淡绿粗茶—毛茶。绝大部分
茶销往云南市场。
由中国茶叶生产方式和市场主导。

在北部七省有众多的小农户茶叶生产和加工商。
当地企业（即丰沙里绿茶，Somneuk 茶厂，
Sengchan 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
国际商业投资者（即老挝 Suyen Tea Classic，龙生
LandSun，Phufa 茶厂）
中国云南茶叶交易商/经纪商
当地贸易商：Lao Mountain、Sinouk
非政府组织支持的项目（即 Helvetas-COPE、CCL、
OXFAM）

南部

一些传统的和不断增长的现代小农户和小规模
种植。成品包括 Bolaven 绿茶、红茶和乌龙
茶。
更广阔的市场，包括欧洲和美国

小农户茶叶厂家：Lao Farmers’s Products、Batieng
Products (Bapro)（Bapro）
（状态未知）
Mai Savanh Lao.
Dao Heuang
茶叶贸易商（即 Sinouk）
众多小农茶叶厂家（即 Ong Ya-Paksong KM 32；Ms.
Soud-Paksong KM 40）

资料来源：澳思公司 2016

这些茶叶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目前还处于无组织状态。全国性的茶叶协会尚未成立，行业组织仅
局限于一些地方性的茶叶生产／加工团体。老挝茶联盟是咨询委员会（包括农民代表、茶叶加工商代表和
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在国际机构（包括 GIZ 和 Helvetas）的支持下成立的，可以看作是未来老挝可能出现的
国家茶叶协会的前身。然而该联盟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处于非活动状态。老挝迄今尚未有具体的茶业发展政
府单位或研发中心。

3.1.3 茶叶生产
老挝年产茶量数据仅限于古树茶和商业种植茶叶。2015 年据老挝统计局统计，丰沙里、Oudomxay、
Huaphanh、Luang Prabang 和 Champassack 省采摘了约 3400 公顷茶园，收获 6100 吨鲜茶叶（约 1400 吨加
工茶）13。这意味着自 2010 年以来采茶区域增加了 40%，茶产量更是 2010 年产量的两倍 11。由于茶叶市场
未注册交易商的存在，茶的实际收获量很可能比报道的数据更大。其他北方省份茶叶产量以及野生茶资源
的茶产量数据几乎没有。

3.1.4 茶叶加工
在农庄/家庭和工厂级别，老挝的茶叶生产大多使用 orthodox14 生产方法。生产的茶叶主要分成两类：


用于生产“普洱茶”（一种发酵茶）的“毛茶（粗茶）”；



其它成品茶，如白茶、黑茶、黄茶、绿茶和乌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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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生产的取自于桑树、木槿和香茅植物的花草茶。最常见的最终产品是“毛茶”，
销售给中国的经纪人和用于在中国生产普洱茶。
近年来，茶叶加工厂数量迅速增加，仅在丰沙里，2010 年仅有 3 家工厂，到 2016 年注册的工厂至少有
11 家。这些工厂中，有 1 家是老挝公司（丰沙里绿茶）
，1 家是马来西亚公司，其余都是中国公司。另一个
本地老挝公司 Somneuk Tea，目前正在进行登记注册 15。

3.1.5 茶叶市场和价格
老挝生产的茶叶绝大多数（85％-90％）出口，主要销往中国云南。有时候，在云南老挝茶会被混合、
包装制成茶饼，而原料来源则由于中国茶叶贸易和产品保护而隐藏起来。其他的中国茶叶贸易商/零售商向
客户推广老挝茶，因为它是无化学添加的有机茶。老挝茶的古老沿袭和以及有机健康品质在中国高端茶叶
市场内非常有名。老挝茶叶的其他小规模出口国包括俄罗斯、法国、德国、美国及东南亚的其他邻近国家。
近期，台湾市场也表现出了对老挝红茶的强烈兴趣，但是要进入台湾市场，老挝的供应商则需要应对大供
应量和稳定的质量控制方面的挑战。
根据国际贸易中心的统计数据，2014 年老挝出口茶叶的估算价值为 10,000 美元/吨 16。从小农户购买的
茶叶主要是未加工过的（鲜叶）或半加工的，这些茶叶来自于加工厂或者无证贸易商。在出口之前，这些
茶叶将由加工商在老挝国内加工成最终产品，或者在中国由贸易商加工成成品。
老挝茶叶的价格变化很大，主要取决于产地、品种、原料内在品质以及加工质量。收获时间对价格也
有显著的影响，旱季茶的价格相对于雨季茶有很大的溢价，因为雨季茶的需求量小。2016 年初我们从业内
相关人士得到了旱季茶叶的价格范围（如表 3-2 中所示）
。我们所获得的老挝加工茶叶价格与当前世界粮农
组织（FAO）$ 2.42 美元/公斤的综合价格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17。
表 3-2

