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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茗茶仓

中国茶品牌另类之路
湖 南 茶 行

业又将迎来新
一轮整合高峰。

去年省茶业协会首次提出，湘茶要打造
千亿茶产业的口号，给我省茶企带来无
限机遇，但机遇的背后挑战也不小。

有业内人士直言，企业规模、品牌
化程度、信息平台建设和人才梯队建设
是我们不得不跨的坎。

近日，湖南三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健接受采访时表示：“专业品
牌运营是茶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根本，也
是中小茶企做大做强的基础。 ” 同时，
他介绍了三茗茶仓发展中， 摸索出的

“康庄大道”。
■记者 吴林

湖南三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月在长沙市注册成立， 注册资金 2013
万元。2012年 8月，三茗农业携手湖南滕琼
野茶王茶叶有限公司、 湖南紫艺茶业有限
公司在夯实以“湘红功夫”“桃源野生大叶
红”、“桃源野生大叶茶饼”、“桃源紫艺茯
茶”系列茗茶产品的生产、加工基础上，同
时，以战略眼光及专业手法，进行品牌、品

质、品种三位于一体，六大茶系以及茶具的
资源整合， 协力开创中国茶品质传承连锁
品牌—三茗茶仓。

三茗茶仓是三茗农业旗下隆重推出的
全国连锁加盟形式的茶叶及深化延伸产品
的卖场连锁品牌。 集中售卖茗茶精品，红
茶、黑茶、黄茶、白茶、绿茶、青茶等六大茶
系，同时附带花茶、保健茶，各式茶具，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涉茶类卖场。 此外还和国内
茶行业众多知名品牌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代售其优质产品。

刘健总裁表示， 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
内投入约 3000 万元进行战略布局，逐步构
建自营型或扶植有实力的代理商开设品牌
专卖店， 最终成为全国著名的涉茶类连锁
卖场。

1、产业引导模式的创新
三茗茶仓专注整合优质资源，集品牌、

品质、 品种三位一体并直面受众市场的创
新模式。这一模式，深度保障茶产业销售群
体的利益，将分层解决“茶好不好？ 茶好卖
不好卖？茶在哪里卖？”三大核心要素，资源
型的优质整合， 引导茶业领域的新一轮产
销革命。

2、强大的品牌形象优势
三茗专业而庞大的“1对 1服务”团队，

不仅是企业与经销商的纽带， 更是跟进服
务质量，以专业化、标准化、现代化、科学化
来降低消费者购茶的心理门槛的保证。 既
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同时也兼顾了消费者
的购物心理需求， 从而形成了三茗专卖的
品牌优势。

3、标准化的物流管理优势
三茗茶仓确保连锁经营物流的合理

化、系统化，降低加盟商的物流费用，减少
茶产品销售成本。

4、合理的品牌专属经销区域优势

从区域划分及加盟政策角度而言，三
茗茶仓特定的加盟与特许经营组织结构，
充分保障经营者的独立性与地域经营权
限。不仅制订了公正严明的地区加盟政策，
保护区域代理商独家经销的权利。 同时在
选址、经营等方面提供人性化的支持。

5、专业化培训是品质保证
受许人必须为自己的管理能力负责，

而管理却是一门复杂的技巧， 三茗茶仓从
经营的角度，提供强大的综合培训、执行计
划。 具体表现为：以市场为准绳，制订公司
价格宏观政策；保障产品更新；提供开业扶
持政策和系统培训支持政策、 人员支持政
策。

6、全渠道组合传播与促销支持
区别于其他加盟品牌， 三茗茶仓提供

的是先进的全渠道媒体资源整合传播模
式， 并围绕整合传播进行全国性的“ATL
（线上传播）+BTL（线下执行）”整合营销模
式。从策略执行角度而言，三茗茶仓每年为
加盟店提供多份实效的促销活动方案（新
茶上市、新品上市、节庆促销、大客户营销

