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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9-2010年中国茶叶行业市场调研与投资分析》涵盖行业最新数据，
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
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
。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
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
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yinliao/3635636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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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引言
2008年，我国茶叶虽然遭受了年初罕见的冰雪气候，但是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茶叶生

产得到迅速恢复，全年茶叶生产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
公告，2008年我国茶叶产量达到124万吨，比上年增长6.4%，再创历史新高。产量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最近几年新增茶园面积较多，以及冻害后各地重视茶园的肥培管理，抵消了冻害
的影响。2008年茶园面积预计为160万公顷，比上年增加7万公顷，增长5%。受金融危机以
及汶川地震的影响，国内市场茶叶销售出现增速减缓趋势，销售压力也在增大，尤其是高档
茶叶销售表现的更为明显。

近年来兴起的有机茶、绿色食品茶就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茶馆也成为茶叶消费的窗口，
茶馆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带动了茶叶的消费，茶艺馆发展方兴未艾，对拉动茶叶消费、扩大
市场显示出积极的意义。我国茶叶到了2010年，茶叶面积160万公顷，产量将达到135万吨
，产值超过210亿元。茶叶深加工产品产值350亿元，茶馆、茶文化等与茶相关的第三产业
产值达200亿元。在茶叶加工方面，茶叶精制加工企业要全部通过QS质量认证，茶叶初制加
工企业能够实现清洁化生产。在茶叶流通方面，改进现有茶叶批发市场交易方式，提高茶叶
交易效率和交易水平。并且通过加大对茶叶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努力提高茶叶企业在国内
外市场的竞争力，并且通过发展品牌连锁经营和茶叶的电子商务等，来促进茶叶流通的现代
化。

我国茶叶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茶叶标准不健全，商家短期行为严重，行业协会对茶产
业缺乏推动力。从我国茶叶行业整体发展形势看，内销市场能否持续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我
国茶叶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最近几年，各地组织了多种类型的茶文化宣传活动，并且取得
很好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应该加强茶叶保健功能的研究，并且通过对饮茶健康知识的持
续宣传，培养消费者健康饮茶意识，刺激茶叶消费需求的增加。

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等单位提供的大
量资料，对我国茶叶市场的国际市场、发展现状、细分市场、竞争格局、发展趋势及对策等
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对我国茶叶整体走势预测的基础上，本报告还运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对我国茶叶行业整体的格局、现状、未来走势做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判断。
目 录
第一章 茶叶概述
第一节 茶叶的分类与品种
一、茶叶的种类
二、茶叶的产地分布
三、有机茶的定义
第二节 中国茶叶市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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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叶产品的多样性
二、商品茶价格的模糊性
三、市场通路的波动性
四、茶叶品牌的可塑性
五、包装茶的盈利性
第三节 茶叶行业质量状况
一、我国无公害茶叶总体质量达到国家标准
二、控制茶叶农药残留提高茶叶质量
第四节 茶叶行业QS认证情况
一、茶叶QS认证的程序及相关标准
二、2007年起执行茶叶QS市场准入制度分析
三、QS认证牵动茶叶行业神经
第二章 2008-2009年国际茶叶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世界茶叶市场分析
一、世界茶叶的产地分布
二、茶叶各主要消费国分析
三、2008年全球茶叶价格分析
四、越南进入世界5大茶叶出口国
五、世界茶叶市场新动向
第二节 国际茶叶政策及标准状况
一、欧盟茶叶农药残留限量规定
二、2007年国际茶叶展发表《全球茶产业宣言》
三、主要国家茶叶及其制品标准
第三节 印度茶叶市场分析
一、印度主要茶叶公司概况
二、2008年印度茶叶生产情况
三、印度茶叶出口量分析
四、印度茶叶瞄准中国高档茶市
五、印度的茶产业现状
第四节 肯尼亚茶叶市场分析
一、2008年肯尼亚茶叶产量分析
二、肯尼亚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出口国
三、埃及取代巴基斯坦成为肯尼亚茶叶最大买家
四、肯尼亚茶叶销售红利发放给茶农
第五节 日本茶叶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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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茶叶发展概况
二、日本茶叶市场特点
三、2008年日本调整茶叶农残限制
四、2008年我国茶叶对日本出口分析
五、2009年我国茶叶对日本出口分析
第六节 美国茶叶市场分析
一、美国茶叶市场概况
二、美国茶叶进口标准
三、2008年我国对美国茶叶出口分析
四、美国与加拿大茶叶市场分析
第七节 俄罗斯茶叶市场分析
一、俄罗斯茶叶市场现状
二、2008年我国对俄罗斯茶叶出口情况
三、2009年俄罗斯茶叶进口量将增加
四、新茶品挑战俄罗斯传统茶市场
五、俄罗斯茶叶市场潜力巨大
第八节 英国茶叶市场分析
一、英国茶叶市场概况
二、2008年英国茶叶进口概况
三、2008年我对英国茶叶出口分析
四、英国自豪向中国出口茶叶
第三章 茶叶包装分析
第一节 中国茶叶包装情况
一、茶叶包装要符合标准规定
二、茶叶包装装潢的四个特征
三、茶叶包装呼唤“简单实惠”
第二节 茶包装设计的材料及特性分析
一、茶包装的材料设计
二、茶包装的色彩设计
三、茶包装的形象设计
四、茶叶包装的文字设计
第三节 茶叶包装存在的问题
一、茶叶存在过度包装问题
二、茶叶包装注意标签规范13项
第四节 南北茶市的茶包装区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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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方人喜欢大气包装
二、南方人偏爱精致包装
第五节 茶叶包装策略
