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茶业盛 事即将启幕
2019天津茶博会6月21-24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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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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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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为上届开幕典礼现场)

买家增长23% 凸显最具市场化展会魅力
2019春季广州茶博会完美收官

5月27日，为期5天的2019春季中国（广

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简称春季广州茶博

会）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完美收

官。

更多商机：买家增长23%以
上，持续凸显最具市场化展会的
魅力

人流如织，展销两旺，持续火爆！

据不完全统计，5天展会吸引了来自

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亚

洲、欧洲、美洲、澳洲、非洲等地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茶商茶客慕名而来。据

大会统计，本届展会的买家增长了23%以

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南地区、粤港澳

大湾区的专业买家纷纷组织参观团。据不

完全统计，本届展会还有数十家中外买家

观展团。据不完全统计，春季广州茶博会

现场共接待澳门、佛山、惠州、珠海、中

山、东莞、江门等地数十团体到场参观。

自2006年创办广州茶博会以来，大

会组委会一直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成为业

界公认的市场化程度最高、最具市场价值

的茶业展会，2011年开始，展会分春、秋

两季举行，成为业界上、下半年首选的茶

业展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展会专业

化、市场化、品牌化程度高而备受推崇。 

本届展会，大会组委会进一步加大了买家

拓展的力度，为展商为客商为买卖双方创

造商机，创造价值，取得了明显成效。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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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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武正山手工生沱茶，取料云南大叶

种古树茶一芽二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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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甘持

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久。这款茶是雨林集合店全新升级的爆款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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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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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沱茶，大

大能量，每一颗带来全新的原始雨林气息。

请莅临：P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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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十二春秋•戊戌狗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临沧勐库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500gX5+426g）/套

特色：津乔十二春秋系列茶品，历来的选料

定位都是“生肖当年上佳原料”制作。2018

年，津乔首度公布了“十二春秋®•戊戌狗”

产区，包括西半山大雪山核心产区、东半山

云南双江津乔茶业有限公司

藤条核心产区、还有冰岛茶区古树。在品牌十周之际，“戊戌狗”选料延续传承，由津乔茶厂技

术精良的制茶师拼配制作，是春季档高端古树拼配茶品的代表作。汇聚勐库多个茶区古树茶优

良品质，香气和滋味强劲有力，入口苦涩转瞬即化，甘甜爽口，气韵优势显露无疑，浓郁的茶香

持久萦绕，回味悠长。

请莅临：N207云南双江津乔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熟醉美

类目：普洱熟茶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勐海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357g/饼

特色：熟醉美，是厨心熟茶的一个极致追

求的代表作，因为它融入的不仅是一个工

艺，更多的是我们厨心茶人的心血与情感。

第二代“熟醉美”，传承并创新了第一代的

厨心熟茶茶业有限公司

班章配方，用醇化了整整5年时间的老料压制，茶汤的甜度、粘稠度和厚实感，绵蜜劲道，绿豆奶

香香气高扬，融入了浓浓的时光味道，所经历的岁月故事都呈现在眼前这杯有张力的茶汤中，耐

人寻味。一杯熟醉美，品到了她的滋味，更读懂了她身上形形色色的故事。

请莅临：N216厨心熟茶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傍石生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临沧邦东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357g/饼 7饼/筒 6桶/件

特色：傍石生严选邦东古树茶为原料，石

缝养茶，乱石穿空，烂石之下，树根扎数米

之深；土壤为风化岩砖红壤，茶叶内含物质

丰富而协调，茶多酚含量极高，可达50%，

临沧祺丰源茶业有限公司

氨基酸含量高，岩韵天成。饼形端正，石磨压制松紧适度，条索紧结细长，色泽墨绿，油润有光

泽。茶汤淡黄清亮，香味高扬持久，水路细，入口鲜甜度极高，舌尖最先体会到的是回甘与生津，

而后向整个口腔扩散。慢慢舌面、上颚和整个口腔都被浓浓的硬朗的岩韵占据，茶气强劲而富于

变化，一泡茶喝下来，岩韵十足，气韵悠长。

请莅临：N212临沧祺丰源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珠玑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勐海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357g/饼 7饼/提 4提/件

