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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业界称为全球茶业“风向标”的2021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简称广州茶

博会），将于11月25-29日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举行，备受关注。

广州入选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今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座城市，率先在全国开

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其中，广州作为唯一非直辖市城市、华南唯一城市入

选。这不仅意味着广州在聚集全球消费资源、引领国际消费新潮流以及构建新型消费

体系等方面得到了国家的充分肯定，而且为广州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

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和深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凝聚新动能，跨越新能级，指明新方向。

广州是全球茶业的风向标城市 
全球茶市看中国，中国茶市看广州。广州是中国最大的茶业贸易流通中心城市，有

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最大的茶博会，有茶业的“风向标”之称。茶叶是“双循环”最具

代表性的消费品之一，在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广州茶博会是广州十四五规划中重点培育的专业展会之一
4月，广州发布的《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指出，要促进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着力发展商务会展、现代物流、科技服

务、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办好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等专业展会，培育领

军型展览集团和全球专业展览，建设国际会展之都。”这意味着，广州茶博会成为广

州十四五规划中重点培育的专业展会之一，这对广州茶博会发展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

机遇。

11月，广州约茶
好消息不断传来。万众瞩目的2021广州茶博会，即将于11月25-29日在广州琶洲广交

会展馆C区举行。本届展会规模80,000平方米，展品丰富，六大茶类，紫砂、陶瓷等各类

茶具，茶家具、茶服、茶食品及各类茶周边产品，涵盖茶行业整个产业链。

大会重点活动 『媒眼看国茶』论坛于11月25日下午举行。论坛将发布茶行业年度十

大新闻，知名专家、学者、 资深媒体人将围绕茶科技话题展开讨论，论坛上还将举行中

华茶文化“金媒眼”奖颁奖典礼。
（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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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广州茶博会11月25-29日举行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全球茶业“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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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最好的名优茶有哪些？

『媒眼看国茶』论坛：科技引领 风好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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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茶会：各界茶友相约广州  
业有专攻，茶本无界，『无界茶会』是广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策划的茶会活动。

活动通过品茶赏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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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与众多同业者畅谈交流，孕育新灵感。自

2014年10月以来，已在全国各地举办近3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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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会融合多种文化元素，推动茶文化的深入，助力中国茶产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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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社会各界精英爱茶人士相聚广州茶博会，会同业英

才，品见闻识悟，用一杯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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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5-29日，与你相约

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预约报名请扫描右方二维码并备注“茶会”，

谢谢。

在“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茶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经济发

展方式将向高质量转变，茶叶品牌和茶业品质也将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全国名优

茶推选活动作为广州茶博会重点打造的品牌活动之一，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备受世界

各地茶友瞩目。其举办的规格及品质之高受到全国业界一致认可，至今已成功举办16

年，共超过1000家企业踊跃参加，目前累计有200多家企业的优质产品荣获金奖以上的

荣誉，受到市场广泛认可，企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2021全国名优茶推选活动参评的茶类涵盖红茶、绿茶、黑茶、白茶、黄茶、乌龙茶

六大茶类以及特种茶。本次竞赛奖项分设特等金奖、金奖、银奖、优质奖和产品创意奖

五个奖项。

为进一步助力推动茶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本届全国名优茶推选活

动设置专家评审和大众评审2个环节，让评选结果更具权威性和公信力，引发了全国各

地热衷茶文化的茶友们热烈反响，保证了评审结果的公平、公正、公开性，同时还扩大

市场影响力，打造“选品牌看名优茶”的品牌效应。备受瞩目的2021中国

（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将于11月25-29日在广交会展馆C区举行，展会

期间将举行2021全国名优茶质量推选评比颁奖典礼，展会期间将设有

2021全国名优茶质量推选评比获奖品鉴及展示专区。（图片为往届颁

奖典礼现场）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把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

筹起来，茶产业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科技赋能茶产业发展，这是新的机遇与时代风口，这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中国

