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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茶业的新机遇 珠海茶博会9月10-13日举行

因为新冠疫情，2020年上半年，茶友难觅品茶良机。
炎热的夏天之后，9月到珠海，约茶！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简称珠海茶博会），将于9月10-13日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有序筹备
本届展会规模15，000平方米。活动方面，正有序筹备之中，2020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
博览会因疫情取消，展会的品牌活动，第六届『君子四雅|六合舂容』茶空间设计大赛将移师珠海
茶博会举办。『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于2015年创办，在业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美轮美奂的
茶空间设计作品成为茶友必到的打卡点。
『媒眼看国茶』·大湾区专场茶会，秉承2019珠海茶博会首次成功举办的成功经验，将继续
举办，届时，粤港澳地区多家媒体将汇聚珠海，媒体人将为大湾区茶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2019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福今杯”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是珠海历史上
首次举行的全省茶行业赛事，成功举办首届之后，2020第二届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广东茶艺
技师职业技能竞赛也将在珠海举行颁奖典礼。
多场益武无界茶会将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各界茶友，在展会现场品茗交流。

珠海会展业助力经济飞速发展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已成为珠海乃至大湾区城市群的一
张知名场馆名片，在链接港澳高端创新资源，推动国际化纵深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9年，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委托第三方调研机构——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年举办
的各项展会活动进行调研评估，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现，2018年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累
计贡献经济效益高达47.1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收入4.02亿元，间接经济收入43.08亿元，经济拉动系
数达1：10.7，不仅超过国际公认的“1：9”经济拉动系数，对珠海及周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助力也很
显著。而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作为珠海规模最大的消费展，将为珠海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发
展提供助力。

会展新名片
茶友或许还记得，去年12月5-8日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2019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
会的盛况，展会火爆程度超过预期，4天展会，入场观众大幅增长，其中安检门入场同比上届增长
33.3%，电子售票更是同比暴涨288%。爱茶的大湾区茶友纷至沓来，点燃了珠海茶市的激情。
珠海，这个曾经诞生了“中国近代茶王”徐润的地方，在中国茶业贸易历史上曾有着特殊的地
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珠海进入高速发展期。在这个疫情肆虐的2020年，珠海茶博会有望
成为珠海会展业的一张新名片。
珠海茶博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期待。

第六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移师珠海茶博会举行
单位参与角逐决赛席位，评委老师也将根据入围决赛的十件优秀企业作品的实景搭建效果评定出
相应奖项（最佳设计奖1名、最佳概念奖3名、最具市场潜力奖6名）；专业院校作品则由评委根据初
评结果分别选出一、二、三等奖各1名及最具潜力设计奖7名，所有学生参赛作品将一一展示在作品
墙（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展馆内）。另外，为增强参赛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赛事组委会将通过“益武
茶博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网络展示的形式，组织茶博会及行业观众对进入决赛的10件企业组作品
以及排名前10名的院校组优秀作品进行投票，两个组别网投票数最高的作品可分别获得“网络人气
奖（企业组、院校组）”。
一壶一杯一盏，清香四溢；一包一盒一罐，赏心悦目；一桌一椅一橱，恰如其分。东方现代美学
生活图景将首度在与澳门交相辉映，坐拥优美迷人海滨环境的珠海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呈现。
2020年珠海茶博会期间（9月10-13日）将举行第六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
论坛。茶博会组委会领导、大赛评委、参赛作者、企业代表、大众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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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香、品茗、插花、挂画，被古人奉为四雅事。不知不觉，
『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已陪
伴我们走过了五年，前五届赛事共产生了54个奖项，其中5个金奖，15个银奖，30个铜奖，另有网络
人气奖4个。回顾五年历程，美不胜收，星光熠熠。
2020春季广州茶博会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因疫情取消，年度品牌活动——第六届『君子四雅
|六合舂容』茶空间设计大赛将移至9月珠海茶博会举办，这不仅是珠海的新机遇，也是大湾区茶
业发展的新机遇。本届大赛由2020中国（珠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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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以“六合舂容”为主题，倡导设计师融合琴棋书画、焚香插花、器具服饰、包
装设计等元素，在一个20㎡（4m深×5m阔×3m高）的展位打造一个或交流会友、或品饮体验、或
陈列售卖，兼备实用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的茶空间。
赛事由图稿初评、网络评选、展会现场实景决赛构成，分为企业组和院校组。来自设计公
司、广告公司、装饰工程公司、茶行业企业、茶文化会馆及机构，独立设计师及文化团队等数十个