2016 年 3 月老挝旱季茶报价
来源

种类

价格 （美元／公斤）

Paksong 地区，Champassack

商业绿茶

$0.37 - $0.62

Pakbeng 地区，Oudomxay

商业绿茶

$0.84

丰沙里地区， 丰沙里

商业绿茶

$1.00

丰沙里地区， 丰沙里

古树绿茶

$2.84 - $3.70

未加工

加工茶
Paksong 地区，Champassack

商业绿茶

$4.93 - $8.63

Paksong 地区， Champassack

白茶

$61.65

丰沙里地区， 丰沙里

古树绿茶

$61.65

Nyot Ou 地区，丰沙里

白茶

$370

资料来源：澳思公司 2016

加工茶的价格较高反映出了加工过程的价值，以及需要 5-6 公斤未加工茶叶才能制成 1 公斤干的加工茶
的事实。Nyot Ou 地区古树茶的高价体现了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加工茶在到达最终消费者之前可能会进一
步经过其他增值步骤。有 Paksong 的传闻说白茶在曼谷的专业咖啡厅和餐馆的售价高达每杯 1500 泰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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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展倡议
过去十几年中，老挝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都已经开展了很多项目来支持茶行业的发展。过去已经开展的
和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主要项目详见下表 3-3 和 3-4。我们从这些项目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就是：政
策制定和规划的行业代表性对茶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表 3-3 已开展的茶行业发展项目
项目

实施单位

森林茶项目（2010—2011）

瑞士发展与合作组织（SDC） 和 CARE

促进市场经济计划发展的人力资源项目（2010—2014）

GIZ 和 LNCCI/PCCI、ECCIL、中小企业工商促进部
（MoIC-DoSMEP）和丰沙里省农林办公室（PSL
PAFO）

社区组织、参与和许可（COPE）—Shan Tea 项目。第一阶段
（2011—2016）

SDC 和 Helvetas

资料来源：澳思公司 2016

表 3-4 目前的一些茶行业发展项目
项目

实施方

社区组织、参与和许可（COPE）—Shan Tea 项目。第二阶
段，2016 年开始

HELVETAS；SDC；当地政府合作伙伴

农业—生物多样性倡议（TABI）

SDC；MAF；当地政府合作伙伴

Shan Tea 项目

SDC；HELVETAS

IDH 可持续贸易倡议——茶项目（现正在越南实施）

IDH；联合利华；雨林联盟； 越南茶叶协会
（VITAS）

GIZ 项目：缅甸私营部门的能力建设

GIZ； 发展合作伙伴；当地政府合作伙伴

Oxfam 项目：CLMV 国家负责任土地治理中农业与企业的参与

Oxfam；SDC； GIZ

FAO/AFD 项目：通过开发地理标志（GI）推动农村发展

FAO；AFD； 当地政府合作伙伴

茶 2030

联合利华、IDH、Tata、 Twinings、Fairtrade、雨林
联盟、ETP 等

伦理茶伙伴关系（ETP）

GIZ，IDH，Oxfam，UTZ，Fairtrade，雨林联盟，
联合利华，Twinings 等

资料来源：澳思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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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挝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正如本文简介部分所述，老挝茶行业有很大增长潜力，也能对该国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扶贫和农村发展
作出贡献。本章将探讨老挝实现这一目标（茶 2030 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提出的）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
（表 4－1）
。
表 4-1 老挝茶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和茶 2030 原则
原则
老挝茶行业面临的挑战
可持续生计和授权生产商

