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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空间设计10佳作品  珠海茶博会现场呈现 
东方美学生活图景(详见第4版）

美丽珠海 茶约9月
珠海茶博会9月10-13日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浪漫而美丽的珠海，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8月5日下午，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简称珠海茶博会）新闻发布会在珠

海粤财皇冠假日酒店4楼大宴会厅举行。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姚静波，珠海市商务

局副局长王伟，广州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黄波，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邵巍，珠海市

会展旅游业协会会长吕营，新会陈皮协会常务副会长林钰杭，珠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周永燊，珠海音乐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黄华欢，珠海市厨师协会会长涂雪容，华发会

展公关推广部总监温黛默，珠海茶业商会会长詹木德，珠海香山茶多FUN茶友会会长

高平，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卫红、董事总经理李广韬，珠海益武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总经理何瑞文等领导和嘉宾，相关协会负责人，部分参展企业代表，新闻媒

体的记者等100余人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广州茶文化促进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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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的2020珠海茶博会，将于9月10-13日，

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规模预计1.5万平方米，展品囊括各类新老普洱茶，六堡

茶，黑茶，单丛茶，红茶，绿茶，白茶，柑普茶，陈皮茶等六大茶类众多品种，还有紫砂

壶、银壶、铁壶及景德镇的瓷器、建水紫陶等精品茶具，还有茶服饰、茶包装、茶食品及

茶空间用品等，满足各类茶友对茶叶及茶周边产品的需求。

本届展会得到了各品牌企业的大力支持，新闻发布会现场举行了2020中国（珠海）

国际茶业博览会唯一指定产品签约仪式。大会唯一指定纪念茶广东龙灿茶业有限公

司，大会唯一指定白茶福建泰美茶业有限公司，大会唯一指定绿茶贵台红制茶科技有

限公司，大会唯一指定用水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等分别与组委会签约。

各产茶区非常重视大湾区市场，纷纷组团参展，广东清远、江西浮梁首次组织了

阵容强大的参展团，推介当地的特色产业，比如：清远将推介英德红茶、连州白茶、石

潭蒲坑果合茶等名茶，浮梁组团瓷茶一体亮丽登场，将于展会期间举办一系列推介和

交流品鉴活动。

集中力量积极筹展

本届展会活动非常丰富，无论是活动规格、品质，还是活动数量，都远超前两届。

继2019珠海茶博会成功举办广东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之后，本届将继续举行广

东“问山杯”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颁奖典礼。广东“问山杯”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

是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系列赛事之一，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主任是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规格很高，分量很重。广东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于6月3-5日举行

了选拔赛，总决赛将于8月9-13日在广州国茶荟举办，颁奖典礼将在珠海茶博会举行，获

奖选手还将进行汇报表演。

第六届『君子四雅|六合舂容』茶空间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论坛。7月30日，本届『君

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完成了初评，珠海茶博会期间将举行决赛及现场展示。这项赛

事创办于2015年，是每年春季广州茶博会最重头的活动，今年移师珠海，进入决赛的十

佳作品将在珠海茶博会现场实景展示茶空间，为茶友带来美轮美奂的东方美学生活体

验。

经贸文化活动丰富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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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珠海茶博会唯一指定用水：
农夫山泉天然饮用水

    经大会组委会精心挑选，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的“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以