（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简称广州茶博会）作为茶业“风向标”，把脉行业机遇，洞悉

行业趋势，推动行业不断创新发展。2021广州茶博会重点活动『媒眼看国茶』论坛将于

2021年11月25日在广交会展馆C区举行，主题为“科技引领 风好启航”，届时将邀请业界

专家学者深度研讨和交流，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探索科技新出

路。『媒眼看国茶』论坛有三个环节：发布茶产业年度十大新闻事件，“科

技引领 风好启航”主题论坛，『媒眼看国茶』论坛颁奖典礼。这是一场茶

产业、科技领域、媒体界的一次思想碰撞与对话，值得期待。 

2021中国工夫茶大赛 民间懂茶高手汇聚总决赛
“工夫茶”是中国现代茶艺的表现方式之一，是中国现代茶文化的精髓，是中国茶精

致泡饮的民俗称谓。“工夫茶”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它精于品质、乐于分享的和

美气度,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文所指“工夫茶”均系特指一种茶水分离的精

致泡饮方式。）

为进一步全面推动中国现代茶文化发展，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组委会决定联

合有关单位，举办中国“工夫茶”大赛，通过赛事的举办，展现中国工夫茶的魅力，弘扬当

代中华茶文化，推动中国工夫茶的健康发展。

2021年中国工夫茶大赛将分为南北两个赛区进行初赛，本次中国工夫茶大赛按“中国

工夫茶冲泡赛”、“中国工夫茶品评赛”与“中国工夫茶茶王赛 ”三个环节进行。 南方赛

区初赛在5月27-28日2021春季广州茶博会期间举行，北方赛区初赛10月举

行，在全国选出能够代表南北两大赛区参与全国总决赛的100名选手，并在

年底的年度茶业盛——2021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期间，11月25-26

日进行总决赛。赛事详情敬请关注益武茶博会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官方

媒体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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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名称：2019年·茶中有道
类别：白茶
原料产地：福建福鼎
年份/批次：2019年
规格：300g/饼
特色：“道”系列产品原料均来自顺茗道生态茶

福建顺茗道茶业有限公司

园，条索紧实，芽头肥壮多毫毛，叶片翠嫩且灵动，品质上乘，全程手工采摘茶树，传统工
艺制茶，极致追寻传统正味好白茶。饼面圆润饱满，里外如一。静看，冲泡出的茶汤颜色鲜
亮，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饱满细腻。细嗅，毫香馥郁，花香清雅，杯底留香又更多一份
绵柔悠长。轻品，茶汤口感丰盈饱满，滋味鲜爽甘甜，生津快回甘长，几杯喝下就觉得畅快
淋漓，真是舒坦！

请莅临： 14.1馆G1005福建顺茗道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白大师 荟聚礼盒 
类别：白茶 
原料产地：福鼎点头镇
年份/批次：2016年一级寿眉
规格：1800ml、120g/盒
特色：白大师承袭福鼎民间喝茶古法，结合现代

福建白大师茶业有限公司

技术，推出方片壶。用方片壶闷老白茶，闷泡24小时以上也不会酸涩，甚至枣香、粽香味更浓
郁，甜感明显；方片壶闷茶，受空间、时间限制较小，满足不同性别、身份、年龄的茶客需求，
茶香更浓，持续保温，无需用电，随行随饮。白大师始终坚持传统制作技艺，荟聚礼盒内所
含有的寿眉小方片选自2016年一级寿眉，通过自然日晒萎凋后压制而成，极薄小方片针对传
统白茶（茶饼/散茶）储存和携带不方便、撬茶和投茶量无法量化的弊端，设计造型参考男士
雪茄盒与女士粉饼盒的造型美学，低饱和度金属色凸显质感。风格不限男女，时尚与商务结
合，简约的方体结构设计，一体成型的时尚外壳，方便随身携带。
请莅临： 14.1馆G1013福建白大师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纪茯 
类别：黑茶 
原料产地：泾渭茯茶高川茶园
年份/批次：2021年
规格：965g/块
特色：纪茯原料来自于来自谷雨前后的泾渭茯茶

