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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热茶暖津门（下转第2版）

天津茶博会11月12-15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

天津社科院发布《2020天津经济形

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指出， 从天津

经济发展来看，疫情对天津第一季度经

济运行冲击明显，第二季度经济运行秩

序加快恢复，上半年经济总体呈现企稳

回升趋势，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不断

增加。 在这一情景假定下，报告预测，

第三季度天津经济将实现同比正增长，

茶业贸易在广州如同这个城市一样古老。早在西汉时期，茶叶与黄金、丝绸作为重

要的商品从广州通商到西方。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中国对海外贸易的唯

一合法口岸，广州“十三行”进入了全盛时期，茶叶是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到

清末广州茶叶出口占全国九成，是中国名副其实的茶叶对外贸易“第一城”。   

当前，广东茶叶第一大消费省的地位稳固，而年销量约占全国总销量的十分之一。

广州有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是中国最大的茶叶贸易集散地，广州是中国乃至全球茶

市的“温度计”。广州人“饮茶”之风兴盛，全国独有，“叹茶”成为广州生活最鲜明的特

色。广州年人均消费茶叶2500克，远高于500克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 ，是茶叶消费总量

最大的城市，是中国茶叶、茶具消费力最强的城市。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茶叶贸易中

心，辐射东南亚，影响全世界。

两千多年来，茶已经成为广州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也是中国唯一没有间断过茶贸

易的城市，这种独特优势是国内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茶业近年迅速发展，目前年茶叶总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茶叶年消费总

量世界第一，茶叶出口量世界第二，在世界茶业版图上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6年，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创办了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简称广州茶

在最好的季节，来广州叹茶！

博会），已发展成为业界公认的“全球茶业第一展”，成为全球茶业“风向标”和“温度计”

备受瞩目。

2020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第二十一届广州国际茶文化节将于11月26—30日在

广州广交会展馆C区举行。本届展会规模80，000平方米，在广交会展馆C区共设8个展馆，

展品丰富，涵盖全产业链。

本届茶博会活动，无论是产业的，文化的，人文的，还是企业品牌推介的，形式内容

都将更加丰富，并不断凸显新意。大会重头活动“媒眼看国茶”论坛，将评选并公布年度中

国茶业十大事典；2020全国名优茶质量竞赛，将在展会期间将举行颁奖典礼，现场也将设

特等金奖、金奖产品展示区；2020中国精品茶具“金羊奖”继续打造行业最权威的奖项；展

会的品牌活动无界茶会，将吸引更多的爱茶人士现场品茗交流；企业的新品发布会，推介

会；茶叶产区的区域茶叶品牌推介等等将更加丰富多彩。

11月的广州，正值深秋初冬，在广州，对于茶行业来说，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微风凉

爽，有温暖的阳光，珠江两岸，茗茶飘香。    

11月26-30日，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 一场汇聚文化、产业、市场信息、发展趋势

的年度茶业和文化盛会，必将为全球业界带来新的气象。（广博/文）

，

主要经济指标将持续向好发展。基于这一预期，报告建议，应从激发消费需求潜力等

方面发力，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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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20天

津梅江茶业及茶文化博览会（简称天津茶博会） 将于11月12-15日，在梅江会展中心举

行，这是大会组委会为助力激发消费需求而采取的有效举措。

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达15，000平方米，展品十分丰富，涵盖绿茶、红茶、白茶、普

洱、黑茶、黄茶、六堡茶、乌龙茶、岩茶、单丛、花茶、柑普茶等众多品类，还有紫砂、陶

瓷、银壶、铁壶等各种茶具，以及茶家具、茶包装、茶工艺品、茶食品、茶服、香道用品

等品种多样的涉茶产品，这将是一场盛大的茶业及茶文化盛会。

展会期间，将举办2020京津冀茶文化交流会，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茶业精英将汇聚

一堂；多场无界茶会，让更多跨界的爱茶人士体验品茶乐趣；品牌推介会，将更多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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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热茶暖津门 天津茶博会11月12-15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上接1版）