☆报名方式：
第一步：益武茶博会官方网站获取报名表（官网
地址http://www.teaexpo.cn/）；
第二步：发送完整报名表、上传作品到大赛组委
会官方邮箱jzsyckj@sohu.com。
注:作品申报材料应包含①电子设计稿：设计平
面图、三个角度的3D效果图（JPG格式，每张图片像素
不超过5M），②报名表（word文档，含不超过500字的
设计说明）。

预约报名参加论坛

2020天津茶博会11月12-15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

(详见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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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精英的茶会：『媒眼看国茶』·大湾区专场
2020 珠海茶博会将继续举办『媒眼看国茶』·大湾区专场。
『媒眼看国茶』论坛是有“全球茶业第一展”之称的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的
重点品牌活动，创办于 2014 年，每年在广州茶博会上举行，论坛内容主要是权威媒体人
盘点中国茶业年度十大新闻事件，论坛围绕茶行业新闻大事件展开。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大背景下，广州茶博会承办单位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于 2018 年创办了中国
（珠海）
国际茶业博览会，
展会正打造成为珠海会展业的一张新名片，
助推大湾区茶文化茶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益武展览于 2019 年 12 月首次将『媒眼看国茶』
论坛品牌移植到珠海，举办“『媒眼看国茶』·大湾区专场”，让更多的关注茶行业的媒
体人汇聚一起，盘点、交流中国茶业年度大事，探讨大湾区茶业的现状与未来趋势，从而
进一步助推大湾区茶产业、茶文化的健康发展。
本届珠海茶博会，
『媒眼看国茶』·大湾区专场，将汇聚粤港澳地区数十家主流媒体
及茶行业媒体精英，探讨大湾区茶业发展及茶文化传播。
（冯广博 张豪怡 / 文 图片为上届『媒眼看国茶』·大湾区专场现场）

2020广东省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颁奖典礼将在珠海茶博会举行
继首届广东省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在 2019 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圆满举行
之后，第二届广东省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颁奖典礼将在 2020 中国（珠海）国际茶业
博览会举行。

是首次。茶艺技师大赛选拔的是优秀的茶艺管理人才，要求茶艺技师除了必须掌握专业
知识、茶艺表演以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这正是当前茶行业和企业发展急需的
实用型高技能管理人才。
2019 茶艺技师级大赛从筹划到总决
赛历经半年多时间。总决赛从 12 月 4 至 7
日在珠海圆满完成。82 名进入总决赛的
选手经过严格的“理论考试”
、
“自创茶艺”
考核，结合“综合能力”考核的激烈竞技
角逐，共有 57人通过了本次竞赛的考核。
经组委会综合各位选手的理论、技能总
得分，最终排出获奖名次。共决出金奖 6
个、银奖 14 个、铜奖 19 个、优胜奖 18 个。
12 月 8 日上午，首届广东省茶艺技师职业
技能竞赛颁奖典礼暨金奖选手汇报表演
在 2019 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隆重

广东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是经广东省人社厅批准，并列入 2019 年度工作计划的
省级一类竞赛项目；首届广东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是在历经十四年广东省高级茶艺师
（三级）职业技能大赛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拓展的一项新的竞赛项目，在全国范围内也

举行，竞赛取得了巨大成功。
日前，第二届 2020 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广东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正在积极筹备
之中。
（图片为首届广东省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现场）

