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文件
中茶协字〔2021〕36 号

关于公布“黄山杯”首届全国传统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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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黄山杯”首

届全国传统名茶产品质量推选活动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在安徽省

黄山市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浙江、安徽、福建、广东、

河南、江苏、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全国 16 个省（市）的

192 家企业选送的 316 个有效参评茶样，覆盖区域广泛、品种类

型丰富。活动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公益”的原则，邀请国

内权威专家依照《茶叶感官审评方法》（GB/T23776-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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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杯”首届全国传统名茶产品质量推选活动共推选出

特别金奖 50 个、金奖 80、优秀奖 79 个（详见附件）。

现予公布，请周知。

附件：“黄山杯”首届全国传统名茶产品质量推选结果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2021 年 5 月 4 日



附件：

“黄山杯”首届全国传统名茶产品质量推选结果

（下列排名按茶样审评综合得分排序）

一、特别金奖（共 50 个）

1.绿茶类（共 25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浙江骆驼九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九宇 径山茶

2 黄山猴王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魁一 猴魁 1号

3 安徽省六安瓜片茶业有限公司 徽六 六安瓜片

4 谢裕泰茶业有限公司 谢裕泰 黄山毛峰一级

5 苏州市东山御封茶厂 御封 洞庭山碧螺春（绿茶）

6 黄山龙一湾茶业有限公司 龙一湾 黄山毛峰（揉捻）

7 贵州省安顺市茶叶开发中心 瀑布 瀑布毛峰

8 黄山徽百年茶业有限公司 徽百年 黄山毛峰（HBN03）

9 浮梁县合源茶叶专业合作社 合源春 绿茶

10 信阳汇业实业有限公司 豫月古茗 一芽一叶

11 黄山紫霞茶业有限公司 紫霞 黄山毛峰

12 舒城县舒茶镇启明家庭农场 绿观英 舒城小兰花

13 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张一元 西湖龙井茶

14 景宁畲族自治县香雨有机茶有限公司 雨巷 金奖惠明茶

15 黄山市醉王茶业有限公司 醉王 太平猴魁

16 杭州西湖区茶叶有限公司 丼 井牌龙井

17 黄山小罐茶业有限公司 小罐茶 安吉白茶

18 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吴裕泰 太平猴魁绿茶

19 黄山王光煕松萝茶业股份公司 王光煕 松萝茶

20 信阳市七龙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嬉龍 信阳毛尖

21 黄山市紫微茶叶有限公司 桃花溪 黄山毛峰



22 黔南州贵天下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天下 都匀毛尖

23 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谢裕大 裕大贡茶 黄山毛峰

24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 中茶 中茶古丈毛尖

25 安徽弋江源茶业有限公司 弋江源 黟县石墨茶

2.红茶类（共 23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福建武夷山红方茶业有限公司 红方 海丝金骏眉

2 苏州吴地集珍茶业有限公司 太湖之春 洞庭山碧螺春红茶

3 浮梁县瑶里镇春苗茶叶种植家庭农场
浮梁茶——瑶

明春茶
瑶明红茶

4 天台华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赤城山云雾 红茶

5 宁波市奉化雨易茶场 雨易 红茶（雨易红）

6 福建新坦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坦洋 坦洋新枞

7 云南易武同庆号茶业有限公司
易武同庆号·云

丰
滇红茶

8 祁门县祁润世家茶业有限公司 祁润 祁门红茶

9 普定县黔贝茶业有限公司 —— 朵贝红茶 1号

10 修水县琼峰茶场 琼峰 宁红香芽

11 黄山市祁门县松潭茶业有限公司 松潭 祁红毛峰

12 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金帆牌 早春英红九号（红茶）

13 黄山市祁门大洪古道茶业有限公司 红之饮 祁红毛峰

14 江西省太阳红茶业有限公司 纱坦太阳红 野生有机红茶

15
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亭金江五指山分公司
金鼎牌 金鼎红茶

16 宜宾川红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川红 川红·红贵人

17 浮梁县桃墅村昌红家庭农场 昌红金芝 浮梁红茶

18 祁门县兴源茶厂 梅南渡 祁红毛峰

19 江西省上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天工九嶺 宁红工夫



20 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 红茶 武夷红茶

21 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 天之红 祁红皇茶

22 宜宾醒世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黄金白露 黄金白露

23 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 采花牌 采花宜红

3.白茶类（共 2 个）

二、金奖（共 80 个）

1.绿茶类（共 43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安徽方达茶业有限公司 磨子源兰花 舒城小兰花