其优异的品质荣获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唯一指定用水称号。

  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选取天然的优质水源，仅对原水做必要的处理，水中含有

钾、钠、钙、镁、偏硅酸等人体所需矿物元素，PH值为7.3±0.5呈天然弱碱性，

适于人体长期饮用。

   多年来，农夫山泉坚持“天然、健康”的品牌理念，贯彻“我们不生产水，我

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的口号。从不使用城市自来水生产瓶装饮用水，也从不在

饮用水中添加任何人工矿物质，每一滴农夫山泉都有其源头。同时为了保障持续大

量的优质天然水供应，农夫山泉以其优异的战略眼光，前瞻性地在中国布局了十大

稀缺的优质天然水源，奠定了为消费者提供长期天然健康服务的基础和能力，形成

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中国饮料20强之一，是在中国市场上同

时具备规模性、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的饮料龙头企业。农夫山泉拥有领先的装备水

平、制造能力、强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和严格的质量保障体系。农夫山泉拥有世界

先进的饮用水生产线，和达到Log6无菌标准的高速无菌灌装设备，在主要的三大

水源地均具备低能耗、高效率的铁路直运能力，已经建立起涵盖原料、研发、制

造、销售通路的闭环产品质量保障体系。 

请莅临C1920珠海市横琴海源兴饮水销售部展位品鉴。

2020珠海茶博会唯一指定白茶：
福鼎白茶泰美茶镇“花果甜香贡眉茶”

  福建泰美茶业有限公司的“花果甜香贡眉茶”凭借其优良的品质获得大会组委会

的认可，荣获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唯一指定白茶称号。

   福建泰美茶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以乡村振兴为主线，以福鼎白茶为主题，

涵盖茶园种植、白茶制作、茶旅康养、茶文化推广、茶销售服务的茶界全产业链企业。公司

在严格实施福鼎白茶国家标准。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制定的有关准则和技术规范，公司从茶树栽培、绿色防控、基地建设、鲜叶处理、生产

制作、感官审评、贮存技术、冲泡品鉴等全方位实施标准化管理。在实施标准化的基础

上，大力推动创新发展。生产上向工业化、自动化和规模化迈进，技术上传承自然萎凋、加

温萎凋和复合萎凋传统工艺，创新微发酵和轻揉捻新技术，管理上率先引进ERP信息化系

统，产品推广上实行一品一码及可追溯体系。

  贡眉在福鼎白茶家族里，是一个珍贵而且独特的存在。福鼎白茶家族有四个品类:白毫

银针，白牡丹，寿眉和贡眉。贡眉的原料与其他三类不同，它的原料是福鼎菜茶，是福鼎大

白茶和大毫茶的母种，栽培历史上千年，是茶叶史上的基因库。目前全福鼎土茶栽种面积

只有三万亩，占福鼎茶园总面积不足10%。泰美茶业拥有千亩土茶茶园。贡眉滋味独特。由

于泰美土茶树龄老，土茶生长周期长，发芽慢，采摘晚，内含物质如茶多糖，氨基酸，果胶

类物质丰富，形成了与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不同的香气和滋味特点，甜爽度高，回甘明

显，并且有天然花果甜香。贡眉的保健功效明显，对降血糖，血脂和血压有良好功效。

请莅临C1012福建泰美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品鉴。

2020珠海茶博会唯一指定纪念茶：
龙灿茶业创立110周年纪念茶

2020珠海茶博会唯一指定绿茶：
都匀毛尖贵台红“在水一方”

