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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业点子概述

（一）创业背景

1.油茶概述

中国对油茶栽培和应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以前，油茶树是中国特

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主要分布在湖南与江西两省的丘陵地区，这些地区的

油茶产量超过全中国产量一半，约为 60%。油茶籽是油茶树的种子，主要用途是

榨油。茶籽油素有“东方橄榄油”之称，是中国特有的纯天然高级食用植物油。

茶籽粕是油茶籽经过榨油处理后的渣饼，又称茶籽饼或茶麸。

图 1：油茶树 图 2：油茶籽

图 3：茶籽油 图 4：茶籽粕

2. 湖南省油茶产业现状

目前，湖南油茶种植面积、油茶产量和产值均居全国第一。截止 2018 年底，

湖南油茶林总面积已达到 2092.2 万亩，油茶年产量约 126.5 万吨，经过加工生

产后可得到 29.1 万吨的茶籽油和 97.4 万吨的茶籽粕。随着我省油茶产量的上

升，导致油茶籽经榨油后剩余的残渣（即茶籽粕）总量也在不断上升，但由于

成本、技术等原因使得生产后剩余的茶籽粕被当做农业废弃物直接丢弃或焚烧，

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茶籽粕如果没有及时进行有效处理，长期积压还会发霉

变质，从而不可避免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我们项目团队着力对茶籽粕

中的成分进行研究，以达到废物利用、创造经济价值的目的。

3. 茶籽粕的成分研究与应用

榨油处理后的茶籽粕中除了残余的茶油与水分外，还包括：茶籽蛋白 5%左

右、茶籽多糖 10%-15%、茶皂素 20%-25%、单宁 2%左右、生物碱 0.95%等有效

组分，说明榨油后剩余的残渣（即茶籽粕）仍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使用价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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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茶籽粕中茶皂素的含量高于其他组分，且其余组分因难以被提取导致不易

被研究应用，使得茶皂素成为茶籽粕中最具研究利用价值的物质。

（1）茶皂素简介

茶籽粕是提取茶皂素的主要原料，茶皂素是皂素中的一类, 是一种糖甙化

合物, 由皂苷元、糖体、糖醛酸和有机酸四部分组成, 属结构复杂的五环三萜

化合物。通常初步提取获得的茶皂素中由于带有杂质，其感官性状通常呈现为

棕色粉末；通过进一步纯化处理可获得高纯度的茶皂素，其性状转为白色或乳

黄色粉末，平均分子式为 C57H90O26, 味苦辛, 易溶于含水甲醇、含水乙醇、正丁

醇及冰醋酸、醋酐和吡啶中。

图 5：茶皂素分子结构式 图 6：高纯度茶皂素

（2）茶皂素的表面活性与应用

茶皂素化学结构属于五环三萜类皂苷，该结构具有亲水和亲油两种基团，

其 HLB 值 (亲水亲油平衡值) 采用乳化法测定为 16, 有较好的分散、发泡、去

污性能, 具有泡沫低、酸性弱、扩散快、易清洗的特点，因此茶皂素是一种优

秀的非离子天然表面活性剂。与其他表面活性剂的起泡能力相比，茶皂素在水

中的起泡能力几乎不会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包括硬水、酸碱度、温度等，且稳

泡能力更稳定持久。

（3）茶皂素的生物活性与应用

★茶皂素的抑菌作用

利用实验室自制的茶皂素进行试验，发现茶皂素能够抑制大多数致病菌生

长，尤其对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桔青霉等都有显著的

抑菌效果。因此，茶皂素不仅能有效抑制人类致病菌生长，也能防止植物致病

菌导致的病害。

★茶皂素的鱼毒作用

鱼毒产生机理是因为当鱼鳃组织遭到茶皂素破坏后，紧接着通过上皮细

胞渗入到微血管中，从而发生溶血作用，最终导致鱼死亡。因为虾鳃结构以及

成分与鱼鳃略有不同，而且虾鳃中血蓝素与鱼血中血红素的携氧载体也不同，

所以茶皂素无法对虾产生类似效果，因此，茶皂素可以制作成龙虾养殖保护剂，

不仅能够清除某些鱼类的危害，还可以刺激龙虾体内一部分激素分泌，起到促

进龙虾生长的效果。

4. 西岭镇平安村——“常宁市油茶小镇”