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 

高川生态茶园，并且精选了从2011年开始陈存的优质原料，经由600多年茯茶制作技艺匠心
筑制而成。茶砖砖面平整，干茶条索细嫩、色泽均匀乌润，砖内金花鲜黄明亮，璀璨饱满。茶
汤红透清亮，滋味鲜爽浓郁、甘滑绵厚。香气丰富，热闻，花香蜜香浓雅柔和、馥郁高扬，樟
木香次第而来，冷杯，高甜感独特持久，入口香气四溢，口齿间醇厚绵滑、饱满甜爽、回甘生
津、韵味绵长，以变幻无穷的丰富滋味将秦岭之天赐自然萦绕口舌。

请莅临： 16.2馆A1300 &15.1馆F2100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龙腾盛世
类别：六堡茶
原料产地：广西梧州
年份/批次：2016年
规格：500g/罐
特色：【龙腾盛世】罐装六堡茶，一杯蕴含着浓

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

厚文化的六堡茶，外包装：热情大方的中国红，辉煌闪耀的尊贵金，象征民族图腾的祥龙，好比
腾飞的中华民族。黑褐有光泽的干茶，条索比较长且紧结匀整，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经过摘、
焙、烹的茶叶，终于在这还冒着缕缕热气的沸水中，完成了又一次蜕变，忍不住开汤一探究竟。
红亮透彻的茶汤，散发出纯正的自然甜香，爽口回甘的甜润滋味刚刚好，英俊挺拔的身姿经沸
水洗礼，肆意地舒展着它的柔美，呈褐色叶底油润有活性。既与时代的创新接轨，又传承六堡茶
通风透气的储存原理，每一罐的纸盒与铁罐上，都有专属的透气小孔，干茶通过透气孔，可以自
由的呼吸，经过岁月的不断陈化，陈韵愈发浓郁，北风凛冽吹满天，一盏六堡暖心间。
请莅临： 15.1馆F1408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2021年紫金印百龄青饼 
类别：普洱茶（生茶）/百龄系列 
原料产地：云南西双版纳
年份/批次：2021年
规格：400g/饼
特色：2021紫金印百龄青饼，番顺茶业又一“印”

西双版纳番顺茶业有限公司

级力作华丽登场。凭借滋味全面、饱满，香气四溢，细腻而雅致的高级品感，成为新老茶友、
藏家口口相传的新宠。如果您是新茶友，那么您能明显感受到紫金印干茶、茶汤，源源不断
涌现的花香。如果您是老茶友，那么您能进一步体会到紫金印内在的细致，它所蕴含的均衡
饱满而高级品感。蓝色而尊贵的棉纸外衣，低调不失大气。未开其纸，先闻其香，双重纸包
装无法掩盖紫金印由内而外一体香气，让人心旷神怡。汤感坚守百龄级别的品质，圆润饱
满。汤色通透清澈，一杯入喉，馥郁花香聚而不散，丝丝甘甜，全面而不失细腻的滋味充满
着雅致的高级感。
请莅临：15.2馆B2007 西双版纳番顺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陆羽班章 
类别：普洱茶 
原料产地：布朗山班章产区
年份/批次：2020年
规格：357g/饼
特色：润元昌「陆羽班章」臻选布朗山顶尖村寨

润元昌茶业

班章产区的百年以上树龄优质春茶，由新老年份卓越拼配而成，可概括为浓甜型班章味，
满口乾坤，回味袅袅不绝，醉人不已。复合香韵灵动丰富，茶汤均衡丰富，苦涩轻而甜浓，
回甘生津迅猛，甘华层层蓄力，喉韵深广，山野气韵强。茶底肥厚耐泡，物质丰厚，具有极
高的转化潜力。

