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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斤十几万元乃至数十万元

谁是
“天价岩茶”
幕后推手

拥有千年历史的武夷岩茶以工艺繁复、制作周期长、品质独特著称，价格向来
不菲。近年来，部分岩茶价格呈现数倍乃至一二十倍增长，从每斤数千元、上万元
涨至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
春节期间，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天价岩茶”愈演愈烈，有的还打着“非卖
品”名义“天价”出售，少数岩茶被炒作成“办事茶”
“送礼茶”，成为热门高端礼品，并
滋生回收、
代售等变现业务。谁是
“天价岩茶”
幕后推手？

每斤 10 万元以上的岩茶充斥市场
“非卖品”卖“天价”

记者近日走访福州茶叶市场发现，包装奢华、每斤
10 万元以上的岩茶充斥市场。
记者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一些包装上标注
“非
卖品”的茶叶，不仅在专卖店公开出售，并且店员一张口
就是每斤十几万元乃至数十万元。
在福州一家名为“手尚功夫”的茶叶店，店员向记者
推荐一款标注“非卖品”的“远香”茶叶，10 克 1 泡的茶叶
9600 元，每斤 48 万元。记者问这款茶能不能卖，店员表
示
“可以”
，并称春节期间这款茶很多人想要，需要等几天
才有货。记者表示预订 5 泡，店员电话确认后说“三天后
可以取货”。
记者在福州一家
“北岩”
岩茶店看到，一款名为
“宗匠
大韵”的岩茶，一盒两泡（1 泡 9 克）标价 16200 元，每斤
45 万元，茶叶包装上标注“非卖品”。记者问“非卖品”是
否出售，工作人员表示，可以按标价出售。
市场上还疯传所谓
“天价岩茶”
榜单。记者拿到一份
最新的“2021 年天价岩茶”榜单，上榜岩茶分“非卖品”和
“在售品”。
“非卖品”有 18 款茶，每斤价格均在 10 万元以
上，售价在 30 万元以上的岩茶有 14 款；
“在售品”有七八
十款，每斤价格在 5 万元以上。
记者在福州、武夷山多家茶叶专卖店发现，榜单上的
“天价茶”绝大多数在销售，且每斤超过 10 万元的不止上
榜岩茶品牌。
在福州一家“八马”茶叶店，店员向记者推荐多款每
斤价格 10 万元以上的岩茶；其中一款名为“牛一”的岩
茶，
1 泡仅 8 克，包装奢华，
售价 3000 元。

标价惊人的岩茶。

新华视点供图

买，说领导爱喝，
非得送这款茶不可。
“有款上榜岩茶单泡 6000 元，有顾客寻上门来要买，
说是年节送礼，对方只要这款茶，最后每泡茶加价 2000
元购买。
”
福州鼓楼区一家茶叶专卖店店员告诉记者。
记者在福州一些茶叶店暗访发现，有的茶叶店提供
“天价茶”回收服务，
“收这么贵的茶，有的人觉得喝了浪
费，想要转手变现，可以把茶叶放在我们这里，售出后分
成。”