   经大会组委会精心挑选，贵州贵台红制茶科技有限公司的“在水一方”以其优

异的品质得到组委会的一致认可荣获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唯一指定

绿茶称号。

   此款茶品产自都匀毛尖核心产区“螺丝壳景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云雾

缭绕，土壤肥沃，在峡谷溪涧有苍翠欲滴的常绿针叶与阔叶乔木形成天然屏障，

使茶树生长健壮，持嫩期长。

   干茶条索紧结纤细卷曲形如螺、满披银毫，茶汤绿中透黄，清香、栗香，鲜爽

醇厚，回味甘甜，叶底绿中显黄。都匀毛尖除了味道好，还具有生津解渴、清心

明目、提神醒脑、去腻消食、抑制动脉粥样硬化、降脂减肥以及防癌、防治坏血

病和护御放射性元素等多种功效与作用。

   贵州贵台红制茶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贵州省都匀市。产业园开发面积16.6

万平方米，搭建集茶叶种植、科研、生产、商贸、行业服务和旅游休闲等综合型

项目的全套产业链。

   贵台红以“都匀毛尖”发源地和核心产区螺蛳壳茶树品种为茶青原料，春夏秋

三季采茶制茶，开发绿茶和红茶种品类，提供茶青综合利用率，同时以初制加工

为起点，开发生产“都匀毛尖系列产品”，形成“都匀毛尖”多茶类加工基地，

为消费者提供多价位、多品类、多风格的“都匀毛尖”优质茶品。

请莅临D1602贵州贵台红制茶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品鉴。

    经大会组委会精心挑选，龙灿茶业的“龙灿茶业创立110周年纪念茶”以其优异

的品质荣获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唯一指定纪念茶称号。

  “龙灿茶业创立一百一十周年纪念茶”作为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唯

一指定纪念茶，原料来源于云南勐库大雪山境内海拔1800米、树龄300年左右的高山

大叶种乔木古树，由师承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铁观音技艺非遗传承人”、第四

代掌门人王进吉先生精心拼配而成，王进吉先生自2002年深入云南研究普洱茶，在

多年制茶品饮实践中，深刻理解各大产区的茶品特性，所监制、拼配的茶品和谐、

饱满、相互促进，真正做到普洱茶“新茶好喝 老茶能藏”的出品要求，并以严谨细

致的态度监督从采摘到鲜叶保管、适度杀青、日光干燥等工艺流程，最终呈现出这

款能够充分展示龙灿茶业精湛的普洱茶工艺代表作品给广大茶友们，希望能以严谨

负责的匠人精神获得广大茶友们的认可，为参加珠海茶博会的广大茶友们提供良好

的参展品饮体验，为粤港澳大湾区茶行业的蓬勃发展奉献来自广东百年老字号的传

承力量。

  龙灿茶业创立于1910年，始于福建省安溪县文坪村，是一家集茶叶种植、制作、

销售和培训为一体的茶业公司，专注于销售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滇红等产品，

拥有“广东老字号”、“百年功勋企业”、“《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等称号，立志为天下茶友制好茶，让爱茶之人真正了解茶。

请莅临C1004广东龙灿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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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名称：云河茶·梦桥

茶类：普洱茶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勐海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357g/饼

特色：从勐海出发，16年梦归珠海，为纪念“港珠

勐海县云河茶厂

澳大桥”开放，云河茶厂匠心精制“云河茶·梦桥”普洱生茶纪念饼。以布朗山班章茶区之优

质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其饼周正圆润厚实，条索肥美；其茶汤色明亮，香高持久，滋味浓

厚，回甘生津悠长，包含着云河人的家国情怀，实乃纪念收藏之佳品。

请莅临：D1105勐海县云河茶厂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厚道百龄熟饼

茶类：普洱茶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勐海

年份/批次：2019年

规格：400g/饼

特色：厚道熟茶特别选用勐海高山茶区原生态

云南西双版纳番顺茶业有限公司

乔木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纯高，滋味醇厚，耐冲泡，具有回甘回甜之

特点。底子厚，首次推出百龄级别的熟茶，选用细嫩的百龄毛料。汤色厚，选料的细嫩让汤汁

释出更快，同时让茶汤更显浓郁，茶汤呈现出油感，深褐色的茶汤来回荡漾，汤色始终挂杯。

请莅临：C1612云南西双版纳番顺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异度陈香

茶类：普洱茶

原料产地：云南

年份/批次：2020年

规格：400g/饼

特色：异度陈香，原料取自无量山原始深林中的

云南新境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古老茶园。饼面黝黑，条索饱满清晰；叶底厚实、革质明显，弹性强、韧度高、边缘锯齿钝化；

汤色通透明亮、油润金黄，汤面总带“金圈”；芬芳馥郁，花蜜香明显；口感滑而不腻、清而不

凉，满口生津，回甘持久；苦不叮嘴，涩不挂舌，入口化开，茶气之足令茶人惊叹。

请莅临：C1007云南新境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珠海茶博会特色展品：品中外名茶，赏精美茶器