益武无界茶会·湾区共茗：穗珠茶友共叙新发展

业有专攻，
茶本无界，
『益武无界茶会』
是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策划的茶会活动。
活动通过品茶交流，以茶会友的方式邀请来自各行业、各界别、各协会的精英及爱茶人
士来共享茶话。
轻松简单的茶会氛围，
让各界别的精英爱茶人士因茶而相聚，
因茶而共鸣，
停下来喝一杯茶，静下来享一段闲适，能够与众多业者畅谈交流，孕育新灵感。
当前针对疫情后各行业的逐步复苏，2020 年珠海茶博会各项事宜正在有条不紊筹备
中。珠海茶博会组委会特联动珠海各界同仁举办一系列茶事活动，旨在助推业界交流与
发展，进一步助推珠海与广州两地茶界互动与发展。
5 月15 日下午，益武公司 2020 年在珠海举办的第一场茶会在斗门八马茶业拉开序幕。
珠海音乐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黄华欢、渔风艺术团团长刘容根、珠海柏联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洋、百年木仓经理刘兰萍、益宏商行经理林杰东、八马茶业部长卢敏华、詹博士
部长吴美玉、益友商行经理黄韵强、挚诚茶庄经理黄炎文、光大旅行社经理谭明、紫鹃
茶庄经理何学恩、资深茶友茶友高悦强、荣 9 共享空间经理雷荣、珠海市荣昌疏浚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健荣、珠海市点睛装饰经理朱思霞等茶业人士和资深茶友共聚一堂，
品茶言欢。
茶会上各位嘉宾也向益武公司代表们了解了很多珠海茶博会的具体情况，认为这对
珠海茶文化推广有重要意义，对于茶博会的茶空间设计大赛、茶艺师技能竞赛、无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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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主题活动也都很感兴趣，期待 9 月茶博会现场再聚首。
自 2014 年 10 月以来，
『益武无界茶会』已在全国各地举办数百场，从生活、工作、
爱好、
学习方方面面分享茶的感悟与体验。
益武无界茶会自2016 年开始在茶博会期间举办，
先后走进澳门、
天津、
广州、
珠海等城市，
得到众多参会参展茶友的好评和喜爱。
『益武无界茶会』通过茶会的形式将来自大江南
北、海内外不同文化、不同地区、不同风俗、不同特色的爱茶人士聚集一起。用一杯茶的
时间让昔日忙碌的身影停下来听一段古曲，得一份宁静。也让悠久的茶文化能够丝丝缕
缕的走到老百姓的生活中，为每一位茶友的生活添一份乐趣，为茶文化的推广献一份薄
力。
茶会融合多种文化元素，推动茶文化的深入，同时也吸引更多的好茶爱茶之人加入
到传播中国茶文化的行列中来。会同业英才，品见闻识悟，无界茶会用一杯茶的时间，真
正把“美好生活从一杯茶开始”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爱茶精英人士。
2020 珠海茶博会，将于 9 月 10-13 日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规模 15，000 平方米。
届时将有多式多样茶文化呈现，欢迎约茶！

『益武无界茶会』可预约报名！
目前组委会计划在 2020 珠海茶博会举办前，在珠海及周边的粤港澳大湾区举办多场
『益武无界茶会』，让各界同仁能够在这行业逐步复苏的阶段，能够在品味一壶好茶之
余还能共同商讨应对当前珠海 情形的措施，助力珠海各行业的复苏。
用一杯茶的时间让昔日忙碌的身影停下来听一段古曲，得一份宁静，为每一位茶友
的生活添一份乐趣，为茶文化的推广献一份薄力。

有意举办茶会的各界人士及想参与茶会的茶友，
欢迎与我们联系。
预约报名请添加微信并备注“茶会”，谢谢。

益武茶博会展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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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武无界茶会｜珠海茶博会专场
导语：2020年9月10-13日期间，在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现场，由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珠海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海珠茶促进会承办的益武无界茶会·珠海茶博会专场会
将有来自珠海当地各行业协会、组织单位嘉宾共同品茶交流，感受茶文化。以下是2019年12月5-8日期间，在2019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现场益武无界茶会·珠海茶博会专场的回顾。

珠海云山共一色

茗香大湾区

由广州市海珠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与珠海市民间文艺家协

珠海音乐文学研究会举办了《茗香大湾区》本土音乐文化

会的文艺家把盏品茗。广州市海珠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带来“宋

主题音乐茶会。由珠海市华艺渔风艺术团承担展演。展示了岭

代点茶”技艺表演，省非遗（广州咸水歌）项目传承人、海珠区

南特色的、被称之为国乐的广东音乐曲目《喜洋洋》；本土音

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谢棣英一曲咸水歌拉开了“好水好茶、好歌好舞”联谊交流的序幕。期间

乐曲乐弹唱《黄楊欢歌》；及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咸水歌研究会副主席黄华欢创作的《黄

