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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华茗杯”2021 绿茶、红茶产品质量推选

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华茗杯”2021 绿

茶、红茶产品质量推选活动于 2021 年 4 月 22-23 日在河南省信阳市成

功举办。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 20 省（市）的 465 个有效参评茶样，

其中绿茶 270 个，红茶 195 个。活动秉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由国内茶叶权威机构专家参照《茶叶感官审评方法》（GB/T

23776-2018）等现行标准对全部有效茶样进行综合评审并拟定推选结

果。经组委会确认，本届“华茗杯”2021 绿茶、红茶产品质量推选活

动共推选出特别金奖共 80 个，其中绿茶类 42 个、红茶类 38 个；金奖

共 145 个，其中绿茶类 82 个、红茶类 63 个；优秀产品共 169 个，其

中绿茶类 113 个、红茶类 56 个（名单详见附件）。

现予公布，请周知。

附件：“华茗杯”2021 绿茶、红茶产品质量推选结果名单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附件： 

“华茗杯”2021 绿茶、红茶产品质量推选结果名单 

（下列排名按茶样审评综合得分排序） 

一、特别金奖（共 80 个） 

1.绿茶类：共 42 个，审评综合得分≥93.5 分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1  苏州市西山天王茶果场 天王坞 洞庭山碧螺春 95.85  

2  潢川县杜甫春茶业有限公司 杜甫春 信阳毛尖 95.18  

3  沅陵县皇妃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皇妃碣滩 碣滩贡芽 95.08  

4  杭州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 贡 狮峰龙井 95.00  

5  印江自治县兰香茶叶专业合作社 梵净兰香 梵净山翠峰茶 94.98  

6  象山半岛仙茗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波波半岛仙茗 波波半岛仙茗 94.68  

7  商城县东奇山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东奇山 信阳毛尖 94.65  

8  贵州省绿羽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御春 贵御春白茶 94.63  

9  湖南天下康茶叶食品有限公司 澧峰春 澧峰春芽 94.60  

10  镇江市水木年华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水月雨 白茶 1号（绿茶） 94.48  

11  三江侗族自治县仙池茶业有限公司 侗美仙池 三江春 94.40  

12  商城县袁凤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猫耳峰 金刚碧毫 94.40  

13  河南金刚台茶业有限公司 金刚台 金刚春芽 94.38  

14  罗山县金林林产品专业合作社 金林 朱堂绿茶 94.35  

15  随州神农茶业有限公司 神农益木 随州芽茶 94.30  

16  无锡市马山龙头茶果场 龙头渚 无锡毫茶 94.28  

17  信阳市昌东商贸有限公司 豫信 信阳毛尖 94.25  

18  苏州洞庭熙螺茶叶有限公司金庭茶场 熙螺 洞庭（山）碧螺春 94.23  

19  河南省筑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五岳湖 黄金茶 94.20  

20  信阳云潭春茶业有限公司 云潭春 信阳毛尖 94.18  

21  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吴裕泰 信阳毛尖 94.15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22  光山县诚信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弦国春 黄金茶 94.15  

23  信阳市浉河区余海群茶叶专业合作社 余海群 车云山毛尖 94.15  

24  重庆皇茗苑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边城秀芽 秀山毛尖 94.15  

25  杭州正浩茶叶有限公司 卢正浩 狮峰龙井 94.05  

26  信阳嘉木饮茶业有限公司 嘉木饮 信阳毛尖 94.00  

27  光山县兰亭林茶专业合作社 豫弦马山岭 信阳毛尖 93.98  

28  湖南云中君茶业有限公司 云中君 石门银峰 93.95  

29  信阳车云顶峰茶叶科技有限公司 车云顶峰 信阳毛尖 93.95  

30  河南青峰云雾茶业有限公司 青峰云雾 信阳毛尖 93.90  

31  四川竹茗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竹尖香玉 竹尖香玉白茶 93.90  

32  都昌县观音山茶业家庭农场 鄱茗 都昌白茶 93.83  

33  杭州西湖区茶叶有限公司 丼 井牌龙井 93.80  

34  河南草木人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茶"图形商标 信阳毛尖 93.80  

35  信阳祥云茶业有限公司 豫本山 信阳毛尖茶 93.75  

36  五峰千珠碧茶业有限公司 千珠碧 宜昌毛尖 93.73  

37  遂川县茶业局 狗牯脑 狗牯脑茶 93.68  

38  信阳十八盘茶业有限公司 十八盘 信阳毛尖 93.60  

39  商城县其鹏有机名茶厂 其鹏 商城高山茶 93.55  

40  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张一元 雨前龙井茶 93.50  

41  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文新 信阳毛尖茶 93.50  

42  信阳小林茶叶有限公司 浓林醉 信阳毛尖 93.50  

2.红茶类：共 38 个，审评综合得分≥92.5 分。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1 江西省太阳红茶业有限公司 纱坦太阳红 野生有机红茶 94.03  