请莅临：14.2馆C2100润元昌茶业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焖茶壶  
类别：茶壶 
年份/批次：2021年
规格：1500ml 
特色：荷叶仿生技术喷陶，纯钛滤网，一键式卡
口，1.5升容量，底盘可360度旋转，触摸壶盖可

广东尚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显示温度，壶嘴出水更流畅了，木纹手柄更舒服美观。虽为茶壶，但也讲究，不是所有的焖
壶都叫茶壶，也不是所有的茶都可以用保温壶来焖泡，从304日用不锈钢到316医用不锈钢，
再到现在的荷叶仿生技术喷陶，纯钛过滤，锁定茶最好的口感和鲜纯度。因茶生壶，因壶升
茶——茶壶，最讲求的泡茶器。无论“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高雅的
生活或琐碎的生活，都有茶的身影相伴相随。生活里每个人都喝茶，传统的茶，现代的茶，调
配的茶，喜欢的品饮方式各有不同，无论哪一种品饮，健康是饮茶的目的。简简单单喝茶，喝
茶简简单单，尚明愿给你简单的高级——健康、标准、方便、习惯。
请莅临：16.2馆A2305广东尚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展品名称：陈皮白茶
类别：陈皮白茶 
原料产地：5年陈寿眉+5年陈陈皮
年份/批次：2016年
规格：每泡6.5克（5克5年陈寿眉＋1.5克5年陈
陈皮），30泡/罐

福鼎陈源泰茶业有限公司 

特色：如果想要健康双管齐下，不妨试试陈源泰自主研发的全新养生CP——陈皮白茶。陈皮，自
古就是岭南保健良方，针对理气健脾、调中燥湿、化痰润肺有奇效；与白茶退热驱寒、降火解毒
的功效相辅相成，二者合一能有效预防和减轻感冒、咳嗽等。疫情当前，喝陈皮白茶养肺润肺、
预防炎症最合适不过。当全球疫情愈演愈烈，是否也给予人类一种思考：告诫我们尊重生命、爱
护自然、放下掠夺的脚步，慢下急于求成的心？是时候停一停，享受安静与清幽泡一盏茶，让幽幽
的茶香溢满心湖，不用担心外面的喧嚣扰了心性、窗外的阳光掠夺了清凉。所有的欲望都被挡在
了把盏之外，所有的燥热都被隔在了茶烟之末，只在安静中，用一壶温凉，闲煮时光。
请莅临：14.1馆G2109福鼎陈源泰茶业有限公司展位参观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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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茶汇聚 雅器共赏
2021年11月25-29日，被誉为全球茶业“风向标”的2021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于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隆重举办。八大展馆同时展出，涵盖品类齐全，全产业链的辐射范围大，代表性产

品都汇聚于此！一楼国际名茶馆，中外名茶，百家争鸣；二楼中华品牌馆和经典普洱馆，感受中华千年茶文化与传承制茶工艺的魅力；三楼各式特色茶具、茶家具、茶包装、茶道等尽在茶具文化馆，

大众不同采购需求一应俱全。一场盛大的茶业及茶文化盛宴拉开序幕，现场活动更是精彩纷呈、目不暇接。版面有限，在此选取部分佳作介绍，更多精彩作品敬请莅临广州茶博会现场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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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2021年11月25-29日

地点：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

官网：www.teaexpo.cn
电话：020- 89231623                                 
地址：广州市新港东路1066号中洲中心              邮编：510335         

招展联系：

了解更多益武展览资讯、展会热点、线上登记。

请扫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广州茶博会”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全球茶业“风向标”（上接1版）