常宁市“油茶小镇”西岭镇是湖南省首批农业特色小镇之一。常宁栽培油

茶已有 1700 余年历史，是全国油茶核心产区，素有“中国油茶之乡”的美誉。

常宁茶油也在 2014 年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西岭多山地，发展油茶

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自古以来就是常宁油茶的重要产区。截止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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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市已有 21 家规模油茶开发企业、30 多家专业合作社、350 多家种植大户，

流转林地 48.7 万亩，全市产茶籽油 1.13 万吨，年产值达 17.6 亿元，带动近 10

万农民参与基地建设增收致富。

组图 7：常宁市“油茶小镇”西岭镇

5.我市油茶产业面临的问题

目前，常宁油茶仍处于“大而不强”的阶段，油茶产业还未发挥最大的经

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近年来，我市油茶产业蓬勃发展，产油量不断上升，与此

同时，油茶籽经榨油后剩余的残渣（即茶籽粕）总量也在不断上升，但茶籽粕

深加工产品和应用技术还有待开发和完善，所以使得目前的茶籽粕大部分被当

作燃料焚烧或当作农业废弃物直接丢弃，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茶籽粕如果没

有及时进行有效处理，长期积压还会发霉变质，从而不可避免的对生态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

（二）创业项目简介

我们的创业项目——茶籽粕的科技深加工，依托常宁市油茶产业基地，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高分子实验室开展合作，以榨油后剩余的茶籽粕为原料，选

用超声波辅助乙醇水溶液提取法，从茶籽粕中有效提取高纯度茶皂素原料，以

生产天然手工皂为起点，成立“佐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来利用茶皂素特

性再深度开发其他相关实用型副产品系列，力争在常宁建设一个具有地方特色、

能推动无废弃生产的绿色茶籽粕生物产业基地。



第 5 页 共 24 页

常宁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农业科技方面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学校开设

的现代农艺专业是湖南省级和校级重点学科，除此之外，学校在西岭镇还建有

油茶生产实训基地，在常宁市农业科技部门的支持下，牵手职校人才与技术优

势,开发和完善茶籽粕深加工产品的生产和应用技术，充分考虑综合利用、无废

弃生产，努力发挥常宁本土油茶产业的最大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三）创业点子的提出

我的家乡——西岭镇平安村，有一望无际的油茶林。每年寒露时节，满山

绿油油的茶树枝头就会挂满沉甸甸的果实，个头圆润饱满、表皮光亮，村民们

都背着篓子忙着采摘，油茶果通过晾晒、烘烤、碾碎、压榨会变成一滴滴色泽

光亮的茶籽油，但榨油后剩余的残渣（即茶籽粕）大部分被当作燃料熏制腊肉

或当作农业废弃物直接丢弃，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

我就读于常宁职专现代农艺技术专业，在相关的农业课程上，我了解到油

茶也有自己的全产业链规划体系（见下图 8），包括种苗出售、油茶林景观、油

茶文化展览、林下综合种养等等。

图 8：油茶全产业链体系规划图

通过仔细对比课程书本上描绘的油茶全产业链体系规划图，我发现我们家

乡的油茶产业已初具规模，常宁市过龙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带动我们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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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林下经济，并打造了远近闻名的“茶山飞鸡”品牌；近年来，平安村复

垦、新造油茶林 1000 余亩，发展苗木基地 100 余亩；与此同时，还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已建成“油茶文化展览馆”、“农俗文化体验园”等生态旅游项目，

并连续 5年举办了“常宁油茶花节”，形成了乡村旅游品牌。

图 9：茶山飞鸡 图 10：常宁油茶花节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目前家乡在油茶精深加工方面还有待加强。虽然近年来

