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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

一，公元1686年，当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经营

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十三行”的时候，当时

的广州已成为世界的茶叶贸易中心，中国茶

叶超过九成从广州销往世界各地。 

琶洲是广州的未来，琶洲目前拥有亚洲

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档次最高，多功能、

综合性、高标准的国际展览中心。广州茶博

会，正是在这样既有历史沉淀、又有时代发

展特点、在连接世界的琶洲，每年春秋两季

举办，举世瞩目。

2019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

（简称春季广州茶博会）即将于5月23-27日，

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举行。五月，将

在这里感受春季里第一抹茶香的味道，在这

里聆听茶的故事，在这里展望茶行业全年的

新动向，在这里把握行业发展脉搏。

本届春季广州茶博会由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主办，广州茶文

化促进会、广州市海珠区茶文化促进会特别

协办，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广州益

武茶博展览有限公司承办。展会面积60，000

平方米，将延续以往的展区专业划分优势，

分设国际名茶馆、经典普洱馆、中华品牌馆、

茶具文化等主题展馆，有来自全国二十余个

省（市、自治区）的最优质的茶企、茶商前来

参展。展品类别布局将更加合理，并为专业

买家提供更好的采购体验环境，也让大众消

费者舒心参观和采购。展会预计将吸引中国

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东南亚、中东、欧洲、美

洲、非洲、澳洲等地客商现场参观采购。

本届春季广州茶博会上，企业展品非

常丰富，涵盖了整个产业链。在春茶上市

之际，茶类品种齐全，茶品丰富，有清香鲜

爽的绿茶、香高色艳的红茶、陈香醇厚的黑

茶、清香甘美的白茶、香气浓郁的青茶等各

大茶类汇聚一堂。有传统工夫茶，有代表新

生代体验各种新式茶饮，悉数亮相展示。更

有各种茶器、茶具展示，涵盖陶瓷、紫砂、银

器、铁艺、玻璃茶具等各式材质和款式、彰

显茶人之美茶服将惊艳亮相……充分体现

传统与当代设计理念的融合，为我们带来一

场行业盛会。

展会现场活动精彩纷呈。品牌活动“君

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将为大家带来一

场茶空间视觉盛宴。第五届“君子四雅”茶

空间设计大赛再度亮相。今年大赛主题“器

度不凡”。展会期间，进入决赛的十件优秀

作品将在广交会展馆C区16.2中华品牌馆实

景呈现。大赛颁奖典礼暨论坛5月23日下午

在14.3馆红棉会议室隆重举行。十余场无界

茶会将在展会现场举行，将汇聚各行业翘楚

在此感受体验茶的魅力。除此之外，行业论

坛，以及多场来自茶叶产地企业组团、品牌

推介、万人品茗等活动，将为广大茶友带来

一场精彩纷呈的茶界盛会。

2019年，广州茶博会已经举办13载，广

州茶博会已经成为预示年度茶业发展趋势

风向标。展会呈现茶行业发展前瞻性和专业

性备受业界关注，已经成为最具市场价值的

春季茶展之一，将继续引领茶行业发展的新

的步伐。

5月23-27日，茶约广州，让我们在春季广

州茶博会上，品茗春天的味道！

第五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
器度不凡：以器为灵魂彰显茶空间中的精神文化意境

2019天津茶博会6月21-24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详见4版）

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被古人

奉为四雅事。一壶一盏一炉一花，一草一

木一叶一画。错落有致，主次有序，尽显

器物之美。积淀千年的东方美学将如何融

入雅致的茶空间里？

由2019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

博览会组委会主办，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承办的“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