2021全国名优茶推选活动将在展会期间举行颁奖典礼。名优茶推选活动，不仅有专

家评审，也加入了大众评审，评选结果公正公开，助推茶品牌走向市场，深受业界好评。

2021中国工夫茶大赛总决赛将在茶博会期间，11月26日将举行颁奖典礼，来自全国的

民间懂茶高手汇聚广州。届时，茶友将一睹他们的风采。 

展会期间，各界茶友参与踊跃“无界茶会”， 不分界别、不分行业，社会各界爱茶人

一起品茗交流。展会期间，还有更多名优茶产区，品牌茶企组织丰富多彩的推介会、新品

发布会等活动。

广州茶博会，将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浓浓的茶香，也将为茶友带来更多的喜

悦。（冯广博）

4

2022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

时间：2021年5月26-30日

地点：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C区

2021广州茶博会唯一指定用水：椰树长寿泉天然泉水

2021广州茶博会唯一指定纪念茶： 明泽藏香

2021广州茶博会唯一指定白茶： 白大师 

2021广州茶博会唯一指定单丛：炜业 

2021广州茶博会唯一指定茶具：阡陌OR尚明

椰树集团，作为数十年的饮料生产老品牌，拥有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研发团队，被

国务院确定为“创国际品牌优势企业”。其生产的椰树长寿泉饮用水，凭借其优异的产品品

质，成为2021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唯一指定用水。

椰树长寿泉饮用水，水源源自长眠数万年的火山岩深层水脉，经过地下贝壳层、砂砾层

等层层净化循环，水质清冽纯净，口感清甜，并且富含偏硅酸、钙、钠等多种有益于人体的矿

物质和微量元素，呈天然弱碱性，更有利于维护人体酸碱平衡，促进人体健康。

好茶需搭配好水，采用椰树长寿泉天然泉水泡茶，茶叶在泉水中蹁跹起舞，泡出的茶汤

色泽清透，香气四溢，小小地呡一口，会发现茶味更加饱满醇正，回甘迅速，富有层次感，唇

齿之间留香不散，令人回味。



2021年5月30日，2021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简称春季广州茶博会），在

广州广交会展馆C区闭幕，本届展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主办，

广州茶文化促进会特别协办，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江苏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支持，广

州益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为期4天。

严加防控，以展商和观众的健康与安全为第一要务
安全办展，大会组委会严格按照防疫部门要求，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展商和

观众的健康与安全为其第一要务，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制定了充分准备及应急预

案。展会前期，针对相关工作人员疫情防控方面提前做足了培训及应急预案；展会现场

设置了多个测温点，每个展馆及服务点都配备酒精、洗手液、口罩等消毒防护用品。

展会期间，各级领导也亲临现场，指导防护工作。各展商，入场观众都严格遵守防

疫要求，做到安全有序。

发布首批红色经典茶旅目的地
展会期间，“从广州出发”2021首届红色茶旅推介会暨海珠区助力乡村振兴爱心慈

善拍卖会在5月27日下午举行。 发布了十大红色茶旅线路、十佳“红色经典茶旅目的地”：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贵州省贵阳市，广东省清远市，广东省潮州市，广东省梅

州市大埔县，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瓮安县，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福

建省武夷山市。为振兴茶产业、弘扬茶文化，大力支持和推动对口帮扶地区红色旅游和

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推介会后将举行海珠区助力乡村振兴爱心慈善拍卖会。 

　

多个产茶区举办推介会，推介当地特色茶品
展会期间，多个茶产区政府举办地域品牌推介活动，云南西双版纳州茶产业发展

专场推介会，还有贵州瓮安推介会，广东丰顺推介会，大埔推介会等。各地产茶区政府

重视展会平台，推介本地特色茶品，旅游资源。

　

2021中国工夫茶大赛，20多个城市50名选手晋级总决赛

5月28-29日，由2021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组委会、潮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广

东省茶业行业协会担任技术指导单位，潮州市茶产业促进会、潮州市茶艺协会、惠州市

茶文化促进会、江门市茶业协会、揭阳市揭东区工艺美术协会、云南省茶业协会、一片

树叶志愿队（莞城）、中华茶馆联盟东莞办、珠海香山茶多FAN茶友会、茶语网、天下茶

友网协办，潮州市农业农村局、全国各地有关产茶区茶产业主管部门、广州益武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承办的2021中国工夫茶大赛（南方赛区）初赛，在2021春季广州茶博会现场，