茶博会特色展品：现场琳琅满目，这里只取沧海一粟

展品名称：易武古韵

茶类：普洱

原料产地：

年份/批次：

规格：357g/饼

展品名称：槟榔香2020

茶类：六堡茶

原料产地：梧州市

年份/批次：2016年

规格：200g/罐

展品名称：小仓年臻藏装

品类：陈皮

原料产地：新会/梅江

年份/批次：2005年

规格：100g/罐

展品名称：2020年野生红茶

茶类：红茶

原料产地：临沧

年份/批次：2020年

规格：500g/罐

展品名称：益原素茶饮料

茶类：普洱茶饮

原料产地：勐海

年份/批次：2020002

规格：310ml

展品名称：绵绵瓜瓞壶

品类：茶器

原料产地：江苏宜兴丁蜀镇黄龙山

年份/批次：2020年

规格：450cc

西双版纳岁月知味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茶厂

江门市老树柑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滇南古韵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顾云峰紫砂精品

特色：易武古韵是岁月知味古树标杆产品。易武古韵精选云南易武产区优质古树茶箐为原

料，秉承古法的晒青工艺及手工石磨压制工艺；饼形周正，松紧适度，开汤花蜜香馥郁典雅，

茶汤杏黄油润；入口茶汤浓稠、柔滑、细腻，茶汤在口腔中极富层次感，苦涩味协调适度，生

津回甘明显，冷杯中易武茶特有蜜甜香彰显且挂杯持久，香韵沉稳；耐泡性极好。

请莅临：N1馆 N107西双版纳岁月知味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槟榔香2020采用春季茶料精心制作，茶叶的甜度较好，回甘明显；保证足够的陈化周

期，让品质得以稳步提升，充分体现三鹤韵、三鹤味。槟榔香作为六堡茶的标志性特征，具

有鲜明高扬的香味。三鹤“槟榔香系列”正是以槟榔香为主，结合其他类型香气的复合型六

堡茶。加上其鲜爽的滋味，饮后齿颊留香，令人心情愉悦舒畅。

请莅临：N1馆N115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茶厂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小仓年”干皮轻薄干净，呈暗红或黑红色，两张皮对敲发“壳壳”声，掰折有韧性，呈

扭曲翻卷紧致状，油孔紧细；汤色深棕黄，入口甘甜醇厚，一丝果酸增加了鲜爽度，药香入

汤，满口生津留香。“仓”是仓储，源于老树柑企业标准的陈皮仓储标准；“年”是真实的仓储

年份；“小”即是少而精，客观地反映老树柑老年份陈皮收储的精品。

请莅临：N1馆 M216江门市老树柑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这款野生红茶的原料采摘与凤庆茶区的古茶树洒落山间的茶籽，天生天养的茶树春日

的鲜叶制成。外形色泽乌红光润，条索紧秀，质感明显，干茶香为花蜜香；湿嗅花香绽放；茶

汤中有野生茶种独有的香气，富于变化，花果香绽放；挂杯香气韵悠长；汤色红艳明亮，有

金边，芽毫显；滋味入喉醇香、清甜，芬芳柔滑；叶底鲜明匀整，富有弹性。

请莅临：N1馆 M200云南滇南古韵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原料采用普泪茶核心产区（勐海）的大叶种晒青毛茶，经第三代智能发酺技术——微

生物制茶法酵制而得。以“大益萃取工艺”——高温萃取，科学配比，二次灭菌的方式制作

而成。大益萃取工艺，保证了益原素普泪茶饮料香浓甜滑健康有料的特性。口感清爽不膩，

浓淡得宜，甜滑顺口。

请莅临：N1馆P109天津大益茶体验馆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瓜连藤蔓枝叶，其蔓绵绵不绝，取名【绵绵瓜瓞】，源自《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

尔昌尔炽。” 意指瓜果蔓长不断，喻义子孙代代相续，兴旺昌盛，延绵不断、生生不息。其作

者顾云峰老师师承高级工艺美术师丁洪顺老师，又经多位名师指点，练就扎实基功。经过自

己对紫砂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的气息。

请莅临：N2馆C104顾云峰紫砂精品展位参观品鉴

现场将汇聚来自全国南北方上万件茶品茶具，每一片叶子，都是茶人一份辛劳所

得，每一份作品，都是茶人匠心所制，是一份 情怀，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本届广州茶博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茶企业将汇聚一堂，展馆布局合理，展品种类齐