油茶产业蓬勃发展，山茶油的产量和产值都在逐年攀升，但榨油后剩余的残渣

（即茶籽粕）深加工产品和应用技术还有待开发和完善，茶籽粕还存在很大的

利用空间，其中蕴含的茶皂素成分及其经济使用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借助 2020 年湖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的东风，我把自己发现

的问题与见解，告诉了学校的农学专家，两位老师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种植经

验。听了我的描述，老师们都非常赞同我的观点和想法，他们决定以学校现代

农艺专业为依托，与西岭镇平安村油茶专业合作社开展合作，成立常宁市佐洁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给予我资金、技术、场地支持！

得到了老师们的支持与肯定，我决定在校内组建创业团队，确立了我的同

班同学现代农艺专业的朱生基，电子商务专业的詹玉欢、胡芊，会计专业的王

纤华，开始我们的创业规划。

（四）项目特色服务内容概述

茶皂素是一种五环三萜类皂苷，不仅具有天然优秀的表面活性作用，还兼

备优良的生物活性作用，能够清洁油污、消炎抑菌、杀灭害虫等，故而被广泛

地应用于农业、纺织、日化等领域。我们的茶籽粕科技深加工项目，以提炼茶

皂素、生产天然手工皂为起点，成立“佐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有以下

特色服务：

1、以提炼供应天然茶皂素原料为主，推进余粕无废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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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超声波初步提取获得的茶皂素中由于带有杂质，其感官性状通常呈现

为棕色粉末，茶皂素含量≥70%，可直接作为龙虾养殖保护剂进行使用；通过水

溶乙醇进一步纯化处理可获得高纯度的茶皂素，其性状转为白色或乳黄色粉末，

茶皂素净含量≥90%，可作为生物杀菌保鲜剂、纺织印染精炼助剂的生产原料。

（1）茶皂素龙虾养殖保护剂

2018 年湖南省黄炎培创业规划大赛，我校 2016 级学长的创业项目——“益

万家”稻田综合种养推广服务公司，目前已在常宁市胜桥镇落地实施了 3 年。

在稻虾综合种养的过程中，常常会面临野杂鱼的侵害，严重干扰了小龙虾的生

长导致其脱壳变慢。茶皂素可用作天然清塘剂，在不伤害小龙虾和水草的情况

下，杀灭红血球类野杂鱼。除鱼外，茶皂素还可食用，能帮助刺激龙虾体内一

部分激素分泌，促使其脱壳，从而起到促进龙虾生长的效果。

组图 11：“益万家”稻虾综合种养基地

（2）茶皂素生物杀菌保鲜剂

2020 年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多地市县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农产品滞销现象。水果采摘之后，如何防止其受致病菌侵害，

尽可能的延长保质期成为了大家值得关注的问题。茶皂素对柑橘青霉病菌、绿

霉病菌、酸腐病菌等多种水果采后病原菌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可以将其用于采

后水果的防腐保鲜，开拓了茶皂素作为生物杀菌剂的新领域。

（3）茶皂素纺织印染助剂

湘南纺织产业基地是常宁市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项目，是2018年湖南省“5

个 100”重大产业项目。牛仔服饰生产园将于 2020 年完工建成 59 万平米标准厂

房，牛仔服装生产面料在印染前处理工序中将需要投入大量印染助剂。将茶皂

素复配而成的印染精炼助剂能够应用到纺织品印染前处理中，可以显著增强纤

维素吸水能力，而且棉织物的毛效和匀称性在精炼后变得更好，能够彻底净化

脱棉籽，提升洁白度。该产品性质温和不会对棉织物上的色泽、光彩造成损害。

组图 12：在建中的湘南纺织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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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粕——禽、畜、鱼饲料

提取完茶皂素的余粕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和木质素、矿物质元素，

稍作加工即可作为禽、畜、鱼饲料，能使饲养的畜禽抗病能力强、肉质优异。

2、合作研发天然茶皂素手工皂配方，委托代工生产

我们项目团队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高分子实验室以及倍斯柔（广东）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