一、茶叶包装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
二、茶包装关键是技术与文化含量
三、现代茶叶包装的特点
四、茶叶包装装潢的特征体现
第四章 2008-2009年中国茶叶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金融危机对茶叶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茶叶需求
二、金融危机对国内茶叶市场的影响分析
三、金融危机助推茶叶网上交易
四、2009年金融危机对我国茶叶出口影响分析
五、茶叶企业提升“软实力”应对金融危机
第二节 2008年我国茶叶产销分析
一、2008年全国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2008年我国茶叶产销情况
三、2008年我国的茶业现状分析
第三节 2009年我国春茶产销形势分析
一、2009年我国春茶产量分析
二、2009年我国春茶价格分析
三、2009年我国春茶销售分析
四、2009年我国春茶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四节 2008-2009年我国茶叶进出口分析
一、2008-2009年我国茶叶进出口统计
二、2008年我国茶叶出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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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8年我国对摩洛哥茶叶出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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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08年我国对毛里塔尼亚茶叶出口分析
八、2008年我国茶叶出口品种分析
九、2009年我国对巴基斯坦茶叶出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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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09年下半年茶叶出口料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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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2008-2009年茶叶行业品牌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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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茶市场品牌存在的问题
三、茶叶品牌化制约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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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叶品牌化程度低制约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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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叶批发市场的演变
二、茶叶批发市场发展现状
三、茶叶批发市场今后发展方向
第八节 茶叶市场的经营管理
一、茶叶市场经营决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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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叶信息管理系统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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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8-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管理费用
四、2008-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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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8-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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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2008-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行业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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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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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8年精制茶加工全国销售收入前十家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二、2009年精制茶加工全国销售收入前十家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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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茶叶市场消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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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茶叶消费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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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找出可供选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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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8年我国对德国红茶出口分析
四、中国红茶品牌抢占国际市场分析
五、彩云红打造世界级红茶品牌
