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9

总第58期

助力经济回暖 2020珠海茶博会闭幕

9月13日，为期4天的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简称珠海茶博会）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本届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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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茶业商会协办。

专业买家人数同比增长33% 湾区茶市逆市升温

设计奖由《云间》获得。
颁奖典礼后的论坛上，历届茶空间大赛评委之一，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

调研表明，今年全国茶叶销售有所下降，茶叶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
为推动茶叶市场流通与品牌推广，珠海茶博会组委会控制展会规模，展览面积1
万平方米，比去年规模缩小了三分之一，来自全国各地近100家品牌茶企参展。
4天展会，电子扫码入场观众同比增长36%，专业买家人数同比增长33%，其中澳
门买家数量占30%。展商表示，参展成效收获满满，符合预期，达到推广品牌的目的。

学院原副院长、硕导杨岩教授解读超级网红打卡点“广州超级文和友”现象的幕后故
事。
在茶博会现场设置了本次大赛入围优秀作品现场展示区，实景呈现东方现代美
学生活图景，美妙绝伦，成为茶友最喜爱的打卡点之一。

这表明，在全国大环境下，湾区茶业消费逆市升温。

名优茶产区政府高度重视湾区市场
媒体空前关注茶产业发展
作为今年珠海第一场消费展，展会得到了各大媒体的强烈关注。从6月18日起到展
会结束，各大主流媒体为助力湾区经济复苏，空前重视，倾力报道，助推茶产业的健
康发展。
在积极报道的同时，全国的主流媒体和茶行业媒体也积极参与展会活动。

湾区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名优茶产区。本次珠海茶博会，江西浮梁和广东清远分
别组织了强大的参展团，推介本地的优势茶产业。
2020中国茶产业创新大会是大会组委会和浮梁茶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疫情后
联合主办的第一个大型产业交流活动。展会期间，浮梁展团还组织外招商推广活动“
浮梁茶宴”。浮梁展团还组织了3场“湾区茶语”瓷茶品鉴会。

9月11日举行的『媒眼看国茶』大湾区专场，汇聚了中国网、中新社、澎湃新闻、羊

广东清远重视湾区核心城市，积极投身粤港澳湾区怀抱，组织参展团参加珠海茶

城晚报、南方日报、信息时报、南方都市报、珠海特区报、广州市广播电视台、珠海广

博会，组织了连州市南岭珍羞茶业有限公司、广东杰茗原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连

播电视台、珠海广播电台、珠海传媒集团、网易、新浪、香港商报、澳门日报、澳门商

南瑶族自治县瑶山特农发展有限公司、连南县八排瑶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芙蓉

报、澳门时报、澳门导报、澳门华侨报、澳门大众报等主流媒体，茶周刊、茶语网、茶

红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清城区五联茶园专业合作社、英德积庆里茶业有限公司、英

道新生活、三醉斋、
《普洱》杂志社、中国茶商、茶驼《茶业用品》、亚太全媒体、兴茶

德市怡品茗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英德市上茗轩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英德八百秀才茶业

传媒、茶讯茗边、
《茶道》杂志社、茶点西西网、天下茶友网、茶频道等茶行业媒体等

有限公司、英德市晟园茶叶有限公司、英德市嘉雁农业有限公司、广东德高信种植有

60多家媒体，在茶博会现场，共同探讨“一杯茶里看直播”，为茶产业、茶文化的传播

限公司、连州市绿品源农业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参展，清远市利用当地名优茶和茶旅

出谋划策。

资源，积极招商引资，为茶业经济发展办实事。清远茶旅资源丰富，展会期间，众多湾
区茶友对清远茶旅表达了浓厚的兴趣。清远企业结识了众多粤港澳客商，为以后的投

杨岩教授深度解读温情人文 城市记忆与沉浸式体验

入湾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下转第3版）

大会举办第六届『君子四雅|六合舂容』茶空间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论坛。最佳

媒体精英汇聚珠海 热议“一杯茶里看直播”（下转第2版）
9月11日，以“一杯茶里看直播”为主题的『媒眼看国茶』大湾区专场在2020中国（珠
海）国际茶业博览会现场举行。
来自中国网、中新社、澎湃新闻、广州市广播电视台、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信息时