完善小农户和社区生产商的土地使用权保障
确保在茶行业工作可以实现生计的可持续性（劳动条件、工资、创收、性别）
专营权让生产商从茶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价值

生态可持续、恢复性生产

现有茶林和古茶树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提高生产率，而不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景观质量

低碳和弹性

适应天气变化和波动
提高产量和加工量，同时保持较低的碳排放

价值链的透明度和可持续的市场
机制

制定更加公平和强大的市场机制，理解涵盖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和可持续性

消费者的参与和关联

推销老挝茶叶的价值（古树茶的价值、市场多元化，包括有机和公平贸易市
场）
。

资料来源：茶 2030（2014）和澳思公司（2016）

4.1 可持续生计和授权生产商
4.1.1 完善小农户和社区生产商的土地使用权保障
随着老挝土地和森林资源竞争的加剧，完善商业茶资源、古树茶和林茶资源（现有的和潜在的）的土
地使用权，对确保生产者的长期生计、加强茶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以及茶行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这需要
小农户、社区和茶叶加工商／贸易商一起协作，形成以茶为本的成功生计模式。
现状：


野生茶林资源通常是在农村，并被指定为村里的公共林。这些公共区域的土地使用保障水平达不到
那些个人持有的区域，因此在土地开发利用再分配中土地使用权无法得到保障。其结果就是，现有
和潜在的茶叶资源（往往没有正确的界定）在大规模开发活动中面临很大的风险。



小型商业种植茶区域拥有更高土地保障，但依赖于土地使用权的证明。在许多情况下，如果这些地
区荒废了（过去 10 年中由于产量／收益低，很多土地都是如此）
，无人打理，也无人缴纳土地税，就
会导致这些区域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因此，当地社区小型农民茶叶种植的原始投资正在受到威
胁，除非进一步投资来恢复这个资源。

4.1.2 确保在茶行业工作可实现生计的可持续性
老挝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使它成为从事茶叶生产人群（商业种植、野生茶叶采摘和茶
叶加工的劳动者）的一个可行的、有吸引力的生计选择，
现状：


商业种植茶叶：过去 15 年中，在老挝政府和私营茶叶加工厂的推动下，北部许多小农户已经种植茶
叶作为一种可行的家庭经济作物，来代替之前的鸦片生产和刀耕火种。由于各种因素（即田间管理
要求和农场交货价格）的影响，许多茶叶投资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有些时候，种植地块甚至被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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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荒，导致农民土地使用权受到影响（见第 4.1.1 节）。对许多茶农而言，尽量获得高的农场交货价格
（即销售给个体贸易商）远优先于与当地加工商签署的正式商业协议。在一些社区是通过建立发展
驱动/社会企业农民合作社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见 4.1.3）。


获取野生茶资源：与商业种植茶叶相比，获取野生茶是一个有很吸引力的生计选择，回报率高，很
多社区都建立了有效的社区组织来管理和收获野生茶资源。然而，野生茶的采摘也存在不少挑战：
获取野生茶资源所需的时间和资源、野生茶资源的季节性、可获取数量少、生计/责任竞争—特别是
对采摘期的妇女而言。然而，采茶人和当地加工商往往不能正确理解各茶树品种的品质和潜在价值
——这也限制了他们从茶叶贸易商那边得到合理价格的能力。



茶叶加工的就业状况 ：当替代工作选择有限的时候，以短期雇用为基础的茶叶加工厂工作（长期工
和季节工），对于男性和女性劳动者而言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就业选择。然而，当其他的机会存在时，
这种工作确是不太受欢迎的。

图 4-1 丰沙里采茶人，2016

4.1.3 专营权让生产商从茶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价值
小茶农的生计可以通过茶行业的增值活动而得到改善，而这需要生产商和加工商之间建立更为牢固和
互利的关系。
现状：


有许多组织合作社（HELVETAS-COPE 项目支持下）在开展增值活动，包括技术援助项目、市场准入
和社会发展活动，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于社区。然而，大多数的生产者（主要是妇女）仍是独立运作
的，获得增权的机会有限。