第三节 中国部分地区红茶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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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8年祁门红茶“走”进联合国
二、松溪红茶首个企业标准实施
三、福建福州掀起“坦洋工夫”红茶热潮
四、重庆红茶有望重获生机
第四节 祁门红茶产销的问题分析
一、原料供应紧缺
二、资金短缺
三、企业间标准不统一
四、税负较重
五、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
第五节 红茶发展策略分析
一、中国红茶品牌抢占国际市场策略
二、红茶的振兴需要从长远考虑
三、午后红茶品牌推广新营销途径
四、立顿红茶凭“灵感”推进新营销
第十章 2008-2009年花茶市场分析
第一节 花茶市场发展概况
一、花茶介绍
二、花茶审评中品质问题分析
三、花茶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 2008-2009年茉莉花茶发展情况
一、2008年南京雨花茶启用新版“身份证”
二、2008年福州茉莉花茶获地理商标
三、2008年横县茉莉花茶产业通过验收
四、福州茉莉花茶年产值近20亿元
五、福州茉莉花茶将有统一标准
六、2009年福州成立茉莉花茶产业联盟
七、福州5年内将种3万亩茉莉花茶
第三节 2008年我国茉莉花茶趋势分析
一、2008年茉莉花茶生产销售情况
二、2008年茉莉花、花茶的生产情况
三、对后期市场的预测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建议
第十一章 2008-2009年其他种类茶叶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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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08-2009年乌龙茶市场分析
一、乌龙茶产区及品种分析
二、2008年日本成为中国乌龙茶最大进口国
三、福建省将制定乌龙茶白茶国际标准
四、乌龙茶的开发打破区域限制
五、金观音乌龙茶地方标准发布
六、安溪乌龙茶产业的演进
七、厦门乌龙茶出口分析
八、福建乌龙茶的品牌化分析
第二节 2008-2009年普洱茶市场分析
一、2008年普洱茶主打奥运茶品牌
二、2008年春茶是普洱茶新机遇
三、2009年“天价”普洱茶回归理性价位
四、2009年广东“普洱茶”面临更名烦恼
五、广东茶企拟对普洱茶国家标准提起申诉
六、普洱茶规范发展正当时
第三节 2008-2009年白茶市场分析
一、2008年政和白茶国家标准实施
二、2008年安吉白茶“母子商标”携手闯市场
三、2009年福鼎白茶通过保护审查
四、漳墩白茶俏销海外
五、安吉白茶的发展过程与对策
第十二章 2008-2009年云南茶叶市场分析
第一节 云南茶叶行业总体状况
一、2008-2009年云南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2008年云南茶叶经济运行分析
三、云南茶叶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四、云南欲建立茶叶深加工示范基地
五、2010年云南茶叶发展预测
第二节 红河州茶业状况
一、红河州茶叶向品牌市场稳步迈进
二、红河州茶叶产业情况分析
三、全力开创红河茶叶产业发展新局面
第三节 临沧茶业状况
一、2007年云南临沧茶叶产值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云南临沧拓宽茶叶生产空间
三、用临沧原生态文化打造茶叶产业品牌
四、临沧临翔区茶叶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第四节 德宏茶业状况
一、德宏是茶业的繁荣之地
二、云南省德宏扶持开发茶叶产业
第五节 西双版纳茶业状况
一、西双版纳发展茶业唱响“普洱”品牌
二、2008年云南西双版纳茶叶质量分析
三、“十一五”西双版纳茶业要打生态牌
四、2010年西双版纳茶叶总产量预测
第六节 昌宁茶业状况
一、2007年昌宁县茶叶总产值分析
二、2007年昌宁茶产业调查分析
三、昌宁县加快茶叶产业发展的措施
四、昌宁县提升茶叶产业策略
第十三章 2008-2009年福建茶叶市场分析
第一节 福建茶叶行业发展分析
一、2008-2009年福建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福建茶产业年产值分析
三、2008年福建茶叶年产量居全国第一
四、2008年中国茶叶行业百强福建占1/4
五、厦门茶叶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
六、2009年福建茶叶出口逆势攀升
七、2009年福建8种茶叶加工设备地方标准通过审定
八、福建名优茶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名茶
九、福建乌龙茶被列入全国茶产业建设重点
第二节 安溪茶叶行业
一、2008年安溪茶企新形势下的经营理念
二、2009年安溪启动“茶产业提升年”
三、2009年安溪茶价逆市飞扬
四、现代茶业模式引领安溪茶产业发展分析
五、安溪县茶叶产业标准化工作分析
第三节 福建其他地区茶叶行业发展分析
一、龙岩市做大做强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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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泉州茶业发展分析
三、武夷岩茶的发展现状分析
四、三明采取措施加快茶叶产业发展
第十四章 2008-2009年浙江茶叶市场分析
第一节 浙江茶叶行业发展概况
一、2008-2009年浙江精制茶产量分析
二、2008浙江茶叶出口基本情况
三、2008年浙江茶大批量“抢滩”非洲
四、2008年成本上涨浙江茶商进退两难
五、2009年浙江高档礼品茶销量分析
第二节 宁波茶叶发展情况
一、2008年欧盟农药残留新标宁波茶叶出口迎难而上
二、2008年10月1日起宁波市出口茶叶实施新标准
第三节 丽水茶叶行业分析
一、丽水茶叶市场竞争力分析
二、提高丽水茶叶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三、丽水金观音茶叶走俏市场
四、2009年丽水茶产业亟待转型升级
第四节 浙江其他部分地区茶叶行业
一、2008年浙江余姚茶叶出口成功实现转型
二、008年浙江安吉县48家茶叶企业完成QS认证
三、浙江新昌茶叶产业发展分析
四、2009-2011年浙江建德茶产业发展规划
第十五章 2008-2009年湖南茶叶市场分析
第一节 湖南茶叶行业发展概况
一、2008-2009年湖南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2008年湖南茶叶出口量全国第二
三、2008年湖南两亿元打造湘茶产业园
四、2008年湖南黑茶崛起为时尚保健饮品
五、2008年湖南黑茶受到海外消费者追捧
第二节 湖南部分地区茶叶行业
一、沅陵倾力打造湖南茶叶产业＂航母＂
二、湖南株洲炎陵打造四大名茶
三、湖南桂东县茶叶产业步入新一轮发展快车道
四、湖南长沙宁乡将现10万亩茶叶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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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2008-2009年其他部分省市茶叶市场
第一节 2008-2009年广东省茶叶市场
一、2008-2009年广东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2009年广东企业看好云南茶叶
三、广东茶叶出口连续5年下滑
四、广东解决中低档茶叶滞销难题
第二节 2008-2009年安徽茶叶市场
一、2008-2009年安徽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2008年安徽茶叶制品抽样合格率分析
三、2009年安徽省部分茶叶主产区茶叶遭受严重冻害
四、安徽将新辟20万亩茶园
五、安徽徽府茶行制胜分析
第三节 2008-2009年湖北茶叶市场