全，涵盖范围广泛。每位茶友都必将能在此寻找到适合你的茶。

天津茶博会举办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茶行业的支持，本届展会展商来自全

国各大产茶区，各大知名品牌纷纷参加，展品将十分丰富，涵盖各大茶类、茶具、茶器

等。这里选取部分作介绍

更多展会特色展品资讯  请扫码获取

天津特色展品                        广州特色展品

品牌从天津走向京津冀地区，走向北方市场。

天津的会展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成为天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经济重镇，茶叶消费近年也在不断增长，市场前景广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2年，天

津茶博会创办。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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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博会，强强联手，展会更加健康发展。2019天津茶博会十分火爆，入场观众人次同

比增长超过242%！ 助推北方茶市升温。  上届展会的圆满举办，为办好本届天津茶博会提供强大的自信和更加丰富的经验。

2020天津茶博会活动将着力于激发消费需求，着眼于南北交流，着力于助推北方茶市，和京津冀茶文化交流，助力经济回暖。

11月12-15日，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一杯热茶暖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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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名称：2020年八八方砖

茶类：普洱茶

原料产地：布朗山生茶、易武、百古C

年份/批次：2014年布朗山茶/2019易武/2016百古C

规格：88g/砖

展品名称：晒白金简装版1741

茶类：白茶

原料产地：福建福鼎贯岭

年份/批次：2009253

规格：360g（5g*6粒*12片）

展品名称：华源

茶类：华源

原料产地：华源

年份/批次：华源

规格：华源

展品名称：250g醇香小黄罐

茶类：红茶

原料产地：英德

年份/批次：2020

规格：250g/罐

展品名称：昆山竹影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丁蜀镇黄龙山

年份/批次：丁酉年

展品名称：冰岛老寨2020春

茶类：普洱茶

原料产地：冰岛老寨

年份/批次：2020春

规格：200g

展品名称：千庭单丛

茶类：乌龙茶

原料产地：广东潮州凤凰山

年份/批次：2020春

规格：100g*2

展品名称：太一柴窑单色釉主人杯

品类：茶器

原料产地：景德镇

年份/批次：2017-2020年

展品名称：中国节.正山小种野茶

茶类：红茶

原料产地：桐木关

年份/批次：2020

规格：200g/份

展品名称：电木茶具

类目：茶具

原料产地：台湾电木

广州八八青干仓茶叶有限公司

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

华源

英德八百秀才茶业有限公司

宜兴市仁贤斋紫砂文化艺术中心

云南霸茶茶业有限公司

广东千庭茶业投资有限公司

太一窑瓷生活美学

武夷山市绿洲茶业有限公司

央木堂茶具有限公司

特色：八八方砖的原料一半来自精选的云南各大名茶山头春大树茶料，另一半是2014年的布

朗山春茶料，覆盖了云南茶山多样性的气韵与滋味。第一个10年，茶汤水路与香气浩似年青

少艾，生机盎然；第二个10年，茶性转入稳定状态，味醇敦厚渐入佳境；第三个10年，汤色艳

红透亮，茶味开始带有老木陈香，口感厚泽绵滑，润肺益胀。

请莅临：16.2馆A1201广州八八青干仓茶叶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晒白金定位于老白茶的标杆品牌，此款产品是延续晒白金经典简装产品，采用2017年

寿眉原料，存放仓库三年，于2020年压制推出。产品形态以梯形小砖型，形制规整端庄，厚薄

均匀，5克分割，方便泡饮，轻松优雅品茶。茶汤入口有厚实感和绵绸感，且甜感十足，汤香

中枣香浓县，陈韵略显。

请莅临：14.1馆G2006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华源

华源

请莅临：N1馆 N**7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茶厂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八百秀才250g醇香小黄罐，曾获得全国名优茶质量竞赛金奖，性价比高，销量火爆，全