2 湖南天下康茶叶食品有限公司 澧峰春 常德红茶 93.73  

3 英德市雅清茶业有限公司 —— 英九红茶 93.68  

4 福建新坦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坦洋 坦洋老枞(坦洋工夫） 93.58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5 宜宾醒世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黄金白露 黄金白露红茶 93.55  

6 湖南谷佳茶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塔鼎红 常宁塔山红茶 93.53  

7 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文新 信阳红茶 93.48  

8 天台华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赤城山云雾 红茶 93.48  

9 湖北三品源茶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三品源 三品源红茶一号 93.38  

10 湖北五峰白溢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红和祥 红芽 93.38  

11 安顺市平坝区十字乡十字村上坝种植场 贵安杉尖 红茶 93.35  

12 海南母瑞山茶业有限公司 瑞军潭 瑞军潭红茶 93.33  

13 商城县莲雾山茶叶有限公司 莲雾山 莲雾山红茶 93.20  

14 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彩云南 大叶金红 93.20  

15 湄潭莲旗堂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莲旗堂 遵义红•一叶臻红 93.13  

16 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金帆牌 早春英红九号（红茶） 93.10  

17 始兴县车八岭茶业有限公司 车八岭 车八岭花香红茶 93.00  

18 信阳嘉木饮茶业有限公司 嘉木饮 信阳红茶 92.95  

19 婺源县正稀茗茶有限公司 正稀 至臻红茶 92.88  

20 贵州湄潭盛兴茶业有限公司 遵义红 遵义红红茶 92.85  

21 贵州黔茶联盟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绿码 遵义红红茶 92.83  

22 三江侗族自治县仙池茶业有限公司 侗美仙池 三江红 92.80  

23 福建隽永天香茶业有限公司 隽永天香 “坦洋工夫”锦绣天香 92.78  

24 信阳汇业实业有限公司 豫月古茗 芽头 92.78  

25 都匀莲旗堂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莲旗堂 金丝山语 92.75  

26 五峰千珠碧茶业有限公司 千珠碧 宜昌宜红 92.75  

27 贵州湄潭兰馨茶业有限公司 兰馨 兰馨金尖 92.70  

28 泰顺县山和茶叶专业合作社 寅春 寅春红茶 92.70  

29 景德镇市西湖珍芝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西湖珍芝 浮梁红茶 92.65  

30 河南蓝天茶业有限公司 蓝天茗茶 信阳红茶 92.60  

31 三江县侗兴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正侗兴源 三江红茶 92.55  

32 宜红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汉口茶厂 宜红工夫特级 92.55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33 湖南石门峰渫峰名茶有限公司 渫峰牌 常德红茶 92.52  

34 信阳市七龙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嬉龍 七龙山信阳毛尖红茶 92.51  

35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峰 采峰宜红茶 92.50  

36 云南省凤庆茶厂有限公司 红瑞徕 传统滇红工夫红茶（特级） 92.50  

37 信阳市环湖春茶业有限公司 环湖春 信阳红 92.50  

38 河南赛山悟道生态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赛山玉莲 信阳红茶 92.50  

二、金奖（共 145 个） 

1.绿茶类：共 82 个，审评综合得分≥92.5 分。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1  贵州省绿羽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御春 贵御春仙竹 93.48  

2  湖南天下康茶叶食品有限公司 澧峰春 石门银峰 93.48  

3  都昌县观音山茶业家庭农场 鄱茗 都昌黄茶 93.47  

4  河南省商城县金刚台自然保护区茶场 金刚台 金刚台野茶 93.47  

5  安顺市平坝区十字乡十字村上坝种植场 贵安杉尖 翠芽 93.47  

6  三江县鑫隆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侗都人 侗剑 93.45  

7  信阳汇业实业有限公司 豫月古茗 信阳毛尖（芽头） 93.45  

8  宜章县云上行农业有限公司 云上行 云上行绿茶 93.45  

9  贵州省余庆县凤香苑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龍山鳯香苑 高山毛峰 93.43  