我们合作开展了天然茶皂素手工皂配方研制，通过茶皂素泡沫性能、去污

力的测定以及表面活性剂复配正交试验，最终完成了系列产品原料的选定和配

方的确定，试做了几批样品。创业起步阶段，为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产品附加值，我们将委托倍斯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产品代加工。

图 13：复配试验 图 14：样品对比

主打产品——天然茶皂素手工皂

肥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生活用品，在日常生活中，如洗手、

洗澡、洗脸等人们都会用到它，市面上的肥皂虽多，但很少看到有功能多样的

肥皂产品，且大多数肥皂对使用者皮肤损伤较大，用后皮肤非常干燥，当水质

较硬时，洗涤效果不明显，由此会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

我们的产品将以山茶油和油茶籽为主要原料，纯正天然，利用茶皂素的优

良特性，使产品具有高效消毒、杀菌、消炎、去污等效果。

（1）产品形态多样化，应用场景广泛

★固体肥皂

可用于家庭日常身体洗护。产品经过 69 天低温冷凝技术，和热制皂最大的



第 9 页 共 24 页

区别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茶油和油茶籽中含有的天然维生素和营养成分，

质感淳朴，温和无刺激，在洗脸洗澡的同时也可以起到护肤作用，能抗菌止痒、

平衡油脂、淡化痘痕。

★液体肥皂

搭配自动感应皂液器使用，可广泛应用于医院、宾馆、酒店、机场、车站

等地方。从美学角度来讲，不会像固体肥皂一样在放置盘上留下残留物，影响

观感，不便清理。从卫生角度来讲，更加健康环保、可有效避免人群的二次交

叉感染。

2020 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全球的传播和肆虐，我们必须减

少微生物的传播从而预防这种病毒的扩散和传播，COVID-19 能通过呼吸、咳嗽

和打喷嚏的飞沫进行传播，接触被污染的表面后再接触眼睛、嘴巴和鼻子都会

让新冠病毒侵入机体。

用肥皂和水至少清洗 20 秒就能够有效减少我们手上的微生物水平，因为茶

皂素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表面活性剂，其能使肥皂沫扩散，亲水亲油两种基团，

一方面能与水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能与皮肤上的污垢、油脂、微生物发生相

互作用，从而起到高效消毒、杀菌、消炎、去污等效果。

组图 15:“零接触”自动感应皂液器

（2）专利技术，用现代科技诠释山茶之美

含天然茶皂素和茶油精华的冷制手工皂重量达约 100 克，每块手工皂都经

过 12 道工序打造，经过 69 天以上自然干燥硬化，才能投入使用。目前，我们

的制备工艺已申请了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组图 16：倒入模具成形、压印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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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17：相关制备工艺发明专利证书

（3）古法冷制，肌肤温和不刺激

采用冷制造工艺制作手工皂（cold process soap）是指制作过程在常温

环境下进行皂化。冷制，是相对于工业皂的所采用的热溶法相对而言的，手工

皂制作全过程温度不超过 40 摄氏度，除了需将固体的油脂加热溶化成液体外，

在成皂的过程中是不需要高温加热的，所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植物油和其

他添加物中含有的天然维生素和营养成分，因此是皮肤最好的保养品。

冷制皂 热制皂

优点：

天然植物成分，无添加剂，弱碱性，

皂体营养精华保有量高达 30%左右，

滋润温和，保湿性好。

缺点：

皂化周期长。

优点：

制皂速度快，生产周期短，即做即用，

成本低廉。

缺点：

制皂温度高，碱性强，破坏原料天然

特性，营养精华降至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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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友好型产品，传递自然生态之美

手工冷制皂与工业热制皂相比，不添加起泡剂、色素、强碱、矿物油、香

精等化学成分，不隐性伤肤。与此同时，手工冷制皂在与水接触 24 小时之后，

会被下水道中的细菌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能完全降解，避免了对自然环境的

污染，而含有以下化学成分的清洁产品，长期使用不仅会对皮肤造成隐性伤害，

而且还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

除此之外，我们从茶籽粕中提取了茶皂素，又对余粕进行了畜禽饲料配比，

不仅实现了茶籽粕的科技深加工，也为推动无废弃生产的绿色油茶生物产业基

地描绘了蓝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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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调查与预测