等主流媒体，茶周刊、茶语网、茶道新生活、三醉斋、
《普洱》杂志社、中国茶商、茶驼《
茶业用品》、亚太全媒体、兴茶传媒、茶讯茗边、
《茶道》杂志社、茶点西西网、天下茶友
网、茶频道等茶行业媒体汇聚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共同探讨“一杯茶里看直播”。

报、南方都市报、珠海特区报、珠海广播电视台、珠海广播电台、珠海传媒集团、网易、

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卫红在致辞中感叹本次的聚会机会来之不

新浪、香港商报、澳门日报、澳门商报、澳门时报、澳门导报、澳门华侨报、澳门大众报

易，疫情让大家远离很久，却让心走得更近。疫情也让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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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活动

益武茶博会展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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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精英汇聚珠海 热议“一杯茶里看直播”（上接1版）
显著的变化就是短视频、直播的兴起。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积极应对。基于此，为了让更多媒体
人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我们邀请了众多媒体朋友，以“一杯茶里看直播”为主题，探讨当今传播方
式的深刻变革。希望各位媒体朋友畅所欲言，为大湾区茶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中国网资深编辑王长青，广州电视台竟赛频道副总监陈耀荣，分众传媒有限公司珠海公司总
经理刘飞，珠海香山茶多FUN茶友会会长高平，广东省期刊协会副会长林干，茶周刊主编赵光辉，
天下茶友网CEO杨健，茶驼《茶业用品》总经理杨炜生，巨量引擎深圳直营中心珠三角市场商务
负责人袁诗雅，珠海右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郑剑波，新浪珠海大飞文传总经理线文北，茗边《
茶讯》主编孙状云，亚太全媒体总裁黄继平，
《茶道》杂志广告经营部副主任、国家三级评茶员江
怀杰普洱主编段兆顺等媒体人依次就自己的领域简要地发表了对茶行业新传播趋势的看法。
现场还品鉴了浮梁茶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英德八百秀才茶业有限公司，广州龙灿茶业文化
有限公司，福建泰美茶业有限公司，贵州贵台红制茶科技有限公司，勐海县云河茶厂，云南农垦集
团勐海八角亭茶业有限公司，西双版纳番顺茶业有限公司，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云南新境茶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今大福生态茶业有限公司，英德市怡品茗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英德积庆里茶
业有限公司，饶平县大军茶厂，广州藏仓茶叶贸易有限公司等15家品牌企业带来的好茶。现场用水
是大会唯一指定用水：农夫山泉。
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广韬表示，茶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媒体，茶业不断发展创新，媒体也在不断创新发展，都在与时俱进。一年一度的『媒眼看国茶』论
坛是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的重头活动，盘点年度茶业十大新闻备受行业关注。大湾区专场标志着『媒眼看国茶』正式启动。年度巨献，2020广州茶博会将于11月26-30日在广
（ 冯广博
交会展馆C区举行。11月，广州见！

张豪怡)

第六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颁奖典暨论坛圆满结束
论坛邀请了历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评委之一，时下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广
州超级文和友主持设计师，广州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教授、硕导杨岩先生讲述广州“超
级文和友”幕后的故事。从能驾驭大户风范的广州酒家，到完美诠释市井文化的“超级
文和友”，杨岩教授通过市井与高端的碰撞，以强对比的手法构建了一座“硬核美学”
与“温情人文”的沉浸式体验魔力场。
今年珠海茶博会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决赛入围作品于全展期在3号馆『君子四
雅』入围作品展示区实景展示，成为茶友打卡点。
本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由2020珠海茶博会组委会主办，珠海益武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承办。茶空间设计大赛专业评审团由广州市文史馆原副馆长、广东省美协原
9月11日第六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一场“温情人文”运动对室

副主席、广州市美协原主席卢延光，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副会长、广州美术学院原副院长、

内设计学的颠覆—广州“超级文和友”诞生记论坛于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

广州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赵健，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

珠海会展中心举行。来自茶博会组委会的领导、评委嘉宾、参赛者，以及来自设计界、茶

授、硕导曹雪，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原副院长、教授、硕导杨岩，国际易学联

行业和工商界来宾近200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合会易学与企业创新研究会会长杨洺，广州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区志明等

作为大会组委会品牌活动之一，第六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主题为『六合
舂容』，在“后疫情时代”，倡导的是一种健康的富有生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所要
追求的举重若轻、从容优雅的东方生活美学。9月11日上午，评委们在现场从企业组入围