特色：珠玑藏品，用“追味经典”的情怀，

雕刻价值年轮；天琢鉴品，用“创造经典”

的敬意，延续经典之旅。2018年珠玑，精选

班章核心产区原生态大树正春晒青毛茶为

西双版纳勐海东卓茶业有限公司

原料，原生态、高海拔、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成就珠玑的经典之味。珠玑青饼，经过严格标准，

适度蒸压、低温烘干；外形墨绿有光泽，紧结显毫，匀净有活性，干茶香气馥郁。珠玑青饼，班章

茶气底蕴一泡即现，五味合一，茶汤厚实、内含物质丰富、平衡度高、浓强度十足，再现可品经典

普洱茶。

请莅临：N107西双版纳勐海东卓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冰岛铂金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临沧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200g/饼

特色：冰岛是临沧市双江县著名的产茶

区，以盛产勐库大叶种茶而闻名，是该县最

早有人工栽培茶树的地方之一。该地产茶

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始于明成化1485

云南茗片茶业有限公司

年傣族土司贡茶，造就了永续的普洱传奇。冰岛茶回甘效果持久、汤色鲜亮、叶底匀称相比茶

霸“老班章”甜味更加细腻持久。这款以地名命名的普洱茶，冰岛村委员会下辖五个村民小组，

即冰岛，南迫，地界，坝歪，糯伍。唯冰岛村民小组的古树茶为正宗冰岛茶。被誉为云南普洱中

的“皇后”。

请莅临：P216云南茗片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高顶•五星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布朗山

年份/批次：2014年

规格：380g/饼

特色：严苛甄选布朗古树茶核心产区高海

拔深山三百年以上树龄生态古树正春肥

硕茶箐为原料，遵循传统制茶工艺精心制

作，石磨压制而成，原料稀少，成品有限，

勐海高顶茶业有限公司

弥足珍贵。品质特点：汤色金黄透亮，口味纯正，口感丰富协调，滋味浓烈、厚重，喉韵足，渗透

力强劲，回甘生津迅速而持久，八泡之后，甘甜、爽口、醇厚感受更加突出，冲泡二十余泡韵味尚

存。完美诠释了古树茶丰富的内含物和丰富、持久的品茗感受。

请莅临：P112勐海高顶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2019年五福临门

类目：普洱生茶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勐海

年份/批次：2019年

规格：357g/饼 5饼/提 4提/件

特色：中华文化的传承，由“福”文化，到“五

福临门”，是一种美好寓意的传递。产品设

计画面主要呈现五只蝙蝠环绕凤凰，祥云

作伴，展翅高飞。凤凰高飞，源于合和昌

勐海合和昌茶业有限公司

logo的设计理念“丹凤朝阳”，象征祥瑞和谐，朝阳蓬勃，作为2019年合和昌首发新品，为今年引

领高飞远翔的方向。蝙蝠，蝠谐音“福”，寓意福禄寿喜等，五只蝙蝠又有五福临门之意。祥云，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祥瑞之云，代表了如意、吉祥。 五福临门，不仅是合和昌一款具有

特别意义的产品，更是合家精神的体现。

请莅临：P103勐海合和昌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天津茶博会特色展品：品中外名茶，赏精美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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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武展讯 特色展品

展品名称：三鹤六堡茶•槟榔香106

类目：黑茶

原料产地：广西梧州

年份/批次：2015年

规格：200g/罐

特色：从2015年首次推出的200克罐装槟榔

香六堡茶（槟榔香103）到2017年推出的槟

榔香105，到这款槟榔香106，已经经过多

年不断研究及技术升级，打造出经典槟榔

本届天津茶博会将设有N1、N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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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六大茶类、茶具、茶器、茶家具等，并