维护方案），帮助加盟店短期内迅速提升销
量， 打开市场； 同时也会从口碑传播的角
度， 协助各加盟店做好各种临时个性宣传
方案（茶友会、 品鉴会、 联盟会、 推介会
等）。

7、专业的 CIS 系统物料支持
三茗茶仓提出“中国茶文化品质传承”

的经营理念。茶的质量控制，是经营中最重
要的问题。在供应领域，三茗茶仓制订严格
的质量控制标准与标准量化办法， 加盟商
必须严格执行质量控制程序和质量标准，
借此打造三茗茶仓的核心竞争力。

8、专业化保障财富共赢
三茗茶仓突破传统理念， 设置强有力

的销售返利政策， 对加盟商实施更大的让
利政策，使得加盟商愿意全力投入市场，达
成更高的销售目标。 台阶式的销售返利政
策，并及时返利兑现，区别于同行业其他，
优势明显。

近年来，常德市茶叶产业发展十分迅
速。 据统计，全市现有茶园约 25万亩，年产
量近 2 万吨，综合产值近 10 亿元。 茶产业
已经成为常德农业的重要支柱产业和山丘
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常德市发展茶叶
产业有很多优势和潜力，但远比福建安溪，
近比益阳安化， 常德茶产业的综合产能和
经济效益还有较大差距。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 如何在庞大的传

统产业链中创立一种新模式、 一种行之有
效并能带来直观效益的模式， 成为了三茗
茶仓探索的重点。 三茗茶仓专注的是整合
优质资源，集品牌、品质、品种三位一体并
直面受众市场的创新模式。这一模式，深度
保障茶产业销售群体的利益， 将分层解决
“茶好不好？ 茶好卖不好卖？ 茶在哪里卖？ ”
三大核心要素，资源型的优质整合，引导茶
业领域的新一轮产、销革命 。

湖南三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常德市
落户，开启全面招商。 目前，湖南三茗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已完成与湖南腾琼野茶王茶
业有限公司、湖南紫艺茶业有限公司、安化
太阳山黑茶有限公司、 武夷山永生茶业有
限公司、 湖南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签订品
牌战略。

【品名】桃源野生大叶饼茶
【原料】桃源野生大叶茶
【产地】湖南·桃源
监制单位： 湖南三茗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生产厂家： 湖南腾琼野茶王茶

业有限公司
特征： 黑茶是中国六大茶类之

一，做工精细，品质优良，茶汤滋味醇
和，爽滑，汤色橙红明亮，香气纯正。
具有越陈越香的独特品质和降脂减
肥、去油腻、助消化、清肠胃、治腹泻、
延缓衰老等重要的保健功效。

【品名】野茶王
【原料】桃源野生大叶茶
【产地】湖南·桃源
监制单位： 湖南三茗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生产厂家： 湖南腾琼野茶王茶

业有限公司
特征： 本产品是采用清明前后

一星期内大叶鲜嫩芽头精制而成。 条
索壮实、挺直翠绿、油润光滑。 翩若竹
影，挺似雀舌，冲泡后能三起三落，呈
雨后春笋迎宾之状， 汤色嫩绿明亮，
悠香缕缕持久，未尝其味，心已怡然。

【创始】开创中国茶品质传承连锁品牌

【发展】引导茶业领域新一轮产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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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三茗茶仓”八大优势助力起航

【品名】桃源大叶红
【原料】桃源野生大叶茶
【产地】湖南·桃源
监制单位： 湖南三茗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生产厂家： 湖南腾琼野茶王茶

业有限公司
特征： 湖红工夫桃源大叶红红

茶，选料优质桃源大叶茶，法循工夫
茶制作工艺，成就工夫红茶精品。 其
汤色琥珀红亮，口感浓醇鲜爽，特殊
花果香馨。 常饮桃源红，有助于明目
清心、养胃健脾、滋肺润喉、养颜护
肤。

三茗茶仓旗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