赛已步入第五届，秉承着“传承”、“尚

雅”、“茶乐”、“和谐”的办赛理念，

本届大赛倡导设计师以器为灵魂，通过器

物的选用、搭配、组合等手法，彰显空间

气质调性，打造一个兼具艺术品味和实用

价值的个性茶空间，塑造一种精神文化意

境。

入围决赛的十件优秀作品将在广交

会展馆C区16.2中华品牌馆与大家见面，

东方现代美学生活图景再度呈现。评委老

师也将根据搭建效果评定出金银铜奖。

5月23日，2019春季广州茶博会开幕

当天下午举行大赛颁奖典礼暨论坛。大赛

评委、参赛作者、行业企业以及众多美学

生活爱好者将亲临现场，面对面交流。如

果想聆听评委的专业点评，作者的设计理

2 019春季广州茶博会
5月23 -27日

广交会展馆C区举行

5月相约琶洲

品茗春天的味道

预约报名参加论坛

念、茶空间设计趋势、那就千万不要错

过。现在扫描二维码，提前预约参与，更

有机会获得精美茶礼！

与您相约2019春季中国（广州）国

际茶业博览会“第五届‘君子四雅’茶空

间设计大赛”，感受器物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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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武展讯 特色展品

展品名称：2018易武正山•生沱茶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210g（42gX5）

特色：2018易武正山•生沱茶是雨林集合店

全新升级的爆款产品，外形饱满圆润，条

索肥嫩修长，汤色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沉

稳，纯正持久，口感细腻甘醇，蜜甜明显，

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回甘持久。包装以古树茶的朋友鼷鹿、巨松鼠、白腹黑啄木鸟、菲氏叶猴、云猫五种原始雨林动

物崭新呈现。一如既往的高颜值，内外如一的高品质；一支六颗、一盒五支；一颗、一支、一盒，

都精致便携，轻轻松松就能把原始雨林装进口袋，是爱茶人士办公、旅行的必备神器。

请莅临：A2005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甜甜”普洱熟茶

类目：普洱熟茶

原料产地：云南

年份/批次：2019

规格：357g/饼

特色：采用公司特有的专利技术进行发

酵，根据普洱茶渥堆原理和发酵规律，将

茶叶的多种内含物质进行合理转化，达到

普洱茶快速陈化目的，使茶滋味醇厚，回

云南六大茶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绵长。茶饼散发淡淡的清香，烫盏投茶入碗后，陈香纯雅而幽深，润茶后香气层次多变。热嗅

浓郁的陈香中带幽幽花香；温嗅为清雅的花香伴随玉米甜香；更难得是陈香融合在茶汤里，稳

定且持久。茶汤饱满，甜滑韵长，汤色如未经雕琢的红宝石。名为“甜甜”，却甜而不腻，优雅生

香，温润饱满。

请莅临：B1000云南六大茶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班章有机茶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

年份/批次：2018年/1801

规格：357g/饼，7饼/提，4提/件

特色：茶饼犹如一张充满想象的画布，茶

汤浮现出毕加索风格，凸出的苦，凹陷的

涩，层次分明的甜，与外在的世界丝毫无

关，是自身的形、色圈设的虚空，没有客观

云南农垦集团勐海八角亭茶业有限公司

事物的基础，以意念构画出的结界，弥漫名为美好的细胞，漂浮、破裂、重组，物品被移位，一个

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入的世界，一个充满离奇的世界。茶饼犹如一张充满想象的画布，寥寥

几笔勾勒出梦想中的乌托邦，银色的白毫是天空中闪烁星点划过的罗纳河，河畔旁栽满美好世

界里的格桑花。

请莅临：A1100云南农垦集团勐海八角亭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松风六堡茶

类目：黑茶六堡茶

原料产地：广西梧州市

年份/批次：2019年3月

规格：10kg/箩/箱

特色：松风选料均来自广西深山老林当中，

常年云雾缭绕，零污染，来自山青水秀的广

西大山处，茶树树龄几十年到几百年不等，

竹林、野花、野草相伴，海拔900米以上。

广西梧州纯好茶业有限公司

高山丛林里，这里昼夜温差大，虫害少，纯绿色无污染。六堡茶里特有的松枝烘焙，形成了后期

陈化特有的槟榔香，保留传统的六堡茶风韵。松风，而且蕴含着松林之风，颇有大将之风，清风

似乎也把这深山里的野茶带到我们杯前。引自古语“松风一枕借僧床。馥馥桂花香。暂远世尘萦

染，坐令心地清凉。”

请莅临：F1105广西梧州纯好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乔老黑百龄青饼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400g/片