广交会展馆C区二楼中心舞台举行。来自广东广州、潮州、珠海、韶关、惠州、东莞、揭

阳、江门，江西南昌、铜鼓、景德镇，福建莆田，广西南宁，四川成都，重庆、湖南安化、湘

潭，云南昆明、普洱，海南海口等20多个城市的选手，经过两天赛事，有50名茶友晋级年

度总决赛，总决赛在11月25-26日2021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期间举行。

　

“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上，曹雪教授解密“冰墩墩”
本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最佳设计奖由罗守政先生的作品《素闻》获

得。颁奖典礼上，大赛连续七届评委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曹雪为

带来「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诞生记——用设计传递中国骄傲」的主题演

讲，讲述了设计“冰墩墩”幕后故事，在场观众被创作者的创意，创新，执着，坚持，以及

创作背后的艰辛和爱国情怀深深打动。

“金羊奖”评选，三位大师评委权威公正评审
本届大赛由中国（广州 ）国际茶业博览会组委会、 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江苏省

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共同主办，本次金羊奖共有238位参赛作品，经过三位国家级大师谢

华、杨锐华、吴鸣的专业评审，最终评出金奖34名，银奖和铜奖若干。

广州，是茶文化历史悠久的城市，是中国茶叶消费总量最大的城市。在这个春天，

为了喝一杯安全的茶，为了安全的喝一杯茶，因为广州的担当，因为大会组委会“安全第

一”的理念和全力以赴的努力，给茶商茶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州茶博会已经25届了，

大会组委会将继续为茶产业发展尽微薄之力。（冯广博）

安全第一 2021春季广州茶博会5月30日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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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完美收官

2021首届红色茶旅推介会：从广州出发
5月27-30日，2021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C区举行。大会

重点活动“从广州出发”2021首届红色茶旅推介会于5月27日下午，在茶博会现场三楼16.3

馆红棉会议室举行。

本次推介会，旨在通过对全国广大的茶园旅游资源和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整

合，也是探索打造政企合作、文商旅跨界融合搭建平台的一次实践。活动将借助“中国

茶业第一展”——广州茶博会的优势力量，广州首次以推介会的形式，宣传红色茶旅文

化，为帮扶地区提供一个红色资源、旅游资源和精品茶叶展示平台，促进革命老区苏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祖国大好河山，各地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经过近年来，结合生态茶园的旅游线路深

受大家欢迎。而具有红色革命历史元素的旅游目的地，更成为各大小旅行团热烈追捧

的“打卡点”。在众多茶旅目的地以及旅游线路中，推介了最具代表性的10个红色经典茶

旅目的地和十条最受欢迎的红色旅游线路。经过重重挑选和严格筛选，大会最终挑选

出十条红色茶旅线路，并在本次活动中首次公开亮相。十大红色茶旅线路分别是：

线路一：“荔影波光.古邑瓮安”，游黔南25℃避暑天堂，享最美瓮安风光。

线路二：“千年古邑.红色瓮安”,穿越到伟大转折的前夜，感受红色历史的温度。

线路三：“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回顾三河坝战役光辉事迹，接受红色教育

熏陶；登上西岩山，美景尽收眼底。

线路四：“行走山水武夷，问道朱子茗茶”访大安村忆峥嵘岁月，探武夷山寻茶道

文化。

线路五：“潮韵客都”体验潮汕人文风情，寻访客都叶帅故里。

线路六：“客潮风情”文化名城，非遗美食，客潮风情一站式体验

线路七：“相约红茶之乡、情醉小桂林”独立成团，专属服务。峰林小镇体验红色文

化，英西茶园品味红茶之乡。

2021年5月28日，由2021春季中国（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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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七届『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于广交会展

馆c区16.3馆圆满落下帷幕。

颁奖典礼上，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副会长、广州美术学院原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学

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原副院长赵健、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曹雪

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原副院长杨岩教授、广州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

