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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茗客茶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主要致力于品之易茶艺机的市场开拓和品牌

推广。作为聚茗客茶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方之一，丰和电器有限

公司以品之易茶艺机的设计，研发和生产为主。聚茗客茶业有

限公司与丰和电器有限公司共同致力于将品之易品牌的茶艺机

推广到中国和世界各地，为公司、政府和家庭等消费者提供便

捷、健康、时尚、高品质的产品。

位于肇庆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生产基地，拥

有将近3万平方米的车间、写字楼、宿舍。这些资源为品之易

茶艺机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规划和在建的新车间

将会更加规模化和现代化，这为品之易茶艺机提供了更大的发

展空间。

位于广州的营销中心负责整个市场的营销策划和管理，

我们将逐渐在北京，上海，重庆等一线城市建立分公司，并以

此为基础建立起遍布全国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位于法国和加拿大的合资公司，为品之易茶艺机在欧洲

和北美的市场拓展提供有力的保证。

聚茗客茶业有限公司和丰和电器有限公司拥有一个统一

的管理团队，成员具有多年的跨国公司管理和工作经验，尤其

是品之易茶艺机的设计、生产和质量管理团队，主要人员拥有

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主流汽车品牌设计、生产、供应汽车零件的

经验。这样的团队现在正按照国际标准管理着品之易茶艺机设

计、生产和营销的各个环节，我们的目标是致力于打造一个立

足于中国大陆并伸展到欧洲、北美等世界各地的国际品

牌——品之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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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进的技术、人性化的设计、优质的制造及贴心

的服务，让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场合，轻松品饮新鲜冲

泡、口味醇正的工夫茶，带给人们：

便捷、品质、健康、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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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
自中国人发现茶叶并开始饮茶，饮茶的工具就不断地变化和完

善。而每次的改变无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折射出当时人文文化与

科学技术的特征。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汉代到唐代初期 人们喝茶的方式比较粗放 一般来说就是将

茶和葱、姜、橘子等一同烹煮，然后饮其汤汁或者食用。在此阶段没

有专门的饮茶器具。

， ，

1 无专门的饮茶器具阶段
第一阶段

自唐代开始，饮茶之风日盛，加上唐代国力兴盛，社会富足，导

致制茶工艺越来越精细，专门用于饮茶的器具也逐步形成并完善。陆

羽就曾列出28种茶具的名称。饮茶的方法是：将茶饼碾碎，过箩成

末，再经煎茶或者点茶，然后引用。饮茶之风有“ 兴于唐，而盛于

宋” 之说。特别是宋代宫廷贵族、文人雅士的尚茶、崇茶，进一步推

动了茶文化的发展。但是宋人的饮茶方式和唐代无太大差别。

2 煎（点）茶阶段
第二阶段

从元代开始，茶叶加工方式开始从饼茶过渡到散茶，所以用沸水

冲泡的饮茶方式逐渐替代了煎茶和点茶，与之相适应的茶具也发生了

变化。到明代，基本上完成了现代茶具的定型化。因此有“ 唐煮宋点

明冲泡” 一说，而且我们现代人手工冲泡工夫茶的方式，从明代起就

基本没有改变。

3 冲茶阶段
第三阶段

商业合作推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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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优势

专利及技术优势
品之易茶艺机世界首创，具有自主研发的技术优势，

拥有多项专利。在更新换代的同时，

可根据市场需求拓宽完善产品性能款式。

社会生活文化的变化使我们现代人类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会

的富足也使人们对健康和品味的需求越来越高。所有这些变化，突显

出传统冲茶方式的局限性，它表现在这样一对矛盾中：快捷的冲茶方

式不能够提供高品味的茶饮，高品味的茶饮没有快捷的冲泡方式。科

技的发展产生了电脑、网络、电子识别等新技术，只有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才能够解决这个矛盾。

品之易茶艺机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机产生了，它是现代社会文化

和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传统中国饮茶器具发展变化的延续和继承。

4 品之易开创便捷冲泡工夫茶新时代
第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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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创  

品之易智能茶艺机
品之易智能茶艺机，以中国传统千年茶文化为基础，完全依照传统工夫茶的泡制工序，运用最

新科技创新研发设计而成，不费时间，无须繁多的茶具，一杯好茶随手可得。

商业合作推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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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式冲泡： 现代科技实现传统茶艺，一键式完成自动取水、加茶、煮水、洗茶、冲茶、斟茶、清茶渣整