2 湖南碣滩茶场有限公司 小瞿茶铺 碣滩茶

3 贵阳春秋实业有限公司 雀舌报春 雀舌报春

4 信阳市昌东商贸有限公司 豫信 豫风楚韵

5 黄山古诗里生态农业科技园有限公司 古诗里 太平猴魁

6 黄山徽百年茶业有限公司 徽百年 黄山毛峰（HBN01）

7 吉首市新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西坊 湘西黄金绿茶

8 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 采花牌 采花毛尖

9 赣州韶琳茶业有限公司 韶琳 翠芽茶

10 苏州三万昌茶叶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分公司 三万昌 洞庭山碧螺春

11 安徽兰花茶业有限公司 万佛山 舒城小兰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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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贵阳春秋实业有限公司 春秋银宝石 银宝石

14 休宁县茗洲峰秀家庭农场 茗洲峰秀 黄山毛峰

15 谢裕泰茶业有限公司 谢裕泰 黄山毛峰二级

16 遂川县汤湖茶和天下茶厂 遂汤牌 狗牯脑茶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福建康来颜茶业有限公司 康来颜 白毫银针

2 福建茶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蝴蝶牌 银针白毫 5135



17 浮梁县瑶里镇春苗茶叶种植家庭农场 浮梁茶 瑶明春茶

18 信阳周肖同茗茶业有限公司 周肖同茗 信阳毛尖

19 苏州东山汇洞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东山汇 洞庭山碧螺春

20 宁波市奉化雨易茶场 雨易 曲毫（绿茶）

21 黄山市洪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洪通 黄山毛峰

22 杭州龙心大悦茶业有限公司 江南美人 轻奢龙井

23 泰顺县牛顶峰茶叶专业合作社 彭家堡 三杯香绿茶

24 岳西县竹山古茶园茶业有限公司 惠根 “岳西翠兰”茶

25 信阳市浉河区余海群茶叶专业合作社 余海群 车云山毛尖

26 黄山市峆心茶业有限公司 峆心 太平猴魁

27 黄山市徽州区长青有机茶专业合作社 竹垅山 黄山毛峰

28 浙江千屿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千屿 大佛龙井

29 天台华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赤城山云雾 绿茶

30 黄山夫子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夫子峰 太平猴魁 2-1

31 象山嫩槚茶场有限公司 波波半岛仙茗 波波半岛仙茗

32 福建春伦集团有限公司 春伦 雀舌

33 黄山洋湖茶业有限公司 黄山洋湖 黄山毛峰

34 都昌县观音山茶业家庭农场 鄱茗 都昌白茶

35 苏州市西山天王茶果场 天王坞 洞庭山碧螺春茶

36 常宁市兴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常宁塔山茶、

塔山云芽
绿茶

37 黄山市徽州区黄山源茶业有限公司 洽舍 黄山毛峰

38 宁波市五龙潭茶业有限公司 御金香 它山堰绿茶

39 江西华农绿欢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绿欢牌 庐山云雾绿茶

40 恩施金风茶叶有限公司 羽露 恩施玉露特级

41 四川蒙顶山味独珍茶业有限公司 味独珍 早春甘露

42 遂川县安村茶厂 翠源 绿茶

43 黄山猴王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魁一 猴魁 2号



2.红茶类（共 32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乐昌市乐茗源茶业有限公司 乐茗缘 红茶

2 北川县禹露茶业有限公司 羌王贡 羌红茶

3 江西华农绿欢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七都红红茶 红茶

4 苏州市东山御封茶厂 御封 洞庭吴红（红茶）

5 泰顺县山和茶叶专业合作社 寅春 寅春红茶

6 贵阳春秋实业有限公司 春秋 红宝石

7 澧县周小云太青野茶专业合作社 新“小大方” 元贡一号常德红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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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红茶