（一）市场调查

1.收集市场行情信息

（1）洗护发市场

2003-2017 年，我国洗护发市场规模呈递增趋势。2003 年洗护发市场规模

为 185 亿元，2017 年增长到 511 亿元，我国洗护发行业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

率为 7.5%左右。

目前，国内洗护发市场的主要生产商有宝洁、联合利华、汉高、欧莱雅和

拉芳等。其中宝洁所占市场份额最大，份额为 35.30%;其次是联合利华，市场份

额为 10.40%。

2017 年行业市场份额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 7家国际公司，3家本土公司。7

家国际公司市场占有率为 63.9%，3 家本土公司市场占有率为 6.5%。总体来看，

我国洗护发市场中国际品牌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凭借品牌和资金实力，通过科

技、广告甚至是低价策略和收购策略，一直打压着国产品牌，在渠道上几乎形

成垄断。但 2012-2017 年厂家 CR5 由 65.30%下降到 60.7%，品牌 CR5 由 45%下降

到 42.9%，外资龙头市场份额有被崛起的小品牌切分的趋势。

高端洗护市场成为当前竞争新趋势，2017 年中国洗护发产品高端市场占比

为 9.2%，大众市场占比为 90.8%。2018 年，高端市场的份额达到 10.7%。

组图 16：洗护发市场集中度及未来发展趋势

分析一：竞争对手实力雄厚，具有生产规模大、品牌忠诚度高、价格弹性

大等优点，其产品以石化原料为主。本土茶籽粕自古就是天然的洗发材料，绿

色、生态、良效，且天然原料代替石化原料是未来洗护产品的趋势，但产品研

发、生产线的引进、市场开拓需投入上千万资金，产品价位高。对团队而言，

该细分市场不宜首选，是利润丰厚的潜在市场，是更长期的目标。

（2）洗涤市场

液体洗涤剂是目前我国较大的洗涤用品细分市场，国内市场主要生产厂商有

蓝月亮、宝洁、纳爱斯、立白等企业。根据《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十三五”规

划》提出的目标，到 2020 年，浓缩占液体洗涤剂总量的比重要达到 20%，衣用

液体洗涤剂占衣用洗涤剂总量的比重达到 60%，浓缩(高效)液体洗涤剂占液体洗

涤剂总量的比重达到 20%”。2017 年我国液体洗涤剂市场规模就已达 1232.25

亿元，浓缩化洗涤剂比重不足 8%。洗涤剂浓缩化、去磷化是绿色工业节能环保

生态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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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二：洗涤市场以前门槛低，毛利低，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日化产品。现