国销售突破60万罐。小黄罐外形条索肥壮圈紧，金毫明显；醇香味极高，新鲜无涩感，香气

清澈幽香；茶汤红通透亮，金圈突出无杂质；滋味浓爽鲜醇，口感甜滑绵润。

请莅临：15.1馆F2207英德八百秀才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这把壶，相比其他以竹为壶的作品而言，多了几分阳刚，少了几分阴柔，整体看起来更

加大气磅礴、浑朴敦厚。竹提梁映衬出竹子挺拔与高洁的品质，提梁与壶身衔接处，新抽嫩

枝及竹叶舒展于壶身，功法细腻，生动自然，堪称画龙点睛之笔。君子如竹，刚直不阿有仙

骨；君子如石，温润如玉、文质彬彬。

请莅临：15.3馆D1203宜兴市仁贤斋紫砂文化艺术中心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冰岛老寨地处勐库西半山的半山腰上，于北纬23度附近——太阳转身的地方，海拔

1700-1800米。冰岛村是勐库大叶种的主要发源地。真正的冰岛茶是冰岛老寨的茶，数量极

其稀少，百年以上的古树茶有4000多棵，300年以上古茶树仅仅有200多棵。冰岛古树茶五

大特征：入口甜、汤感柔、生津猛、喉韵凉、气感强。

请莅临：15.2馆B1009云南霸茶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东方红，单丛茶名贵品种，因1958年曾献给毛泽东主席品尝而得名。香型属黄枝香，单

丛茶十大香型之一。茶汤泛着淡淡的天然栀子花香。干茶紧结细长，呈黄褐色，清香怡人，轻

焙火香；汤色橙黄金亮；香气花香馥郁，有天然栀子花香，入口醇和顺滑，喉韵明显；叶底红

边明显，肥嫩软亮，叶底冷香，轻拉有丝，极耐冲泡。

请莅临：15.1馆F1003广东千庭茶业投资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太一窑,源于瓷都景德镇,传承于宋、明、清三代,复兴中国瓷器美学,将单色釉瓷器做到

了极致。太一柴窑单色釉纯净、素雅，如瓷器中的大家闺秀，由于窑变的不确定性，每件颜

色釉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绝品。太一窑单色釉以纯美取胜，没有缤纷之色，没有彩绘加

点，单色釉瓷在观者面前一览无遗，不但不容有半点瑕疵，更需要直射出内在之美，不浮不

嚣、不靡不媚、大美至简。

请莅临：15.3馆D1002太一窑瓷生活美学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山尔堂正山小种野茶原料精选80年以上桐木关正宗野生的正山小种三叶、四叶的成

熟鲜叶，由专业采茶人纯手工采摘，精心制作而成。其茶干外形条索粗壮，色泽乌黑，汤色金

黄明亮，汤面显金圈，沸水耐泡度强。入口滋味醇厚、鲜活、甘甜，喉韵悠长，齿颊留香明显，

回味纯爽,高山野韵十足。

请莅临：14.1馆G2209武夷山市绿洲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特色：电木茶盘的原色是一种低调的浅黄色，着水后还原出厚重的深红色。放置时间久了，

即便是不着水，颜色也会越来越深。越加泡茶使用颜色越加变深变红，最后变成如老红木般

的酱油红色泽，这是缓慢氧化过程的自然现象。电木茶盘可以像养壶一样来养护和使用。在

岁月茶汤的沐浴与历练下，颜色开始润泽夺目，逐渐现出红木般的韵味与质感。

请莅临：15.3馆D2306央木堂茶具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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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天津梅江茶业及茶文化博览会

时间：2020年11月12-15日

地点：中国·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2020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2020年11月26-30日

地点：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

2020中国茶产业创新博览会

时间：2020年11月26-30日

地点：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

2021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2021年5月27-31日

地点：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

唯一指定产品

举世瞩目的 2020 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简称广州

茶博会）即将于 2020 年 11 月 26-30 日在广交会展馆 C 区举行。

每届大会的唯一指定产品都将成为各地茶友关注的重点。

大会组委会经过认真细致的甄选，广东茗粹茶业有限公司的

“宫廷款金罐·英红九号”荣获 2020 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

览会唯一指定红茶称号。

英红九号是英德红茶中最具代表性的红茶，由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在引进的多个高香型茶树品种中筛选培育出的高