组成。（杜超）

最终获奖名单如下：

决赛的参赛作品中评出最佳设计奖、最佳概念奖和最具市场潜力奖，并与学生组的一、

院校组

二、三等奖一同在下午的第六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论坛与大家见

一等奖

面。

《逸》

企业组

二等奖
《蓝色桃源》

最佳设计奖
《云间》

作者：胡春丽
三等奖

三零一設計（廣州）有限公司
《静观》

最佳概念奖

作者：毛严艺
最具潜力设计奖

《元融》

深圳市木道有限公司

《守朴如初》

珠海市岚和茶半茶业有限公司

《虚·光影六合》

作者：谢家豪、杨纯洁

《静》

广州交易会广告有限公司

《无主茶室》

作者：梁家明

《新茗》

作者：郑碧霞、张靖琳

最具市场潜力奖
《感茶宫》

广州昼夜思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静心茶居》

作者：李晓盈

《茶颜“阅”色》

广州八分目室内装饰有限公司

《闲茗逸书》

作者：高燕东、高国颖

《潮如匠器 潮汕工夫茶

揭阳市揭东区工艺美术工作者协会

《相见》

作者：黄玉旺、杜悦阳、苏米琳、吴杰锋

《禅意佛心》

珠海市融裕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翠玲珑》

作者：叶锡铨、谭伟豪

网络人气奖
《感茶宫》

2

作者：吴帝杰、陈翼航、梁梓溯、林炳超

广州昼夜思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网络人气奖
《闲茗逸书》

作者：高燕东

益武茶博会展讯

益武无界茶会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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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金湾茶友会专场

9月10日上午，2020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班的
学员相聚3号馆茶席室。茶会品鉴了龙灿茶业纪
念茶和2013年的老白茶。资深茶人唐班长首先回
顾云南茶山一行，忘尘谷茶业郑和杰先生为大家
介绍珠海茶业的市场情况以及他选择白茶给大

9月11日下午，珠海金湾茶友在3号馆茶席室
品鉴了来自云河茶厂的三道茶品：大树白茶、老
仓002号和老班章。云河茶厂销售经理宋儒义担
任本场茶会的主持并向大家分享了三道茶的由
来以及茶的品质。喜欢茶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因

家品尝的原因，茶友们积极互动，气氛热烈。

为茶，我们相遇。

珠海、海珠民协联谊专场

心灵茶学院、厨师协会、
紫庐书院茶友会专场

茶文化、民间艺术都是无界的，9月10日上午，
珠海民协和海珠民协因茶而汇聚4号馆茶席室，
畅谈交流，孕育新灵感。海珠民协分别给珠海民
协和2020珠海茶博会组委会送上书法作品。本次
茶会活动不仅让两地协会关系更密切，更体现茶

9月11日下午，4号馆茶席室茶友一同品鉴了心
灵学院收藏了十年的柑普茶，品尝了由珠海厨师
协会和珠海太阳与海餐饮有限公司提供的月饼
与点心。品美茶，尝美点，赏美乐。学院与协会的
茶友期望各界爱茶人士积极参加茶博会，弘扬茶

文化与传统文化艺术的有机结合。

文化，实现资源价值提升，推动传统文化齐发展。

珠海评茶同学会专场

香洲曲协专场

9月10日下午，3号馆茶席室珠海评茶同学会
专场由活动发起人林旭锐主持，孙茂菁老师为大
家分享茶的故事，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本
场茶会品鉴龙灿茶业纪念茶以及西双版纳国威
茶业有限公司的凤凰单丛茶和老班章头春散料

9月12日上午，来自珠海香洲曲协的嘉宾和爱
茶人士相聚3号馆茶席室，共同品茶交流，欣赏
掐丝珐琅工艺品。吴霏老师为大家讲述掐丝珐琅
的历史由来，现场大陈老师用掐丝珐琅制作手机
壳，在场的嘉宾都表示非常感兴趣。一杯茶的时

茶。茶友们边品茶边探讨，一致认为本场茶会品饮的三道茶品质优良。

间，片刻的宁静，雅俗共赏。

澳门茶艺人协会专场

忘尘谷茶友会专场

9月10日下午，澳门茶艺专业人员协 会成员
相聚于4号馆茶席室，品味本届茶博会唯一指定
纪念茶：龙灿茶业纪念茶和唯一指定绿茶：贵台
红“在水一方”，交流两岸茶文化。通过以茶修
身、以茶养性、以茶修德及以茶为乐的理念，进