10  湖南碣滩茶场有限公司 小翟茶铺 碣滩一号 93.42  

11  罗山县铁铺乡北安绿茶专业合作社 北庵山 百安绿茶 93.42  

12  安顺市平坝区十字乡十字村上坝种植场 贵安杉尖 毛峰 93.40  

13  罗山县珏叶家庭农场 万河春笋 信阳毛尖 93.40  

14  信阳九峰茶叶有限公司 四望山 信阳毛尖 93.40  

15  浙江鼎泓茗茶业有限公司 高吉白 安吉白茶 93.40  

16  光山县少林茶叶专业合作社 绍林 信阳毛尖 93.38  

17  罗山县朱堂乡严家山（家庭）农场 严佳山牌 特级信阳毛尖 93.35  

18  苏州市东山吴侬碧螺春茶叶专业合作社 吴侬 洞庭（山）碧螺春茶 93.35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19  信阳市发扬茶业有限公司 发扬 信阳毛尖茶 93.35  

20  贵州湄潭兰馨茶业有限公司 兰馨 兰馨雀舌 93.33  

21  桂阳金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仙天尊 金仙天尊银毫 93.30  

22  湖南省洞口县古楼香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古楼香 古楼春茗 93.30  

23  潢川县光州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光州 光州雪芽 93.30  

24  泰顺县牛顶峰茶叶专业合作社 彭家堡 三杯香绿茶 93.30  

25  印江自治县兰香茶叶专业合作社 梵净兰香 兰香茶叶 93.30  

26  贵州省余庆县凤香苑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龍山鳯香苑 白茶 93.30  

27  信阳市高山闻莺茶叶有限公司 高山闻莺 信阳毛尖 93.28  

28  湖南彭氏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辰州雷公尖 碣滩银毫 93.28  

29  宁波市五龙潭茶业有限公司 御金香 它山堰绿茶 93.28  

30  镇江市水木年华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水月雨 中黄 1号 93.25  

31  光山县净居寺茶场 紫云苏山春 信阳毛尖 93.23  

32  常宁市兴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常宁塔山茶 塔山云芽 93.20  

33  河南赛山悟道生态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赛山玉莲 赛山白茶 93.20  

34  商城县袁凤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猫耳峰 一级信阳毛尖 93.20  

35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北一茶厂 德诚和 港南毛尖 93.18  

36  新县大地茶业有限公司 七龙玉叶 信阳毛尖 93.15  

37  秀山县民蕊农业有限公司 民蕊绿 民蕊绿茶 93.13  

38  潢川长辉云雾茶叶有限公司 豫潢云雾 信阳毛尖 93.10  

39  河南新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林 信阳毛尖 93.08  

40  信阳市豫中茗茶叶有限公司 豫中茗 信阳毛尖 93.08  

41  吉首市新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西坊 湘西黄金绿茶 93.05  

42  景德镇市金桂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里雾 浮梁茶 93.05  

43  罗山县灵鼎峰天然茶叶专业合作社 灵鼎峰 信阳毛尖 93.00  

44  信阳信南香茶业有限公司 豫雅 信阳毛尖 93.00  

45  罗山县春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春毛 信阳毛尖 92.98  

46  普定县新民茶叶生产专业合作社 罩子山 绿茶 92.95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47  仙居县茶叶实业有限公司 仙青 仙青云勾 92.95  

48  信阳市浉河区陈双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豫陈双成 雨前信阳毛尖 92.95  

