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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中国茶业品牌计划——2021 年（春季）茶新品推荐活动

推荐产品名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帮助广大会员企业更加有效地面向市场和消费者推介年度

新品、展示品牌形象，我会于今年 3 月起，联合京东电商平台共同组

织开展了“中国茶业品牌计划——2021 年（春季）茶新品推荐活动”，

活动组委会邀请国内茶叶生产加工、产品开发、包装设计、市场营销

等领域多位知名专家，依照“公平、公正、公开、公益”的宗旨原则，

对产品品质进行评价，根据品质评定结果和相关产品说明，选出入围

产品，随后对产品创新性、包装设计、综合性价比等多项指标进行评

判，经过三个月的产品征集和专家评定，最终确定 2021 年（春季）茶

新品推荐产品名录，现予公布，请周知。

产品推荐证明查询、下载方式将于近日在协会官网、微信公众号中

作出说明，同时可在证明上查阅分数详情。

附 件：2021 年（春季）茶新品推荐产品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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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1 年（春季）茶新品推荐产品名录

一、绿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杭州御峰茶叶有限公司 中狮牌龙井茶

2 安徽省六安瓜片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徽六 六安瓜片

3 杭州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 艺福堂杭韵西湖龙井 15+

4 新昌县群星茶业有限公司 百鸟峥茗牌我本自然心茶特级大佛龙井

5 黄山市猴坑茶业有限公司 猴坑牌大圣-金礼盒

6 杭州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 艺福堂安吉白茶特级天仙白

7 黄山六百里猴魁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百里茶王

8 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谢裕大黄山毛峰•国耀 2007

9 天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方-雾里青

10 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湖龙井伴手礼

11 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洞庭碧螺春伴手礼

12 黄山市新安源有机茶开发有限公司 新安源 黄山银毫

13 杭州正浩茶叶有限公司 卢正浩西湖龙井·卢派 1030

14 贵州韵茗春茶业有限公司 盖懿·沿河乌江白茶

15 浙江省新昌县澄潭茶厂 大佛龙井

16 杭州正浩茶叶有限公司 卢正浩福莲.茶礼

17 墨江凤凰山茶业有限公司 凤凰山 2021 晒青茶

18 杭州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 艺福堂杭韵西湖龙井 13+

19 四川省凤鸣茶业有限公司 仙雾凤茗宜宾早茶

20 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文新信阳毛尖 2021 新茶栗香信字罐

21 河南新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林玉露”抹茶

22 浙江省诸暨绿剑茶业有限公司 西施银芽

23 黄山市徽行天下茶叶有限公司 滴水香

24 新昌县群星茶业有限公司 “白鸟峥茗”牌大佛龙井品味特级



25 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 采花毛尖经典五星

26 随州神农茶业有限公司 随州芽茶

27 杭州西湖区茶叶有限公司 井牌明前特级礼盒

28 峨眉雪芽茶业分公司 峨眉雪芽/观山阅海

29 杭州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 艺福堂杭韵西湖龙井 11+

30 湖南省洞口县古楼香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雪峰揽云

31 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文新信阳毛尖 2021 新茶花香信字罐

32 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沙毛峰

33 贵州省阳春白雪茶业有限公司 湄潭翠芽（明前）

34 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毛尖伴手礼

35 汉中山花茶业有限公司 “张骞牌”汉中仙毫

36 贵州省安顺市茶叶开发中心 瀑布毛峰

37 中茶谢裕大（黄山）茶叶有限公司 中茶心选挂耳绿茶

38 桂阳金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仙天尊-银毫

39 嵊州市茶京堂茶业有限公司 隔尘香龙井茶

40 江西省太阳红茶业有限公司 沙坦太阳红牌野生有机绿茶

41 杭州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 艺福堂西湖龙井鉴心礼盒

42 贵州省安顺市茶叶开发中心 瀑布翠龙

43 湖南省洞口县古楼香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古楼春茗

二、红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鼎红系列红茶金骏眉双罐装

2 湖南省洞口县古楼香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古楼龙凤红

3 湖南省洞口县古楼香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古楼金丝红

4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山茶业有限公司 正山堂·骏眉中国·如意金方罐（50g）