特色：“老黑”本是指云南某个小数民族

的昵称，“乔”是恰好在命名时的灵感。在

正式推出的几年间，番顺茶业这款茶机缘

巧合地获得别致的命名，并且在制茶人的

西双版纳番顺茶业有限公司

不断努力之下，由一颗闪亮的明星，蜕变成为了品牌系列的经典之作。番顺茶业选料一贯作风严

谨，这款茶外形条索肥壮，银毫颇多，干茶有甜蜜香，茶汤甜润、饱满口感，上颚充分体验那份

来自然的秀劲，硬朗的风格恍如铁汉，喉韵深，口腔内部持续渗出阵阵丝甜，不禁精神抖擞。

请莅临：B2005西双版纳番顺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密韵单丛礼盒

类目：青茶

原料产地：广东饶平县

年份/批次：2019年

规格：50gx1罐，定制茶杯x1只

特色：原料产自海拔700米高山生态茶

园，30年以上树龄；仅采春茶一季制作，

单丛茶泰斗刘福益、中华匠心茶人叶汉钟

严格把控，经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坚守18

宋凰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道传统工序、22小时古法炭焙，兰香蜜味，持久耐泡；茶多酚及氨基酸含量丰富，富含抗癌元素

硒；采用食品级铝制茶罐包装，精密度高，茶罐盖子自然下沉，排空管内空气，利于储存，礼盒

设计高端大气、实用简洁。内配有宋凰定制旅行茶杯，居家品饮体验感足、出差携带方便快捷。

请莅临：F2204宋凰生态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麻黑公社老树圆茶（泡饼）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麻黑

年份/批次：2019年3月

规格：357g/饼

特色：易武大山，古树紧依大地，传递来自

大地深处，春的力量。麻黑，为易武“七村

八寨”之一，是易武古树茶的核心山头，这

里因茶而起的热闹与繁华。麻黑公社老树

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圆茶，精选易武茶区最具韵味的麻黑茶山早春古树茶为原料，以下关泡饼揉制工艺石磨压制而

成，是一款彰显“易武本色”的典型范本茶，可品可藏。饮下一杯麻黑，易武的核心之味，荡漾在

茶汤里的是古道的沧桑与变化。饮下一杯麻黑，饮下她的香、她的柔、它的纯，饮下她的细腻与芳

华。

请莅临：A1103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谌公茶

类目：黑茶

原料产地：湖南安化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950g

特色：精选高甲溪皇家茶园林中茶原料，

加上独特的加工过程，尤其是微生物的参

与，使其产生繁盛的“金花”；金花中富含

18种氨基酸，45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湖南高甲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此茶茶香金花香浓郁，品之能明显体验到“高甲溪”特有的樟香味。一款好的安化黑茶，除了原

料上乘，做工精良，还有就是发酵的效果。细品之下，谌公茶既有原叶的清香，又有浓郁的金花

香，清新甜润。这是公司近年倾力打造的一款高品质“亲民茶”，只为普罗大众都有机会喝得起

曾经的“皇家品质”。

请莅临：F2201湖南高甲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广州茶博会特色展品：品中外名茶，赏精美茶器



2019/ 0 4                                               总第51期

3

益武展讯 特色展品

展品名称：清境礼品装

类目：青茶

原料产地：云南省腾冲市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200g

特色：采自独具特色海拔2500米的清境山

茶园，位于中缅边境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

优越。由于茶叶原料精选，每年仅可采收

一季，产量有限。茶外形呈半球形，色泽墨

本届春季广州茶博会将设有六大展馆，来自全国各地的茶企业汇聚一堂，展馆布局合理，展品种类齐全，涵盖范围广泛，将陈设各类品种，包括各六大茶类、茶具、茶器、茶家具

等，并有来自地名家、名师的作品前来展出，可谓琳琅满目。大会期间，来自海内外、全国各地四海五湖的茶商茶友，因为茶的聚会相聚在一起。展会期间将有各类茶文化的展品和作品