正处于产业升级阶段，倡导科技创新、绿色消费。团队可选择清洁卫生这一细

分市场，提炼研发多效合一的茶皂素洁净粉。

（3）香皂市场

2000-2002 年，固态洗护产品受到液态产品的强势积压，一度陷入没落境

地。但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意识到香皂相对于沐浴露，

更天然、更环保，固态产品消费这两年在回归。天然健康、高品质的香皂受到

中等收入群体的喜爱，境外游的旅客常从法国、新西兰等地带回价格高达两三

百元的手工皂。宝洁、联合利华各占中国香皂市场的三成，上海制皂占比 15%。

国际品牌目前主要聚焦洗护发系列的产品升级，香皂产品基本维持原有档位。

国产品牌上海制皂厂自 2012 年来品牌宣传加强、品质提升较快，主打檀香皂、

固本与硫磺皂。

组图 17：天然手工皂

手工皂使用效果远佳于传统工业皂。冷制手工皂在皂化的过程中自然产生

约 20％的天然甘油，是皮肤最佳的天然保湿剂，在皮肤上形成一层天然的保护

膜。手工皂使用的是天然植物油，植物油中有大量不参与皂化的营养物质，这

些珍贵的成分会在使用时透过毛孔渗透到皮肤中去，从而达到清洁、保养同时

进行的效果。

分析三：茶籽粕中残留最优质的基础油——山茶油，茶油中含有橄榄油所

没有的特定生理活性物质茶多酚和茶皂素。茶多酚具有抗氧化功能，茶皂素具

有消炎抑菌的天然功效。本地天然原料丰富，香皂开发成本具有优势。手工皂

作为茶油产业的附加产业，符合人们健康生活、绿色生态发展的需求，可作为

团队研发的首选细分市场。

结论：通过间接市场调查的方法，分析茶籽粕、茶皂素主要的潜在市场行

情，结合团队实际，我们以手工皂、香皂这一细分市场为研发的首要目标市场，

首先聚焦制皂。

2. 收集消费者信息

（1）通过网上市场问卷调查法，整理收集消费者信息，分析消费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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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电子版）

组图 18：市场调查问卷

初步市场调查在 2020 年 1 月底展开，在朋友圈、微信群针对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职业的人群发布，共收回问卷 956 份。

（2）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①调查对象多是湖南本地人，对茶籽粕的功效有一定的认知度，茶籽粕洗

发水潜在需求达到调查人数的 39%，其次为香皂，达到 28%；

②天然、健康、环保观念渐入人心，香皂的选购率大于沐浴露，23%的人愿

意选择手工皂，其中五成以上为 31-45 岁阶段的消费者，二成多为 20-31 岁的

消费者，接受价位为传统香皂的 2-4 倍。

③在选择香皂代替沐浴露的人群中，男士占比逾四成，他们期望全方位使

用香皂，洁面、沐浴、洗发一体化，茶籽粕手工皂的消炎祛痘功效受到年轻消

费者的青睐。

④女性消费者中约六成愿意购买手工皂，女性对洗护产品要求更高，注重

品质与成分，爱好有创意的款式。



第 15 页 共 24 页

（二）市场预测

1. 创业点子的可行性

（1）宏观微观环境分析

国家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增

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把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

向,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

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本地茶油产业基础良好，但未形成循环经济，附加产业发展不够，地方政

府重视茶油产业对当地经济多方面的辐射，茶籽粕的加工利用是对主产业的深

化和提升，有利于促进产业的可持续生态发展。

（2）资金技术分析

校企合作为团队研发与创业提供了物质基础，与高校的长期合作为茶皂素

的实用配方研制提供了技术保证。

（3）团队组织分析

创业团队成员勇于开拓，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基础。专家团队有高校教授、

科协专员、本校专业老师，经验丰富，有相关专利与实用技术。

2. 潜在的消费者市场

组图 19：中国洗护用品消费者分布及香皂行业发展趋势

茶籽粕天然手工皂：爱美女性、白领阶层。

茶籽粕天然多功能香皂：新生代消费者、蓝领。

茶籽粕天然洗发水：中等收入家庭。

茶籽粕环保健康洁净粉：新生代消费者、中等收入家庭。

茶皂素原料：农业、纺织、日化厂商。

（三）创业点子的优劣势（SWOT）

1.优势 （Strengths)

（1）原料

常宁种植油茶树已有 1700 年历史了，茶油产量一直位于全国前列。1989

年完成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的油茶更新改造功能，被誉为湖南油茶林

经营管理典范。本地的酸性红壤和独特的气候，能出产世界最优茶油。茶油实

际功效优于橄榄油，它含有橄榄油所没有的特定生理活性物质茶多酚和茶皂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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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油茶之乡”，目前常宁市油茶林面积发展到 100 万亩，2019 年