本地加工商与产茶社区之间的联系程度不一。有些整年都与当地社区联系紧密，这样更能互惠互利，
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增加价值。而其他的加工商则是在高峰收获期有强大的存在感——这也限制了
他们与当地社区的联系。



当前影响茶叶生产商/加工商之间关系的关键政策是北部产茶区的“茶叶区域划分”。在此政策下，加
工商拥有从指定茶叶产区获得生茶的专有权。虽然该政策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加强生产商/加工商之间
的联系，然而在实践中，分区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因为旱季收获期间未注册的茶叶贸易商进入市场，
用比加工商更高的价格收购茶叶。虽然小农户可以从旱季茶叶的高价中获利，但是这些贸易商对雨
季茶并不感兴趣，而当地的加工商如果无法收购到足够量的旱季茶，则更加不愿意收购低价值的雨
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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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商和加工商而言，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是茶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融资渠道可以推动投资，
筹集资金用于设备、运营资金、农业投入以及研发（R＆D）。根据老挝 2016—2020 年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计划（NSEDP），老挝国家银行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使商业银行能够批准低成本贷款。
茶行业也可以从包括国际组织的其他渠道进行融资，例如通过发展项目来支持性别平等和少数民族
的发展，以及从公平贸易和 ETP 援助项目中获得部分资金。

4.2 生态可持续/可恢复性生产
4.2.1 现有茶林和古茶树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
野生古树茶在中国市场中的价格很高。虽然古茶树的树龄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未知，但野生茶资源依
旧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现在正是一个可以同时提高对古茶树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以及土地
权利保障（参见 4.1.1 节）的好机会。
现状：


野生茶林业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采用商业种植茶叶的收获方式进行采摘。曾经发
生过这样的案例，一些已经获得野生茶林专营权的投资者为了采摘茶叶和遗传物质，而砍伐大片森
林茶树。由于缺乏适当的管理制度，而茶叶资源非常脆弱，极容易受到过度开采以及其他土地开发
方式的影响。



尽管已经通过前期的努力和工作来确定和量化潜在的茶叶资源，森林茶叶资源的信息依旧非常有限。
详细的森林资源清单不仅可以帮助识别新的有价值茶株，有助于茶资源的管理，还可以保护茶资源
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4.2.2 提高生产率，而不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景观质量
现在老挝茶行业有机会更好地考虑茶叶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影响，改善茶叶生产
所依赖的自然环境。
现状：


正如 4.2.1 节中所强调的，自然森林生态系统中的茶林中有很多是管理不善的。现在正是一个去更好
了解和管理这些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保护其所在森林的好机会。



大多茶叶种植园在没有充分考虑其对周围生态系统潜在影响和这些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
就已经建成了。土地流转的潜在影响包括：栖息地的丧失、河道污染，以及对陆地和水生生物的影
响。



茶行业的专业技术和领先管理实践方面的知识非常有限。例如，小农户／采摘人员没有好的修剪方
法，他们常常使用不合适的工具，这样导致种植园和自然森林中的作物／植物的生产力低下，并且
容易受到病虫害的威胁。



目前的茶叶种植生产方式是绝对的“默认有机”。农业投入的缺失降低了茶叶种植对周围生态系统的
潜在影响，但却已经对茶叶的生产和品质造成了影响。农业投入正在增加，但是往往这种投入的实
施并不正确，这就增加了土壤和水道污染的风险。

4.3 低碳和弹性
4.3.1 适应天气变化和波动，提高产量和加工量的同时保持较低的碳排放
业界对气候变所带来的风险有着共识，尤其是那些对气候敏感的作物。在着重推动行业发展的同时，也
有必要考虑气候条件变化对当前和未来的产茶区的潜在影响，包括更多的病虫害威胁和更频繁发生的极端
天气事件。
现状：


气候变化对老挝农业（包括茶行业）的影响人们已经有所研究，但目前气候变化对茶叶生产商和加
工商的潜在影响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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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减缓气候变化尚未受到茶行业的重点关注。因森林栖息地的转换、深加工技术及产品的
运输所带来的潜在排放通常还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4.4 价值链的透明度和可持续的市场机制
4.4.1 制定更加公平和强大的市场机制，理解涵盖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和可持续性
老挝现行的茶业市场机制的负面影响，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都经历过。业界相关人士都有这样一
个共识，行业需要制定一个更加透明、知情和技术先进的机制，让价值链的各环节更加公平。
现状：