9月12日上午忘尘谷茶友会专场在4号馆茶席
室举行。本场茶会品鉴了忘尘谷茶业提供的白
毫银针、花香寿眉和2013年的老白茶。在资深茶
艺师带领下，还有小茶童献上赏心悦目的茶艺表
演。优秀的传统文化少不了传承与发展，传授年

一步实践茶文化的内涵精神。

轻一代茶礼茶艺茶知识，为中国茶文化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山茶协、珠海民协沿河艺术团专场

香洲民协专场

9月10日下午，中山的茶友们远道而来在4号馆
茶席室与珠海民协沿河艺术团品茗交流。来自中
山市茶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忠文
表示珠海与中山一衣带水，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
密切往来。大家共同探讨了许多关于中国茶文化

茶本无界，9月12日下午，来自珠海市香洲区
民协的茶友在3号馆茶席室一同感受了香文化与
茶的魅力。首先珠海国香文化研究中心的刘春明
老师分享生活四艺：闻香、品茗、插花、挂画，唐
丽平老师演示“打香篆”……伴着一曲《女人花》

的知识，期待下一次相遇。

，茶艺师为大家奉上福鼎白茶，茶友们深深陶醉其中。

广州茶友会专场
9月11日上午，来自广州侨界茶友会和广州海
珠茶文化促进会的茶友们欢聚4号馆茶席室，品
鉴长心茶业的贡眉白茶和中茶的凤凰单丛茶。现
场不仅有精彩的茶艺展示，还有做工精致的茶
器，茶友们纷纷表示在此次茶会感受到丰富茶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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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屏漫茶友会（茶艺师专场）
9月12日下午4号馆茶席室举办南屏 漫茶友
会，爱茶之士为茶而来，品赏了八仙单丛、贡眉和
英红九号三道茶品。伴随乐曲缓缓响起，来自珠
海羽鹿文化有限公司、南屏漫茶馆的创始人茶艺
师齐丹向盖碗投茶叶、注水，一收一放，赏心悦
目，茶香飘逸，满室芬芳。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让人沉醉其中。

(林楚武 邱智珍 李晟琳）

无界茶会 点燃大湾区茶友的热情（上接1版）
大湾区茶友热情高涨，纷纷到展会现场品茶、采购。
来自大湾区各地的茶友纷纷前来，参加展会期间的益武无界茶会。共组织了澳门茶艺人协
会专场，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专场，广州茶友会专场，中山茶协专场，珠海评茶同学会专场，珠海、
海珠民协联谊活动专场，珠海金湾区茶友会专场，心灵茶学院、厨师协会、紫庐书院茶友会专场，
音乐与茶专场，香洲区民协专场，香洲曲协专场，忘尘谷茶友会专场，南屏漫茶友会茶艺师专场等
多场茶会。
展会期间，中国澳门，中山，广州，东莞，江门，惠州以及珠海本地的茶友纷纷组织参观采购
团，前来展会参观，采购，出席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展会期间有16个专业观众参观采购团莅临参
观，比往届增长了60%。
2020珠海茶博会的成功举办，为珠海经济复苏奉上一杯热茶，为湾区经济复苏助力。(冯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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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区到销区 浮梁茶借助珠海茶博会平台深度融入大湾区
创新实现持续发展的思路，粤港澳大湾区行业领导与跨

名瓷。
澳门华联茶业董事长曾志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界代表近200人出席大会。

浮梁茶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度融入大湾区

议广东省委员会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主任、

9月10日晚上，为全面展示浮梁茶产业发展最新成

澳门茶业商会理事长马志达，Sinellia Tea的创始人Emilie

果，推介项目招商寻求经贸合作，借助珠海茶博会这个良

Chung和Jeronimo Toro，珠海北大校友会会长王伟正，以

好的粤港澳大湾区茶叶贸易合作平台，由浮梁县人民政

及来自广州、珠海、中山、东莞、深圳、惠州等地资深茶业

府、浮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浮梁茶开发（集团）有

组织负责人参加茶会，共同品赏浮梁的“茶与瓷”。通过

限公司、珠海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展外招商推

这次珠海的相遇，粤港澳大湾区茶友深入了解浮梁茶的

广活动“浮梁茶宴”在珠海举行。

历史文化，品味浮梁茶的高香清甜，也为以后的商贸合作

浮梁县委副书记、县长程新宇表示，借助浮梁茶宴，

奠定了基础。

希望更多企业能了解景德镇、了解浮梁，共同推动浮梁茶

2020年, 浮梁茶在“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

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于9月10-13日在珠

产业可持续发展。未来，浮梁将以更加开放务实的态度，

研究”中，以26.54亿元的公用品牌评估价值在江西省排

海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行，来自江西浮梁县的展团在珠

继续深化交流合作，让浮梁茶走进大湾区，共同推动浮

名第二。为进一步加强茶产业产销对接、扩大浮梁茶市

海茶博会首次亮相，满载而归。

梁茶产业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场渠道，带动茶农增收、茶企增效、产业增强，浮梁县人