9 休宁县茗洲峰秀家庭农场 茗洲峰秀 祁门红茶

10 黄山合羽欠茶业有限公司 砚遇 祁红金针

11 浮梁县合源茶叶专业合作社 鸡冠红 红茶

12 祁门县兴源茶厂 梅南渡 祁红金针二号

13 江西省龙南市虔龙红茶开发有限公司 虔龙红 红茶

14 黄山市祁门县松潭茶业有限公司 松潭 祁红香螺

15 安徽省祁门县祁红茶业有限公司 祥源茶 祁红毛峰

16 黄山市黟县五溪山茶厂有限公司 五溪山 金福（特一红茶）

17 湖南石门渫峰名茶有限公司 《渫峰》牌 常德红茶

18 常德市匠者茶业有限公司 湘匠者 红金芽

19 宁波市北仑传甬茶业有限公司 明州 明州红茶

20 信阳汇业实业有限公司 豫月古茗 芽头

21 紫金县金丰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丰号 原香红茶

22 黄山市黟县柯村茶厂有限公司 柯翠牌 工夫礼茶

23 黄山市黄山区皇礼茶业有限公司 皇礼坑 皇礼魁红（大山）

24 福建隽永天香茶业有限公司 隽永天香 “坦洋工夫”福安红茶

25 黄山小罐茶业有限公司 小罐茶 金骏眉



26 黟县金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黟金 祁门红茶

27 祁门县正源茶业有限公司 祁域源香 祁红金针

28 苏州市思梅茶叶有限公司 思梅 碧螺红茶

29 苏州洞庭山花果香茶场 螺红 小叶工夫红茶

30 景德镇市金桂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孚钉 桂香浮梁红茶

31 云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中茶 红茶一号

32 祁门县兴源茶厂 梅南渡 祁红金针二号

3.白茶类（共 3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福建康来颜茶业有限公司 康来颜 白牡丹

2 福鼎如意祥茶业有限公司 煮煮相传 不管怎样·白茶

3 福建茶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蝴蝶牌 牡丹皇 5152

4.黄茶类（共 2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安徽省抱儿钟秀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抱儿钟秀 黄大茶

2 浙江子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子久 平阳黄汤

三、优秀奖（共 79 个）

1.绿茶类（共 41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黄山市徽州区黄山源茶业有限公司 洽舍 黄山毛峰