有来自多地名家、名师的作品前来展出，可谓琳琅满目。大会期间，全国各地茶商茶友，因为茶的聚会相聚在一起，并将有各类茶文化的展品和作品展出。版面有限，这里选取了少量作品

来作介绍，展会期间将会有更多丰富多样的展品呈现。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茶厂

香。这款茶条索紧结尚显毫，发酵程度适中，槟榔香浓郁显陈香，香气浓郁，滋味醇厚，口感纯

正、回甘明显，汤色红浓明亮，杯底留香，茶韵悠长。延续以往槟榔香系列风格，整体口感却更

醇，此批茶香气以槟榔香为主，融入陈香，使滋味香气更丰富，涩味稍轻。无论是入门茶友或老

茶友，都是体验梧州茶厂槟榔香六堡茶的良好选择。

请莅临：G115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茶厂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白瓷手绘鎏金茶具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台湾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150ml

特色：台湾黑彩窑彩绘陶瓷艺术已有数十

年历史，其作品享誉国际，近年更将鎏金技

术配以中国古老手绘陶艺，辅以釉药，大胆

用色，并以1280摄氏度高温烧制成作品。

石家庄轩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自创立以来始终秉持“一句承诺，不负所托”，致力于发扬中国文化与陶瓷彩绘为最大目标。完

全纯手工制胚、纯手绘纹饰的理念，并采用多种制瓷工艺于一身，工艺繁缛，奢华极致，工不厌

其烦。创意格调高雅，构图布局大方，线条流畅遒劲，色彩明快协调，画风清新秀美，作品雅俗并

赏。

请莅临：J109石家庄轩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葛玄绿茶·云锦杜鹃

类目：绿茶

原料产地：浙江

年份/批次：2019年

规格：125gX2

特色：云锦杜鹃茶叶产自天台山主峰九重

华顶山之巅，山上有东汉末年高道葛玄手

植茶园，曰“葛仙茗圃”，常年云雾缭绕，

杜鹃林、松树林相间于茶园中。优越的气

浙江华顶茶业有限公司

候，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云锦杜鹃茶叶独特的高山韵味。山上气温低，茶叶生长缓慢，茶多酚、氨

基酸等营养物质积累时间长，含量高。幼嫩茶菁，壮硕饱满，条索匀齐紧结，节间短，颜色绿，精

选一芽一叶初展至一芽两叶初展。茶汤纯净，闻一闻，清香淡雅；品一口，顺口回甘。天然的纯正

香甜，喉韵无穷，杯底余香缠绕。

请莅临：F212浙江华顶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菱花提梁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江苏宜兴

年份/批次：2014年

规格：1500cc

特色：“野池水满连秋堤，菱花结实蒲叶

齐”。此壶选用优质紫砂矿料，通体作菱花

式，属于紫砂壶类型中的筋纹器。壶盖、壶

身、提梁的线条处理十分流畅而自然，壶盖

江苏陶都古城文化有限公司

的钮和提梁相辉呼应，浑然一体；壶身丰硕饱满有张力，十二根筋线从壶盖到壶底，凹线与凸面

气韵生动，组织和谐；提梁壶把与壶身比例完美，充满了力量和阳刚之气，彰显一种协调之美；壶

嘴也是菱花式，六个花瓣，线条制作极其到位；壶底三足鼎立，使整个壶身显得挺拔美观。筋纹

加提梁，完美的作品实不可多得。

请莅临：H216江苏陶都古城文化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中国好白茶

类目：白茶

原料产地：云南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500g

特色：该茶选用上百年树龄的云南大

叶种群体种优质鲜叶为原料，采用“中

国好白茶”六道十八法（发明专利申请

号：201711280368.8），克服云南大叶种在

天津津门茶文化中心

白茶制作工艺上的各种加工困难，由津门茶中心研制，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勐海县

云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推广的一款云南古树白茶新产品。与传统白茶相比，汤色干净透亮，滋味