49  浮梁县合源茶叶专业合作社 合源春 合源春绿茶 92.93  

50  贵州省安顺市茶叶开发中心 瀑布 瀑布毛峰 92.93  

51  商城县安利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豫严 信阳黄金茶 92.93  

52  信阳市八大山头茶叶有限公司 浉河八大山头 信阳毛尖 92.88  

53  罗山县天子峰（家庭）农场 睡仙石 信阳毛尖 92.85  

54  印江县梵净山高峰茶业 黔茗韵 梵净山翠峰茶 92.83  

55  河南赛山悟道生态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赛山玉莲 赛山玉莲 92.80  

56  湖南谷佳茶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塔鼎红 常宁塔山绿茶 92.78  

57  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司 圣谷山 茶亦可 92.73  

58  光山县黄土港茶叶专业合作社 黄土港 信阳毛尖 92.70  

59  河南新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林玉露 蒸青绿茶 92.70  

60  浙江千屿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千屿 大佛龙井 92.70  

61  安徽义岳茶业有限公司 义岳香 岳西翠兰 92.65  

62  红安县金牛山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金牛卧翠 金牛卧翠 92.65  

63  湖南资兴东江狗脑贡茶业有限公司 狗脑贡 狗脑贡绿茶 92.63  

64  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沙牌 白沙绿茶 92.60  

65  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 采花 采花毛尖经典五星 92.60  

66  罗山县茗缘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风骚岭 茗缘绿茶 92.60  

67  商城县长竹园茶叶专业合作社 豫霖雲 特级信阳毛尖 92.60  

68  苏州吴地集珍茶业有限公司 太湖之春 洞庭山碧螺春 92.60  

69  广东鸿雁茶业有限公司 鸿雁 金萱绿茶 92.58  

70  江西省太阳红茶业有限公司 纱坦太阳红 野生有机绿茶 92.58  

71  重庆西农茶叶有限公司 西农 缙云毛峰 92.58  

72  河南九华山茶业有限公司 九华山 信阳毛尖 92.56  

73  广东德高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T 三 可可绿茶 92.55  

74  信阳周肖同茗茶业有限公司 周肖同茗 信阳毛尖 92.53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75  杭州正浩茶叶有限公司 卢正浩 西湖龙井 92.53  

76  信阳市大别山佳茗茶文化有限公司 融心 融心绿茶 92.53  

77  四川蒙顶山味独珍茶业有限公司 味独珍 早春甘露 92.52  

78 罗山县老寨山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老寨山 信阳毛尖 92.51 

79  山东日照碧波茶业有限公司 日照绿茶 碧波绿茶 92.50  

80  鑫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盛川 宜昌毛尖 92.50  

81  信阳市供销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信之味 信阳毛尖 92.50  

82  云南省凤庆茶厂有限公司 红瑞徕 滇绿茶（春尖） 92.50  

2.红茶类：共 63 个，审评综合得分≥91.5 分。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1 英德市茶王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茶王森 英红九号红茶 92.48  

2 三江侗族自治县仙池茶业有限公司 侗美仙池 观音红 92.48  

3 信阳云珍茶叶有限公司 遇鉴 信阳红茶 92.46  

4 福建隽永天香茶业有限公司 隽永天香 “坦洋工夫”福安红茶 92.45  

5 商城县东河茶业有限公司 东河 信阳红茶 92.43  

6 资兴市仙坳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仙坳 仙坳红茶 92.43  

7 英德唐茶茶业有限公司 浈阳峡 英德红茶 92.40  

8 云南阿颇谷茶业有限公司 阿颇谷 古树红茶 92.33  

9 商城县其鹏茶叶专业合作社 金台 金台信阳红 92.30  

10 鑫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盛川 宜昌宜红 92.30  

11 正安县朝阳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 朝阳有机红茶 92.30  

12 贵州黔茶联盟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皇金苔 遵义红 92.28  

13 常宁市兴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常宁塔山茶 塔山云芽红茶 92.23  

14 重庆西农茶叶有限公司 西农 高香红茶 92.23  

15 浮梁县桃墅村昌红家庭农场 昌红金芝 浮梁红茶 92.20  

16 绍兴柯桥寺山茶业有限公司 埃玛尖 日铸红 92.20  

17 宁波市北仑传甬茶业有限公司 明州 明州红茶 92.18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18 云南禹舜祥商贸有限公司 禹舜祥 禹舜祥弥您红茶 92.18  

19 浙江剑光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剑光 剑光牌红茶 92.15  

20 广西昭平县将军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将军峰 将军峰有机红茶 92.13  

21 三江侗族自治县仙池茶业专业合作社 侗美仙池 仙池红 92.13  

22 贵州省余庆县凤香苑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龍山鳯香苑 红螺红茶 92.10  