近年来，国际发展伙伴为支持老挝茶行业的发展已经开展了一系列项目。许多国际专家也与老挝茶
行业的利益相关方（政府和行业）一起，为行业最佳实践和增值活动提供技术援助。



小农户/生产组是“价格接受者”，他们将茶叶出售给当地的加工商或未注册的贸易商，但却常常缺乏
产品需求和市场价格相关的准确市场信息。



协会或对话平台的缺失限制了茶行业各利益相关方的信息共享。很多业内人员都不知道透明市场的
好处，因此也很少有动力进行协作和信息共享。



计算机知识及其在茶行业内的应用非常有限，这就限制了人们对于技术和市场信息的获取。语言对
于老挝北部诸省和中国茶业界而言也是一大障碍。



对一些市场而言，产品质量是一种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使用“标准
阶梯石”方法，IDH 曾经在其他国家的茶行业中使用过类似的方法 19。

4.5 消费者的参与和关联
4.5.1 推销老挝茶叶的价值
老挝茶行业有着很好的机遇向市场和更广大的人群推广老挝茶叶的天然优势，如无化学添加/污染、天
然健康以及古老起源/血统。
现状：


中国的一些市场中，老挝茶叶是以其无化学添加/污染、古老血统和天然健康而为人所知的。然而，
在中国市场之外却鲜为人知。此外，还有很多时候，老挝茶叶包装后作为中国茶出售，以规避贸易
限制。



老挝国内的茶叶消费量非常小。老挝茶叶品牌一般主要是在旅游中枢如机场和边防哨所以高价卖给
旅游者，但是高价值老挝茶叶与从越南、泰国和中国大量生产的成本低进口茶之间并没有明显标记。



诸如有机和公平贸易等认证计划可能帮助老挝茶叶开辟新的市场。目前老挝南部已经有一个厂家开
始生产小批量的“公平贸易”茶；也有一些合作社开始遵循公平交易原则。老挝茶被视为“默认有
机”
，这些天然的优势，再加上那些已经获得有机认证的厂商的经验，老挝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现有很好的机会让茶行业和旅游部门建立更强的联系，并利用老挝北部的古茶园（“茶马古道”的一
部分）。GIZ 已经在风沙里开展了部分工作加强茶叶与旅游之间的联系。亚洲开发银行也已经与老挝
政府合作，作为湄公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部份，在老挝和中国之间打造一条“茶马小道”，同时
以此为契机开展更多的工作，并与越南、缅甸等邻国建立 “古茶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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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部分老挝茶叶品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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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挝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行业承诺和协作行动
5.1 行业承诺
茶行业各利益相关方已经认识到，以行业为主导的方式将确保业界的广泛接受度，并能通过集体的力
量来解决行业所面临的重要瓶颈，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老挝茶行业的新机遇。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以及发展
伙伴关系对老挝茶行业至关重要，但是最终还是要由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来推动未来的发展。
老挝南、北部的私营商家们需要携手合作，在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形成一个“集体的声音”，来解决
行业需求、利用新的机遇，为老挝茶行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谋利。

5.2 工作方法
我们建议采用的工作方法旨在促进产业为主导的协同行动，推动老挝茶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也
将对可持续生计提供支撑、让生产商更有发言权，同时也能保护自然资源，并积极促进老挝的社会经济发
展，实现脱贫目标。
这种工作方式旨在：


提高老挝茶行业的形象和价值，协调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投资活动，支持茶叶资
源的保护和老挝整个产茶区的土地使用权保障；



在推动政府和民间社区投入的同时，提升行业的领导力；并将老挝茶行业与区域、全球茶叶行业以
及茶 2030 的各种努力连接起来。

图 5-1 茶行业会议讨论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风沙里，2016

5.2.1 目标
协同行动的重要目标包括：


建立一个长效老挝茶 2030 平台，由行业领头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利益相关
方组成；
并通过老挝茶 2030 平台，