香型红茶品种，具有优质高产的品种特性、浓醇鲜爽的品质特点。

英红九号红茶内含物丰富，水浸出物高，含有丰富的茶黄素、茶

红素、茶多酚等有效成分。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第十五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国际

一直以来，广州交易会三千尺贸易有限公司坚持产品“质量

第一”思想，从原材料的采购，生产灌装，产品检验，产品运输

等各个流通环节严格把关，并向社会承诺使用“放心桶”，生产

“放心水”，建立“放心店”。

“三千尺”矿泉水以其优质品质获得 2020 中国（广州）国

际茶业博览会唯一指定用水称号。

三千尺矿泉水厂和水源地坐落于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深坑

百露坑，该矿泉水赋存在燕山三期与寒武系接触岩裂构造带之中，

是世上稀有地盾夹缝自涌天然矿泉水，日涌水量远超 100 吨。该

泉 1991 年经国家地矿局鉴定为低钠、低矿化度偏硅酸型矿泉水。

口感清甜甘美、感观清沏透明，水质完全符合国家矿泉水标准。

“三千尺”饮用天然矿泉水经过国家鉴定为稀有地质夹缝自

水为茶之母。影响茶口感的重要因素是水的选择。北方茶业

年度盛宴将至，好茶好水相伴。经过天津茶博会组委会的认真筛

选，天津市海峡正兴隆商贸有限公司“正兴隆饮用天然泉水”凭

借其优异的品质，获得 2020 天津梅江茶业及茶文化博览会唯一

指定用水称号。

中国有几千年茶文化历史，关于茶与水的关系，千百年来，

都是最为密不可分的。好茶需好水，这是最基本的共识。使用泉

水泡茶，茶味能淋漓尽致发挥；入口茶味饱满，滑润顺口而下。

茶叶委员会授予英德红茶“世界高香红茶”荣誉，也是目前唯

一一个获得该荣誉且受到国际茶叶委员会颁发证书和牌匾。

“英红九号”红茶，在 1963 年英国女王指定御用招待贵宾

的“顶级红茶”，受到高度的称赞和推崇。

宫廷款金罐·英红九号是广东茗粹茶业有限公司旗下红国绿

粹品牌宫廷系列中的一款重点产品，该产品选用英红九号优质大

叶种茶树，精选英红九号一芽二叶原料，经萎凋、揉捻、发酵、

烘干等初制作工艺加工成毛茶后，再经精心制作加工而成。

该款产品干茶条索肥壮紧结、色泽乌润显毫、汤色橙红明亮、

香气高长，滋味浓强鲜爽，叶底肥嫩均匀明亮，甜香馥郁悠长的

品质特点。

请莅临 15.1 馆 F2006 广东茗粹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品鉴。

涌的低钠、低矿化度、偏硅酸型天然饮用矿泉水。水中含有人体

所需的钙、锂、锶、碘等多种微量元素，清甜怡人，长期饮用有

益于身体健康，被当地老百姓誉为“甘露王”。“三千尺”饮用

天然矿泉水经过严格过滤、消毒，在百级无菌车间中灌装生产，

符合国家 GB8537-2008 标准。

广州交易会三千尺贸易有限公司在风景秀丽的佛山市高明

区拥有自己的矿泉水生产基地，有资深的品质控制工程技术人员，

有高素质的管理和销售团队。目前 ，“三千尺”已经成为广州、

佛山及珠三角地区畅销品牌之一。三千尺的经营目标是“立足广

州，依靠佛 山，发展珠三角”，争取成为广东省饮料市场的优

秀品牌。

正兴隆（饮用天然水）水源地座落于遵化市马兰峪镇马兰峪

四村，该天然泉水含有人体所需的锶、偏硅酸、镁等微量元素。

口感清甜甘美、感观清沏透明，水质完全符合国家矿泉水标准。

2020 天津梅江茶业及茶文化博览会，将于 11 月 12-15 日在天津·梅

江会展中心举行。『“正兴隆”饮用天然泉水』作为大会唯一指

定用水，相信用这款天津茶博会唯一指定用水水所冲泡的香茗将

给大家绝妙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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