23 湖北长阳廪君茶叶专业合作社 清江宜红 芽红 92.10  

24 三江县边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八协红 金香韵 92.10  

25 湘西神秘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神秘谷 湘西黄金茶(红茶) 92.10  

26 三江县三月三乡耶茶业有限公司 三月牙己 三月牙己红茶 92.05  

27 江西玖玢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仙人眉 仙人眉红茶 92.03  

28 沅陵县皇妃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皇妃碣滩 御饮妃红 91.98  

29 广东德高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T 三 英红九号红茶 91.98  

30 广东鸿雁茶业有限公司 鸿雁 鸿雁十二号红茶 91.95  

31 贵州省凤冈县洪成金银花茶业有限公司 黄金苔 黄金苔凤冈锌硒红茶 91.95  

32 普洱祖祥高山茶园有限公司 有机红茶 无量尊红 91.88  

33 湖南省洞口县古楼香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古楼香 古楼金丝红 91.85  

34 正安县朝阳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 有机红茶（九道红） 91.85  

35 福建省峻山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峻山野 峻山红韵 91.84  

36 凤庆县红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峰悠茗 金凤凰 91.83  

37 桃园县君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 君和 云领 1028:君和玉露 91.83  

38 秭归宜红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秭红 金观音 91.80  

39 广东翔顺象窝禅茶有限公司 象窝 象窝红茶 91.78  

40 宁波市鄞州大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甬茗大岭 太白滴翠红茶 91.78  

41 遵义市德鸿春茶业有限公司 进士山 叁号红茶 91.78  

42 仙居县茶叶实业有限公司 仙青 仙青红 91.75  

43 始兴县金峰茶业有限公司 八两红牌 有机红茶 91.73  

44 四川省荥经县塔山有限责任公司 塔山 塔山蜜香红茶 91.73  

45 象山半岛仙茗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嫩享红 嫩享红 91.73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46 秀山县源泉农业开发有些公司 边城工夫 百年老枞红茶 91.73  

47 浮梁县合源茶叶专业合作社 鸡冠红 鸡冠红红茶 91.68  

48 英德市达泰茶业有限公司 唯心 金毛毫英红九号 91.65  

49 信阳九峰茶叶有限公司 四望山 信阳红茶 91.63  

50 遂昌县天堂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夏鸿 红茶（金丛） 91.63  

51 西乡县南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汉茶红韵 红茶 91.63  

52 广东德高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T 三 花香红茶 91.60  

53 三江县佳韵茶业有限公司 峒山佳韵 佳韵红 91.60  

54 贵阳春秋实业有限公司 春秋红 春秋红 91.58  

55 吉首市新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西坊牌 湘西黄金红茶 91.55  

56 陕西省紫阳县龙潭茶业有限公司 龙潭韵 紫阳红茶 91.55  

57 林芝市易贡珠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雪域茶谷 易贡臻选红茶 91.53  

58 信阳祥云茶业有限公司 豫本山 信阳红茶 91.53  

59 靖西市乐村茶叶有限公司 乐活司 乐活司牌红茶 91.53  

60 信阳周肖同茗茶业有限公司 周肖同茗 信阳红 91.52  

61 广东英红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红 英红九号春茶 91.50  

62 三江县民兴茶叶专业合作社 三省坡茗 三江红 91.50  

63 宜红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汉口茶厂 中国红 13800 91.50  

三、优秀产品（共 169 个） 

1.绿茶类：共 113 个，审评综合得分≥90 分。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1 陕西安康山川秀美农业有限公司 龙雀春 翠峰 92.49  

2 信阳市浉河区豫龙春茶叶专业合作社 豫龙春 豫龙春一号 92.48  

3 贵州省余庆县凤香苑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龍山鳯香苑 明前翠芽 92.48  

4  信阳市浉河区泉茗茶叶专业合作社 望仙潭 信阳毛尖 92.35  

5  印江自治县大石金蛊茶场 梵净山 毛峰 92.35  

6  商城县东河茶业有限公司 东河 商城高山茶 92.30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7  泰顺万山茶业有限公司 万山 三杯香（绿茶） 92.25  

8  秭归宜红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楚溪春 香遇 92.25  

9  
贵州省盘州市民主沁心生态茶叶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 沁心 绿珍珠 92.23  