在推动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努力的同时，提高行业的领导力，推动应对当前挑战（以及在开展工作过
程中对其价值的认同）的行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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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协调机制（国家茶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形式），提供发展动力、资源以及来自产业、政府和民
间社团的负责任的投资活动，以实现茶行业的可持续、健康活力的发展；



将老挝茶行业与推动全球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先区域和国际组织联系起来。

5.2.2 预期成果
老挝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行动有望改变行业所有利益相关方和他们与区域／国际利益相关方的互
动方式，以及当前行业发展所采用的方式。
预期主要变化/成果将包括：


增加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加强行业的组织和参与能力；



提高业内对现今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协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益处的共识；



拓宽政策包括的范围，涵盖国家和区域的情况，并专注于可持续发展；



发展老挝茶叶品牌，开拓机遇，增加茶叶价值（即产品质量、优质的产品/价格；获得融资，市场开
拓等）；



启动迈向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行动（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相关方/投资者一起），着重支持当
地的产茶社区和小农户实现更高附加值的茶叶生产和加工。

5.3 优先工作领域
三个建议的优先工作领域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叙述。

5.3.1 老挝茶 2030 平台的建立和运行
以湄公河流域区域土地治理项目（MRLG）活动中成立的老挝茶业对话平台为基础，将建立一个老挝茶
2030 平台。该平台包括行业主导的茶叶生产商、加工商团体以及有关政府当局（GOL）
，该平台将获得老挝
国家工商局（LNCCI）批准，并由老挝欧洲工商会（ECCIL）提供支持，这将为将来建立老挝茶业协会奠定
基础。
我们将开展如下活动，支持老挝茶 2030 平台的建立：


利益相关方磋商，确定平台的结构；



推选“行业领导者”和专家顾问，并在初期阶段提供支持推动该平台的发展；



确定平台的职权范围；



制定行业行为准则；



制定可持续融资、机构发展和能力建设（SFIDCB）计划；



制定与主要地区和全球茶行业成员的合作伙伴协议，为平台发展提供支持。

平台的经营活动将包括：项目实施期间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和数次小型工作会议。工作主要包括：制
定国家茶战略和路线图，以及平台（和协会）的运营。

5.3.2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茶战略和路线图
将制定国家茶战略与路线图，为老挝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行动提供框架。国家战略将让茶行业的
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区域和国际茶行业的共同目标保持一致。
我们将开展如下活动，支持国家战略的制定：


对以前开展的研究和政策进行审阅（即丰沙里茶战略与老挝咖啡策略）
；



与南部、北部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定发展战略；



在国家战略制定的关键阶段举办老挝茶 2030 平台会议，以确保战略的相关性和各方对战略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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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实施规程）在国家、省、地区和社区级别的宣传。

5.3.3 建立区域茶 2030 平台
为了加强 CLMV 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茶行业之间的协同工作，并建立作为一个地区集
团参与国际茶行业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我们将建立一个区域茶 2030 平台。区域合作伙伴每年参加一次会
议，每 3 年可以主持一次该平台。
我们将开展如下的活动，来支持区域茶 2030 平台的建立和发展：


与潜在区域茶行业平台合作伙伴进行单独磋商；



将区域平台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就共同利益达成一致，并讨论继续合作的途径；



建立区域性茶 2030 平台的网站，促进信息共享；



签订与区域/全球茶行业和/或发展伙伴关系的协议，确保战略的实施；

5.4 协作互利机遇
现在也有很多项目和活动正在开展，帮助老挝和整个地区的农村产茶社区获得更好的发展。上述提议
的工作方案旨在建立一种机制来协调和影响这些项目。我们与其中一些主要项目的实施方进行了磋商，并
确定了以下可以开展协作行动的机会（见表 5—1）
。
表 5-1 正在进行的项目和协作机会
项目

实施方

机会

社区组织、参与和许可
（COPE）—Shan Tea 项目。第
二阶段，2016 年开始

HELVETAS；SDC；当地
政府合作伙伴




农业—生物多样性倡议
（TABI）

SDC；MAF；当地政府合
作伙伴



本项目中老挝茶行业形象工作的潜在合作机会。
已经跟 ECCIL 接洽，并约定在 2016 年下半年，
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在巴黎的国际博览会上建
立老挝茶行业的形象和代表。