广州市海珠区民协主席刘小玲、副主席赵艺明、谢棣英、何礼谦、曾昭鸿与会员一行，应邀到珠海

楊河畔吹清风》、
《斗门处处好风光》等；乐器小合奏《草原串烧》
《紫竹调》；客家山歌男女对唱《噢

市参加两地民间文艺家茶鉴会，开展乡土文艺交流与联谊活动，受到了珠海市民协的热烈欢迎。

嘿一声歌成河》等本土原创音乐节目为茶会增加、丰厚了文化的底蕴，给广大茶友和参观者一种全

活动表达两地共同的人文色彩，同声同气、同根同源的文化内涵。

新的享受，并成为本届茶博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曲韵·茶香大湾区
珠海音乐文学研究会举办了《曲韵·茶香大湾区》本土音乐
文化主题音乐茶会。由联欣艺术团承担展演。展示了国家级非
物资文化遗产客家音乐的广东汉乐曲牌《进酒》；古筝曲《渔

广珠澳企业交流会专场
广珠澳的企业家在此品茶交流，两道茶分别是自广福心道
的浩瀚和雨林古树茶的太极福茶。
第一道浩瀚为广福心道鼠年生肖饼，蕴含深厚传统文化寓

舟唱晚》；二胡演奏《豫北叙事曲》等精彩表演。联欣艺术团，是由一些喜爱广东汉乐的客家朋友

意，创意十足。精选 2015 年寿眉为底料，性价比极高，可饮可藏。茶饼匀整美观、芽叶清晰，色泽以

们自发组织，由杨家斌带领，以演奏广东汉乐曲牌为主，在珠海知名的音乐家吴家全的指导下，使

深褐、黄褐为主，些许白毫点缀其中。沸水开茶 5 秒，木质香初显。后续茶汤明亮，丰富多变；香气

传统的汉乐换发了生机。茶会把茶文化与本土音乐渗透结合，既宣传、传承、发展本土音乐文化，

甜美、纯粹，尾调果香明显，滋味纯和回甘。第二道茶是来自雨林古树茶的太极福茶，是一款拼配

同时为茶文化的传播增加了新元素，也让大家留下深刻记忆。

普洱生茶，它是荣获 2019 全国名优茶质量竞赛特等金奖的茶品，现场茶友品鉴后一致好评。

珠海市社会团体会长协会专场

珠海电台专场

来自珠海市社会团体会 长协 会的茶友品鉴了两道 荣 获

来自珠海电台的嘉宾和茶友品鉴来自勐海县云河茶厂提

2019 全国名优茶质量竞赛特等金奖的茶品，分别是来自雨林

供的两道茶云河茶和野生红茶。第一道茶云河茶原料产自布

古树茶的太极福茶和国畅的英德红茶。 第二道茶国畅英德红

朗山一芽两叶。自 2012 年开始发酵，于 2017 年成品，成品后以

茶，茶汤红橙透亮，香气明显。甜甜的茶汤滑落喉咙再进入胃，整个身体都暖暖的。在袅袅茶香中，

干仓存放，保证其品质的稳定提升。茶汤入口时，其滋味醇和，口感厚重，回味甘香，而成就这种独

大家谈到对茶的理解和感悟，会长协会的成员谈到：
“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泡茶水很重要，