10  始兴县车八岭茶业有限公司 车八岭 车八岭花香绿茶 92.23  

11  罗山县朱堂乡严家山（家庭）农场 严佳山牌 特级信阳毛尖（单芽） 92.20  

12  商城县子安贡茶业有限公司 子安贡 特级信阳毛尖 92.20  

13  四川省蒙顶山皇茗园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皇茗园 蒙顶甘露 92.20  

14  仙居县茶叶实业有限公司 仙青 仙青云雾茶 92.20  

15  信阳市土门生态有机茶农民专业合作社 连龙山 信阳毛尖 92.20  

16  河南新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斛壹号 绿茶 92.13  

17  湖南彭氏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辰州雷公尖 碣滩翠峰 92.10  

18  贵州韵茗春茶业有限公司 盖懿 乌江玉白茶 92.10  

19  三江县侗兴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正侗兴源 三江黄金芽 92.08  

20  恩施金风茶叶有限公司 羽露 恩施玉露特级 92.05  

21  罗山县皇城山茶业有限公司 皇城贡芽 特级信阳毛尖 92.00  

22  广西昭平县将军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将军峰 有机绿茶 91.98  

23  惠州市双鹰顶发展有限公司 双鹰顶 双鹰顶绿茶（清香） 91.98  

24  商城县子安贡茶业有限公司 子安贡 一级信阳毛尖 91.95  

25  秀山县源泉农业开发有些公司 边城壹号 百年老枞绿茶 91.95  

26  黟县金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黟金 黄山毛峰 91.93  

27  商城县东奇山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东奇山 信阳毛尖茶 91.85  

28  信阳皇坡老茶业有限公司 皇坡老 高山野放茶绿茶 91.85  

29  罗山县尚林（家庭）农场 八姐贡芽 信阳毛尖（单芽） 91.83  

30  景德镇市西湖珍芝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西湖珍芝 浮梁茶 91.80  

31  四川蜀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蜀茶 雀舌 91.80  

32  信阳金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红山寨云雾茶 信阳毛尖 91.78  

33  湘西神秘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神秘谷 湘西黄金茶 91.75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34  信阳云尖茶叶有限公司 五云村 信阳毛尖 91.73  

35  潢川县光州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光州 特级信阳毛尖 91.70  

36  罗山县灵山镇皮鄂茶场 出马山 信阳毛尖 91.60  

37  舒城县舒茶镇启明家庭农场 古尖香 舒城小兰花 91.60  

38  浮梁县五河源油茶发展有限公司 五河源 五河源翡翠尖 91.55  

39  河南省筑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五岳湖 白茶 91.55  

40  庐山农垦茶业有限公司 庐山牌 庐山云雾茶 91.55  

41  罗山县福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乐老寨山 信阳毛尖 91.55  

42  商城县佛山茶叶专业合作社 尊友牌 信阳毛尖 91.55  

43  泰顺县山和茶叶专业合作社 寅春 绿茶 91.55  

44  三江县民兴茶叶专业合作社 三省坡茗 三江早春茶 91.53  

45  河南蓝天茶业有限公司 蓝天茗茶 信阳毛尖 91.45  

46  罗山县天峰茶叶专业合作社 天峰 信阳毛尖 91.43  

47  商城县莲雾山茶叶有限公司 莲雾山 莲雾山茶王 91.43  

48  信阳金森林茶叶有限公司 自然云峰 一芽一叶 91.43  

49  信阳申林茶业开发有限公司 申林 薮北春笋 91.43  

50  浮梁县瑶里镇春苗茶叶种植家庭农场 浮梁茶 瑶明春茶  91.38  

51  贵州民投沁润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茶界道 贵州毛尖 91.38  

52  
贵州省盘州市民主沁心生态茶叶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 沁心 沁心奇芽 91.38  

53  
柳州市侗天湖农业生态旅游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 天湖凇针 91.35  

54  河南省汇茗茶业有限公司 明禹 信阳毛尖茶 91.25  

55  信阳市平桥区太平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 狮龙 珍品信阳毛尖 91.25  

56  信阳云珍茶叶有限公司 遇鉴 信阳毛尖 91.23  

57  湖北五峰白溢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溢春 芽茶 91.18  

58  信阳东方盛世茶业有限公司 寒茗 信阳毛尖 91.18  

59  英德市茶王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茶王森 金萱绿茶 91.15  

60  印江县梵净山高峰茶业 黔茗韵 梵净山毛峰茶 91.13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61  信阳贤峰茶叶有限公司 贤峰 特级信阳毛尖 91.10  

62  紫阳县紫沁茶厂 紫沁 绿茶 91.10  

63  罗山县朱堂白云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朱堂白云金桂 信阳毛尖 91.08  

64  信阳市平桥区太平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 狮龙 一级信阳毛尖 91.08  