5 云南白药天颐茶品有限公司 红瑞徕·传奇 1939 凤庆滇红工夫红茶

6 祁门县祁雅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祁野祁门红茶



7 湖北五峰白溢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红和祥宜昌宜红（一芽一叶）

8 桂阳金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仙天尊-特级兰香

9 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雨林红 5号（红茶）

10 黄山市徽行天下茶叶有限公司 徽州红茶

11 贵州韵茗春茶业有限公司 盖懿·香草美人乌江红茶

12 江西省太阳红茶业有限公司 沙坦太阳红牌野生有机红茶

13 湖北车溪人家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车溪人家宜昌宜红茶

14 四川省凤鸣茶业有限公司 仙雾凤茗筠连红茶

15 福建新坦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坦洋老枞

16 桂阳金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仙天尊-金毫

17 浮梁茶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香红

18 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 天之红·梦之红祁门红茶

19 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金帆牌早春英红九号（红茶）

20 北京一叶归正茶康科技有限公司 一叶归真武夷春桃

21 云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中茶红茶 1号

22 中茶谢裕大（黄山）茶叶有限公司 中茶心选挂耳红茶

23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山茶业有限公司 正山堂·骏眉中国·小神农架野茶（50g）

三、乌龙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 工夫茶·鉴赏装（大红袍）

2 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老丛水仙（80+)·牛一 12888

3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 山国工夫茶肉桂 S5000

4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 山国工夫茶老枞水仙 S5000

5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 山国工夫茶大红袍 S5000

6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 山国工夫茶清香铁观音 S5000

7 安溪县桃源有机茶场有限公司 品雅铁观音

8 北京市武夷山老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老记茶业荔焙·大红袍



四、白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福建省莲峰茶业有限公司 三泉在茶里·白毫银针

2 福建福鼎东南白茶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南多奇白牡丹

3 深圳市凯安臻品实业有限公司 凯安臻品 2021 年日晒白毫银针

4 深圳市凯安臻品实业有限公司 凯安臻品 2021 年日晒牡丹王

5 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轻云（白茶）

6 福建省裕荣香茶业有限公司 花朝二月（早春二月）

7 福建省莲峰茶业有限公司 三泉在茶里·白牡丹

8 福建顺茗道茶业有限公司 顺茗道·荒枞金砖

9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 山国工夫茶白牡丹 S2000

10 祥源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古树白

五、黄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安徽省抱儿钟秀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抱儿钟秀 霍山黄茶（黄大茶）

六、黑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 洞茶今昔（青砖茶）

2 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 青砖茶（二合一）

3 陕西泾阳泾昌盛茯砖茶有限公司 泾昌盛茯砖茶·泾河号子

4 陕西右任故里茯砖茶股份有限公司 右任故里/起源

5 黄山市天方茶叶有限公司 古黟黑茶 200g 古黟黑茶

6 黄山市天方茶叶有限公司 古黟黑茶 160g 小块黑砖茶

7 益阳茶厂有限公司 湘益湖南黑茶

8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 白沙溪安化黑砖茶（2Kg）

9 苍梧县六堡镇黑石山茶厂 濡菲 2016 年秋茶



10 苍梧县六堡镇黑石山茶厂 濡菲 2017 年社前茶

11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有限公司 中茶龙印

12 广西芊河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芊河 2021 有机社前茶

七、普洱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山古树茶王 6000 普洱茶（生茶）紧压茶

2 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牛年颂福（生饼）

3 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山古树茶王 3000 普洱茶（生茶）紧压茶

4 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记号-八八七-普洱茶（生茶）

5 云南白药天颐茶品有限公司 醉春秋·朋聚普洱茶（生茶）紧压茶

6 云南白药天颐茶品有限公司 醉春秋•朋聚普洱茶（生茶）紧压茶

7 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天禄石渠（古树普洱茶·生茶）紧压茶

8 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弯弓公社古树饼茶 普洱茶（生茶）

9 腾冲市高黎贡山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黎贡山传承 1983 生茶

10 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59 金仓洱沱茶 普洱茶（生茶）

八、花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横县华成茶厂 盛世华成东方雪芽茉莉花茶

2 闽榕茶业有限公司 闽榕茶业茉莉龙毫

3 闽榕茶业有限公司 闽榕茶业茉莉香茗

4 闽榕茶业有限公司 闽榕茶业茉莉珍毫

5 闽榕茶业有限公司 闽榕茶业茉莉香毫

6 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庆沣祥”品牌普茶花韵



九、柑普茶、茶饮料、水果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彩云南”品牌柑之悦

2 安徽省黄大特茶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大特茶—无糖茶

3 安徽省黄大特茶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大特茶—玉米须茶

4 安徽省黄大特茶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大特茶—九朵茉莉

5 杭州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 黄桃桑葚山楂火龙果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