油茶产量 1.31 万吨，产值 35.3 亿元。

（2）产业

自 2018 年，常宁市出台全省首个茶油地方标准后，常宁市油茶生产企业全

部采用物理冷榨，保留油茶籽中古有的亚麻酸、亚油酸、多种微量元素，确保

茶油原味醇香高品质。经物理冷榨后残余的茶籽粕仍含有稳定的物质成分，具

有很高的利用价值。目前规模油茶开发企业 23 家，100 斤油茶果榨 5斤油，每

年有大量的茶籽粕产出。

（3）校企合作

与中南林业大学长期合作，在提炼、萃取、调配植物性附加产品方面具有

技术优势。与殷理基油脂有限公司合作生产茶籽粕衍生产品，在生产与销售方

面有一定基础。

2.劣势(Weakness)

新产品研发与推广是一个持续过程，本地油茶附加产品生产线稀少，合作公

司采取的是代加工方式，附加产品生产基础薄弱。

3.机会（Opportunity)

健康生态生活方式成为潮流，消费者的需求提升，高端洗护产品面临创新

发展，而茶籽粕是一种物美价廉的优质天然原料，开发空间很大。

4.风险（Threats)

疫情期间新产品资金回收慢，工艺需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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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计划

（一）未来的整体实施方案

1. 校企合作创业新模式

合作方：常宁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与湖南殷理基油脂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茶籽粕洗护配方研制与生产。

合作方式：由常宁职专创业团队学生、导师组成茶籽粕增值开发研制团队，

殷理基油脂有限公司负责原料提供、试产、生产。

研发资金合作双方各承担 50%，配方所有权与专利申请权为双方共同拥有，

生产销售利润的 30%为常宁职专创业团队所有。

组图 20：校企合作组图

2. 创业团队组织结构

团队成员按专业分工合作负责项目开发，前期以共同研制配方为主，试产、

试销成功后，与企业共同注册新公司。项目开始，团队按公司制进行内部管理，

及时收集外部市场信息，精准定位内部研发。

图 21：创业团队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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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家团队建设

谭晓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湖南省植物学会副理事长。主攻经济林学方向，选育出“华硕”、“华金”、

“华鑫”、“华丰”等油茶、梨新品种已经通过国家级品种审定，正在全国推广

应用，7项成果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张胜，现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临产化工教研室副教授，

获医学硕士与工学博士学位。自 1996 年起从事植物提取物与日用化工产品的研

究与开发工作，2014 年发起成立林萃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其团队多次获取创业

比赛大奖，拥有多项创新专利技术。

4.未来三年项目实施方案

★ 2020 年：提炼茶皂素，研制茶籽粕手工皂最佳配比，突出其抑菌、祛痘与

滋润功效。

材料准备：茶籽粕、椰子油、棕榈油、蜜腊、氢氧化钠等。

（1）2020 年 4 月 16 日试制了第一批手工皂，50g 一小块，冷却干燥一个月后，

邀师生、员工试用。5月 31 日，汇总体验者意见。

反馈意见：皂体较软，遇水溶解较快；滋润度好，去污后皮肤不干燥，对祛痘

消炎有一定效果；身体感觉舒服，无刺激。

（2）6月份经过数十次调配实验，确定新配比，于 7月 6日试制了第二批手工

皂，正冷却干燥。形体比第一次更固化，透明度增加。8月 7 日后邀前次体验者

再度试用。

图 22：手工皂试制对比图（右为第二批）

（3）十月份随着一年一度的油茶丰收榨炼，将试制的第三批手工皂定价进行

试销售，汇集消费者购后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配方。

★ 2021 年：申请注册新公司，正式生产茶籽粕手工皂。

（1）茶籽粕手工皂安全性送检，注册商标，由殷理基有限公司协调有资质工

厂进行正式生产。

（2）按市场需求调配不同的配方，创新产品形态，保质保量，专心制皂，做

精品天然皂。

（3）提炼茶皂素，试验将液体皂与自动感应机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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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呵护系列 护肤传奇系列