多数茶农利益受损
应刹住奢靡腐败之风

记者调查了解到，卖出“天价”的“正岩茶”
“山场茶”
大都产自武夷山天心村。这些年高端岩茶的火爆，受益
的主要是茶商和少数茶农，武夷山大多数茶农不但没有
受益，
反而成为受害者。
“天价茶”榜单成送礼依据
由于近年来市场上炒作“山场茶”
“ 正岩茶”，以“稀
收受后还可回收、代售变现
缺”
“大师”
等噱头作为卖点，市场上将
“天价岩茶”
等同于
武夷岩茶，使大量中低端岩茶遭遇
“寒流”
。实际上，武夷
记者调查了解到，绝大多数武夷岩茶的成本在数百
山茶园面积 14.8 万亩，每年岩茶产量 1 万多吨，正岩茶不
元、数千元之间。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
“每斤动辄一二
足 10%；正岩产区之外，很多中低端岩茶卖不出去，茶农
十万元、数十万元的‘天价茶’，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肯定
利益受损。
不是正常现象。”
福建省政协常委、民建省委主委吴志明说，一些茶企
位于武夷山星村镇黄村的一家中小型岩茶厂，茶叶
过度炒作、
过度包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岩茶的信誉度
是由当地茶农加工生产的。前些年，这里的茶叶销售价
有持续下降趋势。近两年以来，
中低端岩茶滞销率达
格为每斤 300 元至 3000 元。近年来，该茶厂和福州客商
40％以上。
合作，注册新公司、包装营销，改头换面，部分岩茶每斤达
采访中，武夷山的茶企、茶农、行业协会负责人、当地
十几万元甚至三十多万元。
党委政府等各方均明确表示，炒作
“天价岩茶”
，助长了奢
武夷山茗川世府茶叶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黄正华告诉
靡之风，
扰乱了市场秩序，
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记者，
“天价岩茶”主要是武夷山以外一些商人进场炒作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何
的结果。
一心说：
“质优价实，让老百姓而不是少数人消费得起岩
“外面公司运作能力很强，进武夷山后，收购茶农产
茶，
才是岩茶产业长远健康发展的方向。不能通过炒作
品，注册一个商标，取个花名，文案做漂亮，包装搞奢华，
去创造、迎合那些畸形的需求。
”
炒作‘榜单’
‘稀缺’
‘非卖品’等噱头，推高价格。”黄正华
近日，
武夷山茶业同业公会发布多封公开信，
倡导全
说。
市茶企茶农共同反对价格虚高、
过度包装、
恶俗花名等炒
“天价茶”
的背后暗藏
“四风”
等腐败动向。记者在福
作行为。
州多家茶叶店暗访时，多名店员告诉记者：
“1 泡茶近万
针对“天价岩茶”愈演愈烈的乱象，武夷山市委市政
元甚至一两万元，买的人不怎么喝，几乎都是用来办事送
府持续采取多项措施整治。武夷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礼的。”
中秋、国庆及春节期间，此类
“天价茶”
销量明显增
长彭秀莲告诉记者，近日，武夷山市场监管局、茶业局等
加。
部门约谈部分销售
“天价岩茶”
企业，对存在过度炒作、串
记者调查了解到，
“天价茶”
榜单之所以受追捧，除了
通操控茶叶价格，甚至以次充好等行为的依法查处，并予
企业的营销炒作，还因为榜单成为一些人办事送礼的重
以曝光，
纳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管理。
要依据。
业内人士表示，
要防止“天价茶”等名贵特产类特殊
多家茶叶店店员告诉记者：
“这个榜单一出来，大家
资源诱发
“四风”
问题反弹，
在日常监督中，应将
“天价茶”
就知道了这款茶叶的价格，送给领导有面子。”在福州三
列入党员干部不得收受的名贵特产资源目录，
对于利用
坊七巷附近一家茶叶店，店员告诉记者，不少人是按照榜
“天价茶”
进行洗钱、
受贿等行为的，
应严肃查处，
公开通
单的排名找茶送礼，越是“非卖品”
、越是高价越受追捧。
报，形成震慑。
有的茶品质一般，但是标上“天价”，偏偏有人找上门来
汉 口 金 桥 大 道 113 号

声称“非卖
品”、标价 1.62
万元一盒的“宗
匠大韵”。

制图 童胤文

后续：
福建多部门联合整治
“天价岩茶”

记者 22 日从福建省市场监管局获悉，针对媒体曝光的
“天价岩茶”乱象，该局和福建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出《关于
整治
“天价岩茶”
乱象的通知》，并相继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20 日下午，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对福州市区品牌茶叶门
店展开抽查，发现部分商家存在未明码标价、
无食品经营许
可证经营、
不正当竞争以及涉嫌销售高价岩茶等问题，当场
进行了取证、
立案。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
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出的通知指出，
各地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强化岩茶销售环节监管，对销
售价格虚高的岩茶生产经营主体，特别是媒体曝光的茶商、
茶企，重点查核超指导价销售搭售、
私下交易或上市销售价
格高昂的
“非卖品”
“品鉴品”
等。
该通知要求，各地要组织查处虚假标示、掺杂掺假、以
次充好、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商标侵权、不明码标价、串通
操控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典型案件，并严肃整治在营
销中渲染享乐奢靡的不良行为。
通知中还提及，各地行业主管部门要守土有责、
守土尽
责，相关行业协会、同业公会要加强自律，共同建立完善岩
茶种植、加工、销售全过程、全链条监管体系。要深入推进
“一品一码”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实行源头赋码，严格执行
茶叶生产和销售记录档案制度，落实进货查验及索票索证
制度和产品质量控制制度。要指导权利人加强茶叶地理标
志产品专用标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授权使用、印刷、发
放的日常监管，
确保专用标志不滥用、
不冒用。
通知指出，各地要通过媒体加大岩茶文化正面推广，发
动群众监督，提高社会的正确认知，倡导理性消费，消除理
解误区，营造有利于岩茶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氛围。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