的鲜爽度、醇厚度更加饱满，迷人的花果香更加持久浓郁，汤水细腻，适合于长期贮存。通过对

比试验发现，贮存两年的同级别白茶中，该产品的感官审评得分最高。

请莅临：G216津门茶中心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建水紫陶——田记柴烧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云南建水县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280ml

特色：建水紫陶烧制技艺自成一脉，淘泥

十二錬，成型七十二技，冶陶二十四法，共

计一百零八道工序被誉为业内最复杂的制

陶技艺，一代代口传心授，使得建水紫陶窑

天津九璞陶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火不息，传承至今。从设计到烧制，无不精益求精，是情怀所致，更是对传统紫陶技艺的呈现与

礼赞。从最初的十一件套再到如今的单品系列，一切只为传达着茶之本真。泥：无砂陈腐传统制

泥技艺。作：建水陶全手工制陶技艺。烧：建水陶高温烧制技艺。赏：无开壶开杯之繁琐，直接赏

用。

请莅临：M203天津九璞陶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萬林號生晒小青柑普洱茶

类目：柑普茶

原料产地：广东新会

年份/批次：2017年

规格：500g

特色：阳光沐浴场，陈皮与柑普的天赐良

地。阳光温暖陈皮，同时地面湿气也在冷

却陈皮，形成一种良性的呼吸状态。专人管

理让陈皮吸收天与地的精华恰到好处，不

江门市新会区万林柑普茶有限公司

会导致晒而烈焦、阴而生湿，阴阳调和才能晒出好陈皮。该茶口感醇厚顺滑，香气细腻迷人，生

晒的小青柑让柑皮上的油包从制茶的过程中便完美发挥。让每一泡的茶汤滋味香，每一泡的口

感回味醇浓。香气幽雅平稳，饮后颚间留香，滋味细腻甜润、醇厚柔顺、让人悦心娱目。是一款

口感辨识度较高的小青柑。

请莅临：M100江门市新会区万林柑普茶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藏福茶叶罐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江苏宜兴

年份/批次：2019年

特色：原矿紫砂与纯天然植物漆结合，紫砂

上漆的工艺包括打底，刮面漆，磨砂皮，最

后连续多次擦漆，每上一次漆，晾干后砂纸

打磨一次，然后再上漆，再打磨，每一层需

要大约三天或者更多天来风干，这样反复

宜兴市陶外紫砂有限公司

十几次，在此过程中，漆器要多次被送入荫房，因在一定的湿度和温度下，漆膜方能干透，一套

漆器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全套的工序。在此基础上，手工填漆、螺钿、点螺、使用

大漆、贝壳、鸡蛋壳、海螺钿在漆层作画，使之更加丰富，美观。

请莅临：F200宜兴市陶外紫砂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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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天津茶博会唯一指定纪念茶：

勐海布朗寨茶业“布朗味”熟普
2019天津茶博会唯一指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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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武展览更多资讯扫一扫 

请关注微信服务号“广州茶博会”

或搜索微信号“teaexpo-cn”

益武展览更多资讯扫一扫

请关注微信订阅号“益武茶博会”

或搜索微信号“yw_teaexpo”

买家增长23% 凸显最具市场化展会魅力   2019春季广州茶博会完美收官（上接第1版）

勐海布朗寨茶业有限公司的“布朗味”