2020中国茶产业创新大会上，浮梁明确提出将以打

浮茶集团与广东省茶文化研究院、益武展览签署了

民政府联合浮茶集团开展一系列招商推介活动，借助珠

造瓷茶一体千亿产值为总目标，实施创新升级、绿色崛

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合作，将助力浮梁茶在招商推广，品

海茶博会平台，开拓了粤港澳大湾区经销渠道，面向国

起的发展策略

牌宣传，产业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推动浮梁茶产业高质

内外精英群体，广交良朋，精准招商推介，深度对接，立

量发展之路。

体呈现浮梁瓷茶一体的产业新貌；同时向大众展示浮梁

湾区茶语·瓷茶品鉴会，广交粤港澳茶友与客商

茶产业近年发展成果，让浮梁茶从丝路源点走向湾区港

2020中国茶产业创新大会于9月10日下午在珠海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这是2020珠海茶博会组委会和浮梁茶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在疫情后联合主办的第一个大型产

江西浮梁与大会组委会深度合作，展厅内也轮番举

业交流活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茶产区的政府领导、

行三场“湾区茶语·瓷茶品鉴会”，广邀来自粤澳两地的

行业协会领导、媒体嘉宾，共同探讨我国茶产业在通过

商业精英、资深茶人、国际友人一同品鉴浮梁名茶、景德

口，推动了浮梁茶从“中国名茶”到“中国品牌”的战略升
级。（冯广博

黄晓菲）

广东省茶艺技师大赛颁奖典礼在珠海举办
9月10日上午广东省第一
届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

特别协办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在参赛选手尽展技艺奋力拼搏下，经过激烈竞技角逐，已于 8
月9-13日在广州中洲中心国茶荟举行了总决赛。

问山杯’茶艺技师职 业技能

茶艺技师是优秀的茶艺管理人才，是当前茶行业和企业发展急需的实用型高技能管理

竞赛在2020中国（珠海）国际

人才。本届大赛重在提高竞赛质量、创新茶艺、选拔精英。参赛选手基础扎实，技艺熟练，主

茶业博览会现场，举办了隆重

题特色鲜明，创新的文化内涵丰富，技艺表演形式丰富多彩，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促进了

的颁奖典礼暨金奖选手汇报

学习与交流，展现了广东茶艺技师职业技能大赛选手们的高水平风采。经组委会综合各位选

表演。

手的理论、技能总得分，最终排出金奖8个、银奖15个、铜奖25个、优胜奖27个。

春 华秋实筑 新梦；茗艺

珠海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节点，是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本次广东省茶

增辉显匠心。本次大赛在 主

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颁奖典礼在2020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举行，对促进广东茶文化

办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承办单位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以及冠名、

龙灿茶业品牌推介会：
“不忘师恩，茶路前行”
9月12日下午，在2020中国（珠海）国
际茶业博览会中心舞台，龙灿茶业为茶友
来带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品牌推介会。推介
会以“师恩”为主题，隆重推出本次珠海
茶博会的唯一指定纪念茶。
龙灿茶业第四代掌门人王进吉先生
亲自到场，与珠海的茶友分享自己对茶事

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让中国茶走向世界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林楚武）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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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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理解，他认为当代茶人必须首先要做
到对得起种茶的先人，将他们传下来的茶树，种好；茶叶，制好。本分地把产品和
服务都做好，使茶友在龙灿既能得到尊重，又能喝到健康自然的好茶。这也是龙灿
茶业一直秉持的企业精神。
推介会上，龙灿内训指导杨博文老师带学生们现场奉上《敬感师恩》茶艺演
出，并为龙灿共同的恩师—王进吉先生敬奉110周年纪念茶。（林楚武）

招展联系：
官网：www.teaex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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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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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