特的口感。第二道茶是野生红茶，野生茶指在大自然中物种自然演化生成的茶树品种，它是人工驯

水选对了泡出来的茶会更香，茶汤更细腻。用一个下午的时光，在杯盏茶香中体味当下，感受一杯

化品种的始祖，是茶饮之源，主要集中在我国云南省的原始森林当中。野生茶的嫩叶无毛或少毛。

茶的芬芳。用一杯茶的美好帮助减压，感受茶的慢生活。

叶片革质肥厚，叶缘有稀钝齿、或全无锯齿，大家感受了野生茶的魅力。

珠海进出口商会专场

珠海紫砂文化艺术研究会专场

来自珠海进出口商会的嘉宾和茶友在此感受茶的魅力，现

自珠海紫砂文化艺术研究会的嘉宾和茶友们一起在此品

场分别品鉴了来自云南宫明茶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明巅星熟普

茶交流，了解紫砂的魅力。现场研究会资深壶友分享了与紫砂

和广州市初相坊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万象生普，这两款茶均在

结缘的故事。期间嘉宾围绕紫砂畅所欲言，对紫砂壶的使用和

2019 广州茶博会期间荣获 2019 全国名优茶质量竞赛特等金奖。期间，珠海市进出口商会专职常务

功能提出了许多疑惑和看法，有茶友讲到紫砂壶是具有艺术气质的实用品，既能适于生活，又能

副会长张美珍谈到，首次来到珠海茶博会眼前一亮，茶会明亮透明、简约的空间烘托出高雅、幽静

装饰生活，还能陶冶性情，可称为“气质工艺品”。嘉宾们就紫砂观其形，视其态，察其大势，析其体，

的氛围别具中国茶文化的特色，同珠海市进出口商会的同仁及企业家能够一起品茶交流，是一件

判其线，考其布局；观察比例是否协调均衡，需观察它明暗面的技法处理是否自然天成，需观察它

雅事，让商会可以跟珠海各企业家更好的实现跨界交流，更全面的学习茶文化。

空间与实体的虚实对比是否强烈有序等各方面来分享紫砂收藏心得。

珠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专场

北大珠海校友会专场

来自珠海青年企业家协会的茶友品鉴由广州世纪茗家茶

来自北大校友会的精英和爱茶人士相聚一堂，共同品茶交

叶有限公司的冬至柑和来自广州市初相坊贸易有限公司淳时

流，茶会两道是由广东丹霞天雄茶叶有限公司提供的丹霞岩

新派茶云南白茶，两款茶在 2019 广州茶博会期间荣获 2019 全

红 101 红茶和丹霞玉叶白茶。第一款丹霞岩红 101 红茶，采自

国名优茶质量竞赛特等金奖。第一道冬至柑作为柑普茶已是广东人的老朋友，因为柑普茶的皮是

丹霞岩红一号品种一芽一叶，外形条索紧结，金毫特显，汤色橙红透亮，细锐高长，兰花香。滋味

来自广东新会的陈皮，有止咳化痰的作用，与来自云南熟普相结合，相得益彰，具有加速新陈代谢、

醇厚香滑，有似果似蜜之甜韵。第二款丹霞玉叶白茶，外形毫心肥壮，白毫显露，芽叶连枝，自然舒

排毒、降血脂、减肥的作用。第二道白茶花香初显，滋味醇和，品后口腔清香持久。期间，年轻茶友

展，滋味鲜甜醇爽，九泡有余香，汤色杏黄明亮，叶底色润如意。校友们相聚在优雅舒缓的乐曲中，

们就关于中国茶类，品茶习惯，喝茶方式进行了轻松愉快的交流。

品茗丹霞茗茶的清醇与甘美同时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珠海评茶同学会专场
来自大川茶社评茶班同学一起喝茶交流，通过学习如何品

小月芽曲艺研习社专场
来自澳门的茶友们分享了由梧州茶厂提供茶的六堡茶。茶

鉴茶汤，感受了两道不同红茶的体验。茶会由张宇昕老师主持，

会中黄慧忻女士讲述了六堡茶的历史功效， 并分享了切身体

第一道茶是评茶班学员在英德茶山游学亲自制作的英红九号，

验。茶会第一道茶来自三鹤六堡茶经典款 07123，因为经过 10

并取名为“总结 2019 年”。茶会第二道茶为“展望未来”，这款茶选自湖南邵阳的原料，此茶最大

年陈化，并在 2007 年拿奖，取名为 07123，干仓储存，表里有金花，汤红浓亮，滋味醇厚，是三鹤六

的特点是只采春茶，
产量很少。
现场孙茂箐老师就两道茶一一做了点评，
提到同学们把学到的
“功力”