展品名称：老枞东方红

茶类：单丛茶

原料产地：广东潮州

年份/批次： 2020年

规格：80g/罐

特色：谢大军老枞东方红，产品中“一枝独秀”。

饶平县大军茶厂

产自凤凰核心产区“乌岽村李仔坪”，生长于高海拔、火山岩质的凤凰乌岽山上，常年云雾缭

绕、泉水供养，茶龄300多年，干体布满青苔。产品品种韵味独特纯净，如高山空气笼罩其中，高

度纯净盖于其他特性，可谓“无香胜有香”。推出市场多年，广受好评。

请莅临：C1008饶平县大军茶厂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七宝烧银掐丝茶酒具套装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珠海

年份/批次：2020年

 

特色：七宝烧银掐丝茶酒具套装，是中国传统的

珠海知福堂金银艺术品有限公司

银制品工艺的创新。它将银器工艺与掐丝珐琅工艺相结合，通过手工制作，高温烧结，形成色

彩鲜艳、搭配精美的茶酒具。这套产品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将酒具与茶具设计为合二为一。掐

丝珐琅源自波斯但在14世纪传入中国时就与我国已有金属制造工艺、镶嵌工艺完美融合。

 

请莅临：C1301珠海知福堂金银艺术品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栖峰云芽

茶类：白毫银针

原料产地：福建宁德福鼎

年份/批次：2018年

规格：75g/盒

特色：栖峰，寓意圆满幸福、家庭和睦，又为栖

福鼎市品茗香茶业有限公司

息、生长在峰峦之意。干茶形状似针，白毫密被，色白如银；一袋一泡，饮用卫生方便；冲泡简

单，落水生香毫韵十足；冲泡后芽头饱满、肥壮；毫香浓郁鲜爽纯正，茶汤中绒毫丰富，喝一口

满口回甘，毫味十足；茶汤杏黄、清透，叶底柔软肥嫩，鲜嫩光泽，韧性十足无破损。

请莅临：C1712福鼎市品茗香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金地万花珐琅彩套组 

类目：茶器

 

特色：金地万花珐琅彩瓷，亦称万花不落地，是

康宜馨艺（广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指器物以金彩打底，以粉彩绘制装饰并加以紧致的铺纹，将画面覆盖全器，即不露出瓷底和

花朵枝干，极画工艺，如同天女散花浮于空中，万花不落，盛世升平，蕴皇贵族贵气，含帝王奢

华，众花呈瑞，寓意美好。制作技艺奇绝，时代特色鲜明，至为珍罕，备受世界收藏推荐。

请莅临：C1407康宜馨艺（广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中华文化壶

类目：茶器

原料产地：江苏无锡宜兴

年份/批次：2020年

规格：800cc

特色：四方造型，方中蕴圆，浑厚有度，稳重刚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集品轩紫砂艺术馆

强，壶身用挑砂的方式，雕琢出古汉字碑帖以及汉代铜车的效果，充满了浓浓的汉风古韵。器

型气韵端庄大度，朴雅坚致，砂粒质感突出，粗犷豪放，力韵浑厚。作者从壶的形、神、气、态

这几方面去追寻，通过紫砂独特的材质，让造型本身的艺术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请莅临：D1912江苏省无锡市宜兴集品轩紫砂艺术馆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东方金美人·庆

茶类：红茶

原料产地：广东清远英德

年份/批次：2020年

规格：150g/盒

特色：东方金美人·庆属英红九号红茶，采摘自英

英德积庆里茶业有限公司

红九号茶树的一芽二叶，被确定为2019秋季红茶超级单品。其条索紧实肥壮，色泽乌润，显毫，

洁净匀齐；汤色橙黄明亮；香高持久，花果香明显；滋味鲜爽醇厚，回味甘甜；叶底均匀明亮，

润软有弹性。积庆里英红九号红茶荣获全国名优茶质量竞赛特等金奖等数十个奖项。

请莅临：C1311英德积庆里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融裕福陶

茶类：茶器

原料产地：云南建水

年份/批次：2020年

特色：《融裕福陶》是融裕文化联手建陶匠人，

珠海市融裕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在建水紫陶传统制作的基础上，注入独具魅力的原创风格，精心设计和打造的实用型紫陶品