为提升茶具创意、设计、制作水平，助推中国茶产业的发展，中国（广州）国际茶业

博览会组委会将继续开展中国精品茶具“金羊奖”评选活动。“金羊奖”评选活动创办于

2010年， 每届活动都将邀请由国家级大师、权威专家组成的专业评审，确保奖项权威、

公正、公平，“金羊奖”引领中国茶具创意、设计潮流，成为备受业界关注的权威奖项之

一，这也是“金羊奖”评选活动首次移至春季广州茶博会举办，以此为契机加大茶具产

区客户资源开发力度，拉动更多的协会企业参赛参展，提升茶博会经济效益。

2021中国精品茶具“金羊奖”在2021年5月28日落下了帷幕，本届“金羊奖”设特等金

奖、金、银、铜奖，所有获奖作品证书都经评委签名以及加盖大赛组委会主办单位2021

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组委会、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江苏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印章。该奖项为参赛者茶具技艺价值的认定，可作为获奖者申报荣誉称号、专业职称业

绩成果的依据之一。可谓含金量十足。

颁奖典礼于2021年5月28日在二楼中心舞台举办。 本届“金羊奖”评选活动参评情

况如下：报名总件数240件，参评作者108位，主要来自江苏无锡、江苏宜兴、广东广州、

版局原局长区志明局长、深圳平面设计师协会创会会长、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AGI）会

员王粤飞、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原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林国

耀等专业评委评审团，设计界的大咖，以及来自设计界和茶业界的嘉宾们共襄盛宴，见证

这次荣耀加冕。

本届大赛倡导开放式主题，每个空间主题名称由创作者自定，打造一个兼具艺术品

味和实用价值的个性茶空间，塑造一种精神文化意境。回顾过程，历时一个多月，企业组

和院校组共有32件作品进入初赛，经过专家评委层层严格筛选，最终，企业组入围七强

作品在广交会展馆C区16.2馆进行作品展示，专家评委现场评选出最佳设计奖、最佳概念

奖和最具市场潜力奖。场馆内，一步一景，设计师们别出心裁的设计作品让现场评委、嘉

宾和参观者身临其境、赏心悦目。大赛评委们的专业点评，设计师精彩的讲解，嘉宾的思

想碰撞将整场气氛推至高潮。

作为具有开创性的国内茶空间设计盛典的『君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

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一直受到茶业界与设计界友人的关注，每年汇聚全球

设计、家具、装饰以及饰品等各领域顶尖设计师、精英人才和专业院校的同

学们参加，逐步成为代表业界设计潮流，引领未来茶产业空间设计的风向

标。
（详情请扫码阅读）

（获奖名单请扫码阅读）

2021中国精品茶具“金羊奖”出炉

广东中山等地，此外还有来自福建省的3件作品；参赛作品涵盖了茶壶、茶

杯、茶台、茶盘、陶炉、茶艺用具等品类；经过评委专业评审，共评出了金奖

34名，银奖、铜奖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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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八：“生态武夷、闽北红色首府”一山 · 一水 · 一壶茶，深度体验武夷风光

线路九：“多彩贵州、红色记忆”带你一次性玩转贵州,尽赏风光美景，探寻红色记忆。

线路十：“茶语花香”探秘北纬21°雨林秘境，西双版纳，云南最南，理想而神奇的乐土。

 推介会上，茶产地与广州大型旅游公司签订红色经典茶旅线路开发与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西双版纳州与广州金马国旅，贵阳市与广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清远市与广州云山

国际旅行社，潮州市与雪松文旅旅业，梅州市大埔县与广州凤凰国际旅行社，梅州市丰

顺县与广州市生生国际旅行社，黔南州与广之旅国际旅行社，黔南州瓮安

县与广州花城假期国际旅行社，黔南州贵定县与广州申浪国际旅行社，武

夷山市与广州交易会国际旅行社等茶产区代表与广州旅行机构代表在现场

举行了电子签约仪式。
（详情请扫码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