堡茶精湛的代表作。六堡茶，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具有消暑祛

都运用到制作中，茶叶出来的口感不负众望，能够扬长避短，把属于英九特有的甜醇发挥的淋漓尽

湿、明目清心、帮助消化、治水图不服的功效。茶会第二道茶三鹤 0818 六堡茶为梧州茶厂2009 年

致，品后学员们对这泡茶赞不绝口。

陈化的茶，地道六堡原料精制而成。该茶茶身紧结，茶汤甘醇，爽滑，显槟榔香。

珠海奔驰车友会与江门鹤山农商银行专场
来自珠海奔驰车友会和江门鹤山农商银行的嘉宾分别品
鉴了由广福心道提供的浩瀚和老爷说不将就叁伍株蛮砖生普。

珠海市会展旅游业协会专场
来自会展旅游业协会的精英人品鉴福今茶业的 2019 年珍
藏贡饼和 2019 年布朗金印。第一道茶珍藏贡饼，原料只选用

茶会期间，澳门前立法会委员、澳门付货人协会理事长廖玉麟

细嫩的芽头，均采自春天的勐海乔木大叶种茶树。香醇甘甜的

先生，作为中国历史的见证者，讲述了见证澳门回归重要时刻，并分享了澳门诸多往事。江门鹤山农

同时，带有几分难得的鲜嫩气息，丰富的内含物质，更加有利于后期的陈化。第二道茶布朗金印，干

商银行的黄永祥行长，向茶友们介绍了家乡江门特产新会陈皮，提到陈皮可用来治疗脾胃气滞，恶

茶外形带银毫的茶芽清晰可见，饼形饱满完整。细嗅干茶能感受到那幽幽的花香。茶一遇水，慢慢

心呕吐，食欲不振，咳嗽痰多，胸膈满闷，梅核气等，并讲述了当地人关于陈皮的各种食用习俗。

透出一种果蜜般的甜香来，让人不禁沉醉其中。福今的茶都是纯手工采摘和制作的，制茶经验丰
富的师傅，能通过与茶的交流，做出来的茶独特韵味是机器制茶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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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天津茶博会11月12-15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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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点燃了京津冀地区茶友的激情，助
推北方茶市升温。成功举办了2019京津冀茶文化推广贡献奖“清友奖”颁奖典礼，近
20场无界茶会，2019草木人嘉年华，品牌企业新品首秀发布会、推介会等等各种经贸
文化活动。上届的圆满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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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交流，助推北方茶市

备受业界关注的2020天津梅江茶业及茶文化博览会（简称天津茶博会）举办时
间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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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于6月25-28日举行，组委会
根据当前疫情现状，为维护参展商收益，方便采购商，确保展会效果，大会组委会
决定将展会延期至11月12-15日，在梅江会展中心举行。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2020天津茶博会，展览规模达20，000平方米，展品十分丰富，涵盖绿茶、红
茶、白茶、普洱、黑茶、六堡茶、乌龙茶、岩茶、单丛、黄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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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天津茶博会将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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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品牌从天津走向京津冀地区，走向北方市场。
2020天津茶博会活动将继续着眼于南北交流，着力于助推北方茶市，着力于京
津冀茶文化交流，着力于茶文化更加深入的传播。

强强联手，上届入场观众同比增长超过242%，展会更加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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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2-15日，天津梅江会展中心，约茶，约您！

一切为了健康！益武展览积极应对疫情调整上半年展会

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1993年创办，是中国第一批民营会展企业，是
中国最早获得全球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成员单位之一。益武展览创办的中国（广
州）国际茶业博览会被誉为茶业“风向标”。
疫情当前，益武展览率先垂范，积极应对疫情，共克时艰，对2020上半年益
武茶博会适时进行了调整。益武展览董事长胡卫红表示，益武展览一直重视品牌建
设，诚信为本，客户利益至上，一切为了健康，取消5月28-6月1日底举行的春季
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春季广州茶博会的重点活动，如：第六届『君子四
雅|六合舂容』茶空间设计大赛、2020第二届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广东茶艺技
师职业技能竞赛颁奖典礼等都将移至珠海举行；原定6月举办的天津茶博会将延期
至11月12-15日继续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2020年度巨献，从容筹备，2020中
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将于11月26-30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C区举行，同期还
将在南丰会展中心举行益武国际茶文化创新博览会。展会规模将达到100，000平方
米。这场被誉为全球茶业的“风向标”的年度茶业盛会，将一如既往成为业界关注
的焦点。益武茶博会，将继续引领行业健康发展。

更多资讯扫一扫
请关注微信服务号“益武茶博会”
或搜索微信号“teaexpo-cn”

招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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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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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2020年9月10-13日
地点：中国·珠海·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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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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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茶产业创新博览会
时间：2020年11月26-29日
地点：广州·琶洲·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