牌。“福陶”即是把“五福临门”、送“福”得“福”等吉祥寓意的中国元素充分的融入到“陶”

文化当中，让天然、健康、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走进“百姓”家。

 

请莅临：C1505珠海市融裕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展位参观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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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空间设计10佳作品  珠海茶博会现场呈现  东方美学生活图景（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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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香、品茗、插花、挂画，被古人奉为四雅事，即透

过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品味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提

升至艺术境界，衔接有度，落地有声，尽显“舂容”之美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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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六届『君子四雅』茶

空间设计大赛，秉承着“传统”、“尚雅”、“茶乐”、“和

谐”的办赛理念，本次大赛倡导设计师以多维度的空间

茶博会助力珠海茶业市场升温美丽珠海 茶约9月（上接1版）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珠海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复工复产稳步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和加快恢复态势。其中，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和推出会

展扶持政策是珠海推动经济有序复苏的重要举措。适时举办茶博会，有利于珠海茶业

消费，有利于大湾区业界交流与融合，有利于珠海经济加速复苏。

9月10-13日，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一场大湾区茶友的聚会，一场茶业贸易的盛会，一

场文化交流的盛会，即将举行，敬请期待。

   『媒眼看国茶』论坛·大湾区专场。本届珠海茶博会将继续举办“『媒眼看国茶』·大

湾区专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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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份以来，大会组委会在珠海、中山、广州等大湾区组织了11场益武无界茶会·湾区

共茗专场，各界爱茶人聚集一堂，品茶的同时，传播茶文化。9月10-13日的展会现场也将

举行多场无界茶会，爱茶人士将汇聚于此，品茗交流。

融合的设计手段，为品茶者营造一个气定神宁的饮茶

环境。

大赛以“六合舂容”为主题，寓意明朗，内涵丰

富，在全民战“疫”时期，发出正能量的鼓舞，体现广

大群众对身心健康、思想健康、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的

健康的热切追求，既铿锵有力，又举重若轻。“六合”

凸显赛事举办第六届，有吉祥寓意之意。

本届大赛，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委员会副主

任赵健担任评委主任、广州市文史馆原副馆长卢延

光、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曹雪、广州

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原院长杨岩、国际易学联

合会易学与企业创新专业委员会会长杨洺、广州海珠

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区志明等业内大咖担任

评委。

赛事由图稿初评、网络评选、展会现场实景决赛

构成，初评作品严格按照3D效果图、平面图现场专业

资深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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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初评已决出十佳作

品，入围决赛圈。

评委一致认为：本届入围作品，有重视茶空间趣味

性，利用材料线条比较清晰手段营造空间的，也有利用

冷暖相结合营造出一种宁静的晚上品茶气氛的，还有

通过纺织品的长成跟茶空间的结合，凸显茶文化的一个

广义概念的，在现代与古典美学的再度“舂容”，为热爱

茶文化的你带来美轮美奂的观感体验。

本届茶空间大赛从3月8日开始征集，由于疫情影响

原定于2020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取消，移

师至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展会期间大赛

将举行颁奖典礼暨论坛。大赛评委、参赛作者、空间设

计师、行业企业等茶美学生活爱好者将齐聚于此，面对

面交流。

东方美学生活图景，茶空间

设计10佳作品现场呈现，毫无疑

问，这个区域将成为本届展会的茶

友们必去的打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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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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9日

地点：广州·琶洲·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Tea 
Industry 

Innovation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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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展联系：

益武展览茶博会 官方新媒体方阵（扫一扫 关注）

服务号-益武茶博会 订阅号-益武茶博会Teaexpo

抖音-益武茶博会 抖音-逗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