65  海南农垦乌石白马岭茶业有限公司 白马岭 白马岭绿茶 91.03  

66  
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安南海分公司 海垦牌 南海绿茶 91.03  

67  湖南省幽吉茶业有限公司 幽良山 幕阜松针 91.00  

68  广西昭平县乡里缘茶业有限公司 印象古镇 黄金翠芽 90.98  

69  贵阳春秋实业有限公司 雀舌报春 雀舌报春 90.98  

70  新县业建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业建茗茶 信阳毛尖珍品 90.93  

71  绍兴柯桥寺山茶业有限公司 埃玛尖 日铸（绿珍珠） 90.90  

72  万安县好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忆庐陵 名优茶 90.90  

73  英德市达泰茶业有限公司 唯心 金萱绿茶 90.90  

74  河南省妙高茶业有限公司 妙高 信阳毛尖 90.88  

75  湖北五峰白溢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溢春 毛尖 90.85  

76  三江县春辉茶业有限公司 福江春 金丝思 90.85  

77  罗山县马鞍山茶林有限公司 鑫茗清 信阳毛尖 90.80  

78  苏州市东山东灵茶叶专业合作社 近水 洞庭山碧螺春 90.80  

79  广东德高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T 三 花香绿茶 90.75  

80  广西隆盛源茶业有限公司 隆盛源 隆盛源毛峰 90.73  

81  贵州沃丰茶业有限公司 黔金砖 绿茶 90.73  

82  河南省杏山春实业有限公司 杏山春 信阳毛尖 90.68  

83  河南五尖山茶业有限公司 五尖山 信阳毛尖 90.68  

84  福建省宁德市赤溪茶叶有限公司 老傅 龟山毛尖 90.65  

85  潢川县华蕊茗阳茶叶专业合作社 华蕊茗阳 信阳绿茶 90.65  

86  江西玖玢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仙人眉 狗牯脑绿茶 90.65  

87  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山王茶业有限公司 瑶山王 瑶山王绿茶 90.65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88  湖北长阳廪君茶叶专业合作社 廪君 廪君毛尖（上古清茶） 90.60  

89  江西省本无尘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无尘 

江南山水 婺源茗眉 90.60  

90  婺源县正稀茗茶有限公司 正稀 至臻绿茶 90.60  

91  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 采花 采花毛尖 90.58  

92  宁波市北仑传甬茶业有限公司 明州 明州雀舌 90.50  

93  桃园县君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 里宝山 君和玉露 90.50  

94  罗山县天峰茶叶专业合作社 天峰 信阳毛尖（单芽） 90.45  

95  三江侗族自治县仙池茶业专业合作社 侗美仙池 仙池翠芽 90.45  

96  光山县山农生态农林专业合作社 弦居山 弦居山白茶 90.43  

97  普洱祖祥高山茶园有限公司 祖祥 无量翠环 90.40  

98  商城县金刚碧绿茶业有限公司 金钢碧绿 金刚碧绿茶 90.35  

99  苏州市思梅茶叶有限公司 思梅 洞庭（山）碧螺春茶 90.35  

100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峰 采峰毛尖 90.35  

101  福建省龙源茶业有限公司 绿龙 湛庐春（绿茶） 90.25  

102  贵州韵茗春茶业有限公司 盖懿 乌江翠芽 90.25  

103  浮梁县西湖乡桃坪茶叶专业合作社 泰馨昌 泰馨昌绿茶 90.20  

104  商城县莲雾山茶叶有限公司 莲雾山 莲雾山野茶 90.20  

105  五峰露宜春茶业专业合作社 露宜春茶 毛尖一号 90.18  

106  广东翔顺象窝禅茶有限公司 象窝 象窝绿茶 90.10  

107  秀山县尖山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尖霖 秀山毛尖 90.10  

108  湖北大别茶访茶业有限公司 别茶访 英山云雾茶 90.03  

109  光山县诚信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弦国春 光山白茶 90.00  

110  河南仰天雪绿茶叶有限公司 仰天雪绿 仰天雪绿绿茶 90.00  

111  三江县三月三乡耶茶业有限公司 三月牙已 牙已青龙绿茶 90.00  

112  浙江天瑞有限公司 天也 龙井袋泡茶 90.00  

113  正安县朝阳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九道翠 朝阳有机绿茶 90.00  

 



2.红茶类：共 56 个，审评综合得分≥90 分。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1 三江侗族自治县仙池茶业有限公司 侗美仙池 侗乡红 91.49  

2 凤庆县三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宁 印山红 91.48  

3 
柳州市洞天湖农业生态旅游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天湖冰芽 冰芽金丝—红茶 91.48  