展出，凝聚了是世世代代茶人的匠心作品，展品包罗万象。版面有限，在这里我们是选取了少量作品来作介绍，展会将会有更多丰富多样的展品呈现。

云南腾冲极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绿，边缘隐镶金边，汤色金黄，清澈透亮，具有浓郁的花果香、奶香，叶底茶叶舒展，脉络清晰，

叶片饱满有韧劲。入口爽滑，唇齿留香，韵味悠长。由于独特的生长环境，要经过漫长的休眠期

才可以采收，茶叶肉质厚实，富含丰富矿物质，造就经久耐泡等特点，滋味重则六七泡，淡则八

九泡，甚至十泡有余。

请莅临：F2301云南腾冲极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电磁炉版半圆冬瓜壶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广州

规格：700-800ml

特色：天程铜艺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最早屹立在广州西关的传统西关

铜制品老店，以100%纯手工锻打制作广东

传统铜器皿而闻名，致力于复兴广东铜文

化，令传统文化得以永久传承。天程铜艺的

广州天程铜艺贸易有限公司

每一件铜制品，都经过匠人千锤百炼锻造而成，天程铜艺将展出一款为电磁炉铜壶，它与传统铜

壶不同，在底部镶上了一块铁板，让壶可用在电磁炉上面。而每个铜壶的身上，都加多了一种热

着色工艺，让壶看起来拥有独一无二的颜色，作品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请莅临：D2607广州天程铜艺贸易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禧罐小青柑

类目：柑普茶

原料产地：广东新会、云南西双版纳勐海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260g

特色：禧罐系列小青柑选取新会核心产区

老树柑和勐海高等级普洱茶料，制作工艺

精湛，口感极佳，定位精品小青柑。其中，

老树柑精选核心产区原料，价值昂贵，也是

广州世纪茗家茶叶有限公司

该系列的重要“亮点”。包装采用设计感罐形，灵感源自广州地标小蛮腰，彰显地方特色；柔和

的曲线，修长的体态，精致而飘逸，宛如女子的优美姿态，尽现底蕴、时尚、美感的和谐统一，采

用红、金、紫，绿深受国人喜爱的传统色彩， 炫丽而不失雅致，喜气中更添尊贵，与“禧”字不

谋而合！

请莅临：F1103广州世纪茗家茶叶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国画石茶盘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广西来宾

特色：明艳的色调，强烈的色彩，跃动的笔

触，极富表现力又细腻柔和。静静地望着

它，仿佛在欣赏一副水墨画，生机盎然的景

观，散发着生命的张力，让人陶醉其中，物

我两忘，这一刻只想放开身心，去徜徉青山

绿水，拥抱云淡风轻。水为茶之母，器为茶

广州拾趣文化有限公司

之父。茶盘是茶器的载体，根据需求采用不同设计方式，打造出了不同类型的天然国画石茶盘；

因为每一块国画石形成的图案、色彩各不相同所以每一款茶盘都是独一无二的，堪称茶桌上的

收藏品。

请莅临：D2002广州拾趣文化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停下即饮

类目：其他茶（速溶茶）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0.5g×12包

特色：停下即饮与德国百年实验室,战略合

作研发新一代速溶茶,并拥有全部知识产

权。历经20个月最终成功研发出一种可以

在冷水和热水里完全溶解(无沉淀物)，并

具有高级茶口感和香气的速溶茶，突破了

停下即饮(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传统速溶茶茶香较少,品质低下的问题，采用全新的萃取工艺，保证了新速溶茶从色、香、味三

个方面均达到传统茶的品质。同时，新技术保证了新速溶茶是首款可以用常温水直接溶解的速

溶茶，真正做到了不同水温不同风味，更多地扩大了饮用场景。

请莅临：F3205停下即饮(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中国梦茶台

类目：茶家具

原料产地：广东佛山

特色：茶台石面为精心挑选具有山水特征

的意大利进口纯天然紫山水石，文理色彩

形似一副泼墨山水画，每一块颜色分布都

与众不同，似乎在用那独特的色彩向世人

展示着上下五千年华夏地理文明，玉石般

的质地每一块都给您独一无二的尊贵，紫

佛山市南海区品位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气东来，人气聚，财气聚。环绕的四张异形凳子寓意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分别代表草原明珠蒙