★ 2022 年：形成以天然皂为主体的茶籽粕系列产品组合，在匠心制皂的同时，

拓宽企业关联产品线。

（1）试制茶皂素天然健康结晶粉，针对日用清洁市场。

（2）研制茶籽粕天然洗发水配方，发挥茶籽粕乌发固发的天然功效。

（二）营销计划（2020-2021）

1. 目标市场

我们的前期目标市场是茶籽粕天然手工皂需求者，目标顾客为中等收入群

体，人均年收入为 2.5-25 万元，20-35 的女性为项目产品的重点销售对象。

2. 产品定位

项目理念：“天然茶粕，匠心制皂”，用品质铸造品牌。

前期以生产手工皂为主，将其定位为高端生态产品，主打祛痘、滋润，主要

用于沐浴、洗面。

3. 营销组合策略

（1）系列产品策略

产品会由原生态的茶籽粕手工皂向不同功效、不同香味型手工皂发展，成分

天然，无添加。产品规格、花式在产品成长期会有新的变化和创意。

（2）均匀价格策略

手工皂从原料到工艺都不同于普通香皂，天然非石化原料，营养成分高，自

然生态亲肤性强，价格常是普通香皂的 4倍以上。好东西让更多人用，我们的新

产品销售价格不走高价，每块天然皂 16.8 元（100g）。

后期由于规格、花式、成分的变化，以及营销成本的增加，价格会在 3-10

元内调动。

（3）渠道策略

网络销售：疫情期间主要通过社交营销、电商销售、网络直播等方式销售新

产品。

直接销售：新产品上市选择与茶油生产销售时间同期，可借用茶油成熟渠道

进行销售；后期会选取百货商店、连锁便利店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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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营销推广

新思路：从清洁用途到礼品用途。

（1）借助“油茶文化节”、西岭牡丹节等旅游文化项目推广销售茶籽粕天然

洗护产品。

（2）借助微信公众号、常宁旅游网等媒体推广茶籽粕天然洗护新产品，印制

小册子宣传我们经营的地方特色项目。

（3）传统节日中秋节、重阳节，还有教师节、母亲节、父亲节，举办暖心活

动，赠送精美茶籽粕天然洗护产品。

图 23：亲子活动 图 24：特色伴手礼

（4）可针对小朋友开展亲子手工皂体验活动，带动家庭消费；新生代消费者

也是体验活动的重要客户，培养潜在消费者。

（5）开发婚庆市场，实行定制营销，让茶籽粕天然皂成为婚庆特色伴手礼。

（三）经营目标

1.2020 年——新产品投入期，生产规模较小，单位产品成本较高。项目的第

一款茶籽粕天然皂每块材料成本、研发费摊销、生产费用合计约为 6.73 元，预

计 2020 年 10 底首次销售，第一批产量在 1万块左右，销售额达 10 万元以上。

2.2021 年——新产品逐渐过渡到成长期，产量按季度会逐步递增，在 2021

年夏天产量累积将达到 3万块，到 2021 年底销售额预计将达到 50 万元左右。

3.2022 年——产品产量保持稳定增长，扩大市场占有率，天然皂销售额力争

突破 100 万元。同时借助品牌优势，研制推出新洗护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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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州初赛意见

创新点及推选理由（如为市州初赛一等奖，请特别注明）

该项目思路清晰，内容具体，可行性强，创业团队分工明确，项目秉承科

技赋能新农人理念，依托常宁市油茶基地优势，选取榨油后剩余的茶籽粕为原料，

采用高科技手段从中有效提取高纯度茶皂素原料，并利用其特性深度开发相关实

用型副产品，不仅解决了茶籽粕大量堆积造成的资源浪费等问题，还有力推动了

绿色油茶无废弃生产进程，是现代农业科技的辐射源，对当地农业产业升级和经

济发展具有示范作用。项目部分已付诸实施，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该项目在市

赛中脱颖而出，获衡阳市一等奖，本市极力推选其入围决赛。

市州初赛责任人：肖仲斌

2020 年 9 月 17日

六、专家评审意见

是否进入半决赛及其理由

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人：

年 月 日

七、半决赛现场答辩成绩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得 分

总 分

现场答辩专家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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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总决赛现场答辩成绩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得 分

总 分

现场答辩专家组负责人：

九、省大赛组委会意见

省大赛组委会负责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