4 秀山县尖山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尖霖 工夫红茶 91.48  

5 安徽义岳茶业有限公司 义岳香 红茶 91.40  

6 浮梁县瑶里镇春苗茶叶种植家庭农场 浮梁茶 瑶明红茶 91.40  

7 沅陵县皇妃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皇妃碣滩 后红 91.35  

8 浮梁县五河源油茶发展有限公司 五河源 五河源兰眉 91.33  

9 
贵州省盘州市民主镇沁心生态茶叶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 
沁心红 沁心红 91.33  

10 贵州沃丰茶业有限公司 黔金砖 红茶 91.33  

11 三江县鑫隆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侗都人 侗腊汉 91.33  

12 五华登云嶂云雾茶叶有限公司 登云嶂 登云嶂红茶 91.30  

13 三江县侗天茶叶专业合作社 高露加雷 侗天红 91.28  

14 江西省本无尘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无尘 婺源红茶 91.28  

15 江西省龙南市虔龙红茶开发有限公司 虔龙红 虔龙红红茶 91.28  

16 常德市匠者茶业有限公司 湘匠者 红金芽 91.25  

17 商城县其鹏有机名茶厂 其鹏 信阳红 91.25  

18 婺源县绿洲源茶业有限公司 占洲福源 一芽一叶红茶 91.25  

19 宜章县云上行农业有限公司 云上行 云上行红茶 91.13  

20 桂阳金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仙天尊 特级兰香 91.10  

21 梅州市威华御欣茗茶业有限公司 清照品 清照品 1号 91.08  

22 凤庆县红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峰悠茗 红凤凰 91.03  

23 绍兴柯桥寺山茶业有限公司 埃玛尖 寺山红茶 91.03  

24 凤庆县三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宁 滇红古树 91.00  

25 湖北长阳廪君茶叶专业合作社 清江宜红 一芽一叶红茶 90.95  

26 秭归宜红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秭红 问叶 90.95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27 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彩云南 紫娟红 90.93  

28 潢川县长辉云雾茶业有限公司 豫潢云雾 信阳红 90.85  

29 信阳皇坡老茶业有限公司 皇坡老 高山野放茶红茶 90.85  

30 黟县金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黟金 祁门红茶 90.85  

31 三江县侗天茶叶专业合作社 高露加雷 侗天红魁 90.80  

32 福建省宁德市赤溪茶叶有限公司 老傅 百年红（红茶） 90.78  

33 广西昭平县乡里缘茶业有限公司 印象古镇 黄金秀芽 90.78  

34 海南农垦乌石白马岭茶业有限公司 白马岭 白马骏红（一芽一叶） 90.75  

35 云南阿颇谷茶业有限公司 阿颇谷 凤山银针 90.70  

36 贵州苗岭醉美人茶业有限公司 茶香醉美人 醉美人红茶 90.70  

37 三江县春辉茶业有限公司 福江春 百花魁 90.65  

38 湖北五峰白溢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红和祥 红毛尖 90.63  

39 苏州市思梅茶叶有限公司 思梅 碧螺红茶 90.63  

40 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 采花 采花宜红 90.60  

41 苏州市东山吴侬碧螺春茶叶专业合作社 吴侬 功夫红茶 90.60  

42 泰顺县心博家庭农场 廊芽红 泰顺红茶 90.58  

43 福安市怀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秀水工夫 金牡丹 90.55  

44 云南省凤庆茶厂有限公司 红瑞徕 滇红工夫红茶（特型） 90.53  

45 湖北三品源茶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三品源 花香红茶 90.50  

46 四川蜀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蜀茶 红茶 90.45  

47 景德镇市金桂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孚钉 浮梁工夫红茶 90.43  

48 桂阳金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仙天尊 金仙天尊金毫 90.40  

49 信阳小林茶叶有限公司 浓林醉 信阳红茶 90.35  

50 浙江千屿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雪日红 天姥红茶 90.35  

51 黄山市新安源有机茶开发有限公司 新安源 新安红 90.30  

52 梅州市威华御欣茗茶业有限公司 清照品 清照品 2号 90.20  

53 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山王茶业有限公司 瑶山王 瑶山王红茶 90.20  

54 都昌县观音山茶业家庭农场 鄱茗 都昌红茶 90.13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名称 得分 

55 云南品位捌柒壹茶文化有限公司 品位 871 红唇金丝 90.13  

56 惠州市双鹰顶发展有限公司 双鹰顶 双鹰顶红茶 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