古，钓鱼岛，宝岛台湾，国际旅游岛海南。品茶，论道，畅谈人生，端坐中国梦茶台，品一杯香茗，

缘聚天下好友，茶道品味人生！

请莅临：F2005佛山市南海区品位智能家具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百鸟朝凤壶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江苏宜兴

规格：380ml

特色：“百鸟朝凤壶”是传统吉祥题材的一

件紫砂壶艺创新之作，采用朱泥调砂材质

制作，色泽红润灿烂，丽质天成。壶身扁圆

丰腴，上下合钵对称，有“合欢”之气象。

壶腰上下两线合成宽平带，上以浅浮雕形

宜兴市全正紫砂陶艺品有限公司

式塑有八枚鸟形纹连成一周，与扁珠钮平顶部凤形纹相呼应，紧扣“百（八）鸟朝凤” 主题。在

宽平腰带线部伸展出的壶嘴，为抽象的凤头，凤尾形壶把上翘劲挺，翻卷与上半部壶身相接。圈

足底与壶颈既对应，又使整器身姿端立，气韵自底蕴生。而穹隆形壶盖的阔周边也与壶颈合璧交

融，紧扣合缝。

请莅临：D1208宜兴市全正紫砂陶艺品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简易六筒存茶箱

类目：包装

规格：200G装：长48cmx宽31.5cmx高13.5cm  

357G装：长64.5cmx宽42cmx高20.5cm 

原料产地：广东深圳

特色：简易六筒装适合筒装饼茶使

用。200G装适用于125g-200gX5片的茶饼，

每箱6筒；357G装，适用于357-400gx7片的

茶饼，每箱6筒。取5层高硬度瓦楞纸，进口

深圳好茶仓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牛皮面纸，通过独家技术设计，抗压不变形，已获国家专利认证；箱体可承重500kg以上，有效解

决运输与存放过程中出现的受潮、挤压、破损问题，给茶饼提供更好的环境存放。于茶人存茶箱

可以让茶保值甚至是增值。于藏茶商家存茶箱整洁、美观，还解决了货物运输被压坏或变形的

问题，“好茶仓”针对茶商、茶农朋友可提供定制服务。

请莅临：C2109深圳好茶仓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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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春季广州茶博会唯一指定纪念茶：

宫明茶业“明巅星”生普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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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2019年11月21-25日

地点：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

2019天津梅江茶业及茶文化博览会

时间：2019年6月21-24日

地点：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2019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2019年12月5-8日

地点：广东·珠海·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电话：020- 89231623                  传真：020-89231633      

地址：广州市新港东路1066号中洲中心     邮编：510335         

招展联系： 更多资讯扫一扫 

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广州茶博会”

或搜索微信号“teaexpo-cn”

深入传播茶文化

2019天津茶博会6月21-24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

2019春季广州茶博会唯一指定红茶：

八百秀才“如意瑞福•英红九号”礼盒

2019天津梅江茶业及茶文化博览会（简称天津茶博会）将会给茶友带来怎样

的新体验？京津冀地区的茶业盛会——2019天津茶博会将于6月21-24日在天津梅

江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展会在梅江会展中心N1，N2馆，参展企业来自全国各大产茶区，展品十

分丰富，涵盖六大茶类，还有紫砂、陶瓷等各种茶具，以及茶家具、茶工艺品、

茶食品、茶服等品种多样的涉茶产品，是北方地区一场盛大的茶业及茶文化盛

会。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京津冀经济圈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国家中心城

市、天津滨海新区被誉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天津的经济近年发展迅速，

茶叶消费量不断增长，以前以花茶为主，现在各大茶类均出现增长，消费品种日

趋多元化，茶叶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英德八百秀才茶业有限公司特制的红

茶“如意瑞福•英红九号”礼盒，以其优良

的品质荣获2019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

业博览会唯一指定红茶称号。

八百秀才茶业有限公司出品的英德

红茶英红九号外形紧结重实、香气鲜醇浓

郁、汤色红艳明亮、金圈明显。近年来，

经大会组委会精心挑选，云南宫明茶

业有限公司的“明巅星”普洱茶（生普）

荣获2019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

会唯一指定纪念茶。

云南宫明茶业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云南

昆明，原料生产基地位于中国普洱第一县

西双版纳勐海县，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传统茶文化，发扬并融合新时代茶文

天津茶博会创办于2012年。继上届成功举办之后，2019天津茶博会，继续由

天津泰达会展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益武茶博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天津泰达会