一、2008-2009年湖北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2008湖北十堰茶叶产值分析
三、2008年湖北五家茶叶企业入围全国百强
四、2008年湖北省最大茶市落户武昌
五、湖北整合茶叶资源
第四节 2008-2009年贵州省茶叶市场
一、2008-2009年贵州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2008年贵州茶叶打造整体地域品牌
三、2008年贵州茶叶产业发展分析
四、贵州茶产业发展优势与潜力分析
五、贵州安顺打造茶叶拳头品牌
六、贵州实施茶叶品牌战略分析
第五节 2008-2009年广西区茶叶市场
一、2008-2009年广西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凌云成为广西茶叶种植第一大县
三、2008年广西茶叶出口分析
四、2009年广西三江县茶叶发展分析
第六节 2008-2009年四川省茶叶市场
一、2008-2009年四川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2009年四川茶叶价格分析
三、四川将打造茶叶区域名牌
四、四川茶叶市场营销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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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2008-2009年江西省茶叶市场
一、2008-2009年江西精制茶产量统计
二、2008年江西省茶叶出口分析
三、2008年江西南昌市茶叶面积恢复迅速
四、江西南昌建茶叶专业市场
五、江西省茶叶行业抱团闯市场
第八节 2008-2009年其它省市精制茶产量统计
第十七章 中国茶叶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 部分地区茶叶市场竞争状况
一、湖南打造湘茶核心竞争力
二、临沧茶产业凸现竞争优势
三、云南茶企业出口竞争力分析
四、标准化生产提升闽茶竞争力
五、鄂茶产业冲出新格局
第二节 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MPR）
二、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
三、云贸易竞争力指数（Tc）
第三节 中国茶叶产业竞争力的SWOT分析
一、优势
二、劣势
三、机遇
四、威胁
第四节 提高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一、大力开发自然资源，促进茶文化的推广
二、树立品牌化，增强中国茶叶的国际知名度
三、推广HACCP体系，提高茶叶的质量安全
第十八章 茶叶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战略转型分析
第二节 浙江省茶叶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动态
第三节 中国湖南省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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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二、发展动态
第四节 安徽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出口分析
第五节 浙江华发茶业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发展动态
第六节 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发展变革
第七节 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经营理念、现状及规模
第十九章 茶叶行业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
第一节 2009年中国茶叶市场发展动向
一、茶叶消费多样化趋势
二、国内外市场的质量安全门槛越来越高
三、海峡两岸茶业交流日益红火
四、普洱茶发展尚需努力培育市场
五、市场倾向名优茶
六、突出特色茶文化及营销制胜
七、科技创新、产业化生产及提高茶叶附加值
八、2009年茶叶市场态势预测
第二节 2009年中国茶叶市场发展趋势
一、2009年普洱茶发展趋势
二、2009年茶叶种类消费趋势
三、2009年茶叶品牌消费趋势
四、2009年营销的主要手段
五、2009年茶叶价格整体趋势
第三节 2010-2017年世界茶叶产业发展预测
一、2010年全球绿茶、红茶出口趋势
二、2017年世界红茶产量预测
三、2017年世界绿茶产量预测
四、2017年世界红茶的出口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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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7年世界绿茶的出口量预测
第四节 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贯彻品牌战略
二、加快资源整合步骤
三、苦练内功，提高管理水平
四、引进外脑，圆发展之梦
第四节 提升我国茶产业实力的对策分析
一、国外高筑绿色壁垒
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
三、树立中国茶产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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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中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小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集体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股份合作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股份制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私营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2009年中国精制茶加工其它经济类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图表 2008年1-12月我国茶，不论是否加香料出口情况
图表 2008年1-12月我国茶，不论是否加香料进口情况
图表 2008年1-12全国精制茶产量合计
图表 2008年1-12全国精制茶总产值（现价）
图表 2008年1-12全国精制茶产销率
图表 2008年1-12月云南省精制茶产量合计
图表 2008年1-12月福建省精制茶产量合计
图表 2008年1-12月浙江省精制茶产量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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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08年1-12月湖南省精制茶产量合计
图表 2008年1-12月广东省精制茶产量合计
图表 2008年1-12月安徽省精制茶产量合计
图表 2008年1-12月湖北省精制茶产量合计
图表 2008年1-12月贵州省精制茶产量合计
图表 2008年1-12月广西区精制茶产量合计
图表 2008年1-12月四川省精制茶产量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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