2 黄山源谨信茶业有限公司 源谨信 黄山针羽

3 黄山市徽州区长青有机茶专业合作社 竹垅山 黄山毛峰

4 河南省妙高茶业有限公司 妙高 信阳毛尖

5 黄山野猴茶业有限公司 野猴牌 太平猴魁茶

6 贵阳春秋实业有限公司 凤冈锌硒绿茶 凤冈锌硒茶

7 江西玖玢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仙人眉 狗牯脑绿茶

8 黄山市黟县五溪山茶厂有限公司 五溪山 茶和天下（特一毛峰）



9 浙江骆驼九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九宇 抹茶

10 上海市黄山茶林场 茶林场牌 二十四亩香茶

11 桐城市龙眠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 颂嘉湖 桐城小花

12 黄山市芽典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芽典 特级黄金芽

13 景德镇市西湖珍芝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西湖珍芝 浮梁茶

14 黄山市春茗茶业有限公司 莫问茶號 黄山云雾茶（古法毛峰）

15 黄山松谷茶业有限公司
松谷+拼音

+图形
太平猴魁

16 黄山小荷里茶业有限公司 小荷里 黄山毛峰

17 黄山松谷茶业有限公司 松谷 黄山毛峰

18 黄山光明茶业有限公司 老谢家茶 黄山毛峰

19 苏州吴地集珍茶业有限公司 太湖之春 洞庭山碧螺春

20 黄山市黄山区皇礼茶业有限公司 皇礼坑 太平猴魁

21 黄山市徽州区长青有机茶专业合作社 竹垅山 黄山毛峰

22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 中茶 湘西黄金茶

23 黄山甘白香茶业有限公司 甘白香 甘白香白茶

24 江西赣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神脉溪 神脉溪白茶

25 海南母瑞山茶业有限公司 瑞军谭 瑞军谭绿茶

26 黄山合羽欠茶业有限公司 砚遇 黄山毛峰头采

27 黄山徽商茶业有限公司 徽商 黄山毛峰

28 安徽神之茗商贸有限公司 神之茗禅茶
太平猴魁前身陈家坞魁尖

（通货）

29 休宁县茗洲峰秀家庭农场 茗洲峰秀 茗洲炒青

30 黄山谢禾方茶叶专业合作社 谢禾方 太平猴魁

31 黄山耕香园茶业有限公司 耕香园 黄山毛峰

32 苏州岚庭碧螺春茶叶专业合作社 寒谷渡 洞庭山明前碧螺春

33 普定县黔贝茶业有限公司 —— 朵贝翠芽

34
安徽省大别山茗茶小镇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华国茗人

大别山白霜雾毫

（舒城小兰花）



35 黄山市紫微茶叶有限公司 桃花溪 太平猴魁

36 景德镇市金桂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里雾 浮梁茶

37 浙江景宁凤艳茶业有限公司 凤艳 金奖惠明茶

38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碧螺春茶厂 咏萌 洞庭山碧螺春

39 河南仰天雪绿茶叶有限公司 仰天雪绿 仰天雪绿茶叶

40 黄山来龙山茶林有限公司 谭家桥 太平猴魁

41 黄山徽百年茶业有限公司 徽百年 黄山毛峰（HBN02）

2.红茶类（共 34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英德市雅清茶业有限公司 —— 英红九号——金毛毫

2 祁门县正阳茶厂 陶子 祁门工夫红茶

3 祁门县祁馨茶业生态园有限公司 祁馨、同泽昌 祁红毛峰

4 贵阳春秋实业有限公司 春秋红 春秋红

5 黄山王光煕松萝茶业股份公司 王光煕 红松萝茶

6 黄山市紫微茶叶有限公司 桃花溪 祁门红茶

7 福建新坦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坦洋 坦洋老枞

8 商城县其鹏有机名茶厂 其鹏 其鹏信阳红

9 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义旺茶厂 “義旺” 祁红毛峰

10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 中茶 黄金红茶

11 黄山祁门门门红茶业有限公司 门门红 祁红毛峰

12 黟县清野茶厂 清野 红茶

13 安徽省屯溪实验茶场 龙山园 工夫红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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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黄山松谷茶业有限公司 松谷 红茶

16 安徽神之茗商贸有限公司 仰雾里魁红 仰雾里魁红（通货批量）

17 黄山市黄山区皇礼茶业有限公司 皇礼坑 皇礼魁红（中坞）

18 黟县柯兰茶林有限公司 柯兰 红茶

19 安徽省黄山市祁门眉茶旅有限公司 祁眉 祁红金针



20 贵阳春秋实业有限公司 凤冈锌硒红茶 凤冈锌硒红茶

21 祁门县祁纯茶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祁纯 祁眉金针

22 黟县七兰坑茶叶专业合作社 七兰坑 祁门红茶

23 祁门县祁红世家茶业有限公司 祁红世家 祁红毛峰

24 修水县琼峰茶场 琼峰 宁红高山野茶

25 祁门县红绿茶业有限公司 红绿梦 祁红香螺

26 祁门县祁馨茶业生态园有限公司 祁馨、同泽昌 祁红金针

27 祁门县祁红世家茶业有限公司 祁红世家 祁红金芽

28 黄山合羽欠茶业有限公司 砚遇 祁门红茶

29 景德镇市金桂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孚钉 浮梁工夫红茶

30 安徽省黄山市祁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祁翔 祁红毛峰

31 开平市大沙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沙里 英红九号金毛毫红茶

32 祁门县石迹源茶叶初制厂 吴老汉 祁红毛峰

33 祁门县祁雅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祁野 祁门红茶

34 祁门县惠蘭茶业有限公司 惠兰雨 祁红金针

3.白茶类（共 2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普定县黔贝茶业有限公司 —— 朵贝银针

2 安徽中翠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凤尾蘭 白茶

4.黄茶类（共 2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商标名称 茶样名称

1 德清莫干山黄芽茶业有限公司 雲鹤 莫干黄芽

2 霍山汉唐清茗茶叶有限公司 汉唐清茗 霍山黄大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