SDC；HELVETAS



在湄公河地区日益增多的产茶社区开展民生改善
活动的合作机会
建立区域茶对话平台的潜在合作机会

老挝项目



为丰沙里茶战略升级成国家茶战略提供支持
为老挝茶对话平台上的小农户代表提供支持（由
ECCIL 和 LNCCI 提供支持）
为小农户提供附加值和市场准入的机会

地区项目
Shan Tea 项目


IDH 可持续贸易计划——茶项目
（现正在越南实施）

可持续贸易行动计划
（IDH）
；联合利华
（Unilever）
；雨林联盟
（Rainforest Alliance）



GIZ 项目：缅甸私营部门的能力
建设

GIZ； 发展合作伙伴；当
地政府合作伙伴



在茶行业开展整合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信息共享
和协作工作

Oxfam 项目：CLMV 国家负责任
土地治理中农业与企业的参与

Oxfam；SDC；GIZ



在茶行业开展信息共享和农业模式协作

FAO/AFD 项目：通过开发地理
标志（GI）推动农村发展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法国开发署
（AFD）
；当地政府合作
伙伴



茶是粮联合国粮农组织／法国开发署未来在老挝
和湄公河区域开展 GI 工作的重点产品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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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DH 茶项目模型，在老挝建立一个田间农民
学校（FFS）
将“阶梯石”认证介绍给老挝和缅甸茶行业
与地区关键利益相关方共同开展茶知识分享和试
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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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实施方

机会

茶 2030

联合利华、IDH、Tata、
Twinings、Fairtrade、雨
林联盟、ETP 等





为区域茶业项目的实施伙伴提供支持
市场准入机会
帮助确定金融/投资者

伦理茶伙伴关系（ETP）

GIZ，IDH，Oxfam，
UTZ，Fairtrade，雨林联
盟，联合利华，Twinings
等





茶业公司成为 ETP 会员的机会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培训计划
为标准提高活动提供支持

国际项目

资料来源：澳思公司 2016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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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老挝茶行业有着进一步改善和扩张的潜力，茶行业的发展将会对老挝北部和南部偏远农村社区的发展
作出重大的贡献。
老挝茶行业要确保实现持续的成功和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和机遇，包括：


提高老挝茶行业的形象价值、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能影响老挝茶资源保护和农村产茶社区土地使用
权保障方面的支持政策和投资活动；



持续的茶叶生产技术支持对确保茶行业继续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生计选择至关重要，同时也将促使
该行业进一步发展；



特种茶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高价值市场。现有就是一个推动野生古树茶资源的保护，培育对天然森林
的可持续管理，并为偏远农村地区的创收和提供就业的好机遇；



生产商和加工商之间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将会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让各利益相关方能够抓住增值
的机会，解决市场瓶颈；



可持续发展的茶行业需要考虑茶叶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影响，并改善茶叶生
产所依赖的自然环境；



需要考虑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对当前和未来产茶区的潜在影响（包括更多的病虫害威胁和更加频繁
的极端天气事件）
，并做出规划；



增加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之间的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度会让整个价值链更加公平；



可以进一步开发特种茶资源与有机茶资源方面的潜力，并加强推广老挝的茶叶品牌，从而提高回报
率，为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商创造新的机遇；



蓬勃发展的茶行业也将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例如旅游业，而其他行业的发展也将反过来助推老挝
茶叶品牌的成长。

6.1 建议及下一步工作
建议老挝茶行业开展下列活动，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建立一个统一、有代表性的老挝茶行业组织；
2. 制定老挝茶行业战略路线图，强化行业的可持续和经济发展机遇；
3. 与老挝政府共同建立长效对话平台，促进行业发展；
4. 寻求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帮助老挝茶行业实现其战略目标。

老挝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仔细的考虑和规划。行业各利益相关方都已经意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可持
续发展挑战，也承诺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应对。通过“协同行动”，业内人士可以开始共同解决本文中所阐述
的各种挑战，并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充分利用行业的新机遇。

终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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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品茶仪式，丰沙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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