展管理有限公司是天津泰达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为梅江会展

中心场馆运营和日常经营管理而成立的专业化公司，是梅江会展中心唯一授权管

理团队，是天津首屈一指的场馆运营商和管理型会展综合服务提供商。

广州益武茶博展览有限公司是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益武

展览是全球展览业协会（UFI）成员，培育了业界公认的全球茶业龙头展会——中

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等多个国内、国际知名的会展品牌。

这两大国内最专业的会展机构强强联手，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专业的精神，

优质的服务，将天津茶博会倾力打造成为产区政府和品牌企业开拓、巩固北方市

场的最重要的平台。上届展会规模达1.5万平方米，成为天津地区最盛大的专业茶

业及茶文化盛会，也是北方地区最大的茶业展会之一，辐射京津冀地区，在北方

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19天津茶博会，泰达会展与益武展览继续强强联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本

届规模更大，展品更加丰富，展会期间经贸、文化、品牌活动如京津冀茶文化交

流会、无界茶会、茶艺师大赛、品牌推介会等更加多姿多彩。展会将更加注重南

北茶贸易与茶文化的交流，更加注重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更加深入地将茶文

化传播到千家万户，为京津冀地区的茶友带来一场茶业茶文化交流的盛会。值得

关注。

公司相继获得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出口食品生产备案企业、HACCP认证、国

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企业、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认证、广东省名牌产品认证

等一系列荣誉。2017年，八百秀才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了欧盟出口

404项检测，搭乘汉欧班列出口欧洲，在欧盟成员国国家获得广泛好评。2018年所

在基地更是入选为省级红茶特色小镇。

八百秀才“如意瑞福•英红九号”礼盒,茶叶原料产自广东省英德市东华红茶

小镇，甄选精心培育的英红九号，严格遵循一芽二叶的采摘标准，秉承“一颗匠

心永传承”的理念制作而成。其干茶条索紧结重实，汤色红艳明亮，散发的花果

甜香浓郁持久，滋味鲜爽浓醇。

此款礼盒以“红+金”为主体颜色，承载了中国传统的“春季”与“吉祥”元

素。如：鲤鱼、灯笼、元宝、燕子等图案，寓意如意吉祥，福瑞连绵，取如意之

名以示瑞福安康。礼盒包装采用银卡纸，运用烫金与浮雕工艺，整体精致新颖，

极富美感，彰显品质，实乃百“礼”挑一的送礼佳品。

请莅临F2004英德八百秀才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品鉴。

化，宫明茶业致力于打造文化茶、文化普洱茶的首选品牌，秉承着“喝好茶，好

喝茶，文化新空间，智慧新高度”的消费市场格局和企业理念，宫明品牌正在为

中国茶•中国普洱茶树立文化标杆。

“明巅星”是宫明品牌的明系列主打产品，优选勐海境内生态茶区大树春茶

为原料，采用普洱茶传统工艺拼配而成，其稳定的品质、丰富的口感，为这款茶

赢得众多茶友的称赞。

“明巅星”产品品质特点：采用古法石磨压制，饼形端正，松紧适度，条索

紧结肥壮，白毫显现，周正圆润，闻其味带着淡淡的花果香，香气纯正。汤色黄

明亮，晶莹剔透。茶汤带着明显的花蜜香，挂杯香明显，水路较细、顺口、滑、

爽、醇厚、很有层次感。回甘迅速，舌底生津。陈化之后，整体的韵味会更加沉

稳均衡。

宫明“明巅星”作为明系列的代表作品，是宫明品牌文化普洱的经典作品。

请莅临C1000云南宫明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品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