普洱茶（熟茶）荣获2019天津梅江茶业及茶

文化博览会唯一指定纪念茶称号。

勐海布朗寨茶业有限公司是集云南2000

多亩茶园基地，30多亩标准的现代化厂区，

拥有专业的品鉴制茶师团队，以广州品牌运

营中心为核心服务，是一个独具专注性，新

起点，集研发、生产、市场服务于一体化的

普洱茶特色企业。

“布朗味”原料精选于云南勐海县布

朗高山生态茶区的古树春茶。布朗山山高雾

重，种茶历史悠久，拥有茶树数目多、历史

更美更时尚：品牌企业更注重形象展示
美到爆！

无论是雨林古茶坊的大象，还是中吉号的孔雀，以及大益、宫明、下关、巅

茶、勐库戎氏、云南白药天颐茶品、老同志、中茶、八角亭、鸿鑫隆、泓达堂、东

和、澜沧古茶、百福藏仓、陈升号、六大茶山、岁月知味、八方茶园、圣和、正

皓、勐乐山、十二块田、白沙溪、茂圣、雾雨深、广福心道、八百秀才、广云双

宝、侨宝、宋凰、阡陌、聚宝龙……这些茶业界耳熟能详的品牌，都更显出青春时

尚的气息。整个6大展馆里，每个企业，都各具特色，可谓是一步一景，处处是美。

本届展会，企业不仅更加注重形象展示，企业的产品也更加时尚，推出更多符合年

轻人的口味的新产品。这几乎是所有到过展会现场的茶友最深刻的印象。 

更高端大气：茶空间设计大赛全面升级 
『君子四雅』决赛十佳作品展示区可谓惊艳全场。这是整个展会最吸引人的打

卡点之一，前来参观的茶友热情高涨，多到需要维持秩序。

步入第五届的『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全面升级，今年还举办了花艺大

赛。本届茶空间设计大赛暨花艺大赛的颁奖典礼暨主题论坛上，星光熠熠，艺术

家、设计师、企业家近400人汇聚一堂，规模倍增，从规模到档次实现了全面升级。

更广泛深入：无界茶会跨界传播茶文化
作为茶文化传播的最佳平台，广州茶博会持续深入的将茶文化传播到更多的行

业，更广泛的领域，展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界人士前来品茗交流。

展会期间，大会品牌活动无界茶会本届数量创历史新高，比往届增长了70%以

上，参与人数倍增。在开展前，5月18日，海珠琶洲“乐善行”公益徒步活动，也为

茶博会成功进行了预热，吸引了更多爱好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参观茶博会，将茶文

化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之中。

 完美开局：益武茶展，值得参与
2019春季广州茶博会圆满落幕，这是益武展览茶博会2019年的完美开局。正如

大会承办单位、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卫红在开幕致辞所言：广州作

为中国发展的排头兵，作为中国开放前沿、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经济发展

一直备受瞩目。琶洲地区会展业的发展持续升温，作为茶博会来说，十多年来，展

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势头良好，展会能走的这么快，走的这么稳，这些都离不开

各级领导的正确引导，离不开各界人士的关心与支持，为展会搭建了很好的营商环

境，让展会可以健康持续发展。

接下来，2019天津梅江茶业及茶文化博览会将于6月21-24日在天津梅江会展中

心举行。年度行业盛会，2019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将于11月21-25日继续在

广交会展馆C区举行。年度收官之作，12月5-8日，益武展览将在广东珠海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2019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茶业博览会。精益求精的益武展览将不断为中国茶

业健康发展尽绵薄之力。

长、面积大、茶树个体年龄相对大、保留较完整的古茶园，高海拔云雾山间的布

朗山茶区，土壤肥沃，富含有机质，茶叶品质优良，茶质肥嫩柔软，白毫丰富，

茶香浓郁。经成熟稳定的发酵工艺制作而成，独具布朗山茶特有的茶质。

其采用16年发酵原料压制成饼，茶饼压制松紧适度，条索紧细金毫多，“布

朗味”揭示着内质的丰富，汤色红浓明亮，茶汤纯净无杂味，口感表现为清甜又

不失浓稠，滋味纯正沉实，具备较好的浓、稠、滑度，独特的纯正香气，甜香中

带有微类花香，始终贯穿于冲泡品饮过程中，现饮口感令人回味留恋。是布朗山

典型风味，布朗寨代表性产品。

请莅临Q115勐海布朗寨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品鉴。

大会唯一指定白茶

福建省冠众山农业有限公司

大会唯一指定茶具

北京金虎堂贸易有限公司

大会唯一指定用水

天津海峡正兴隆茶业经营部

大会唯一指定纪念茶

勐海布朗寨茶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