套冲茶工序；  

便捷模式： 品之易模式提供各类茶的专业冲泡参数，不需要你做任何设置，一杯清香的茶随手可得；  

人性化设计： 品之易人性化茶盒设计，你可以随意将自己喜欢的茶叶加入品之易茶艺机，使用起来同样方

便、快捷；   

在线购茶： 你可以直接通过茶艺机提供的订购平台，选择您喜欢的茶叶或免费样品。

便捷

品质
口味醇正、可靠：专家级的参数，保证茶汤口味醇正，品质可靠、杯杯如此；

原叶茶冲泡：品之易茶艺机和工夫茶一样采用的都是优质原叶茶冲泡，口味更自然；

现煮现泡：每一杯茶都是现煮水现冲泡，茶汤更新鲜； 

生活品质提升：无论是办公自用还是商务洽谈，品之易茶艺机都让您生活品质和接待档次得到大大提升。

健康
茶水分离： 茶水分离有效避免茶叶中有害物质溶入茶汤，喝茶方式更为健康；

杜绝千沸水： 每杯茶现取水，现烧水，绝对新鲜； 

食品级材料： 茶艺机全身食品级材料打造，完全符合健康标准。 

环保
茶盒循环利用： 品之易专用茶叶盒可循环利用、有效减低包装成本、价格实惠；与传统的包装形式相比大

大减少生活垃圾，绿色、环保、使用更放心；

节能省电： 茶艺机相比传统冲茶方式用电节省可达5 0 %； 

时尚
外观时尚： 法国设计师结合中国茶文化精心设计而成，外观时尚、内兼文化，精致、高雅；

空间更整洁： 比传统的冲泡方式节省空间可达6 0 % 使您的工作、生活空间更加整洁、美观。 ，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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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运用领域
在很多场所您都可以喝到一杯不费工夫的工夫茶：

办公室、会议室、会客室

高级酒店大堂、高级客房、自助餐厅、商务会所

银行VIP俱乐部、汽车4S店、

家庭客厅、书房

......

广阔的市场需求
很多人喜欢喝茶，但不知如何冲出一杯好茶，在中

国北方、世界各地真正懂得正宗茶艺的人屈指可

数；有一部分人懂得茶艺，却无暇冲泡，品之易茶

艺机只需一个按钮，一杯正宗的工夫茶随手可得！

书房  书房  健身房  健身房  会议  会议  

家居  家居  4S店  4S店  

餐厅  餐厅  酒店  酒店  

办公室  办公室  客厅  客厅  会所会所
商业合作推介书
www.mypuret.com

运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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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的商务、生活助理
不管您是一位生意繁忙、交际频繁的企业老板，还是一位现代化企业

高级白领，品之易茶艺机操作便捷、口味醇正、品质高雅，是您生意

洽谈、待客聚会、满足自饮、提高效率的得力商务和生活助理；

不管您是怎样一类人，品之易茶艺机都将成为您得力的商务和生活助

理。

送礼的最佳选择
全球首创品之易茶艺机新鲜上市，造型时尚 定位高端

特别适合作为商务公关，亲人关怀、探亲访友最佳礼品选择

新鲜：绝对吸引人的眼球，最为礼品够新潮；

时尚：外观简洁、有时代感，一定深受受礼者的钟爱；

健康：送茶艺机等于送健康，送关怀，在情感上更加分；

定位高端：作为礼品够气派，有档次。

， ，

商业合作推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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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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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智能茶艺机

便捷性更突出！
我们从茶源把握茶叶品质，从成长环境、采摘过程、加工工艺到茶叶成

品，认真进行考察、评估。

我们慎重、严谨地选择品之易茶叶产地及原料合作伙伴。

我们聘请专业评茶师，为每一款茶都设置最佳冲泡参数，结合智能茶艺机

冲泡，保证每杯茶的最佳口味。

商业合作推介书
www.mypuret.com

品之易-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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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试问

您身边有多少人在喝茶，中国是茶的故乡，又有多少茶客？

喝茶的好处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全世界又有多少人在喝茶？

上班一族、商务人士没有太多时间泡茶，在中国的北方、世界其他地区很多人喜欢喝茶，但不知道怎样

冲泡，品之易茶艺机操作便捷、口感醇正，能满足这类客户的需求，市场潜力有多大？

有多少商务办公场所，使用传统工夫茶艺没有效率，不太现实：商务会议上、办公室内、银行VIP室、酒

店客房、自助餐厅、会展中心……有一台这样完全可以代替手工、口味醇正的茶艺机能解决多少商务人

士的困惑？

有多少追求时尚和生活品质的现代家庭也会考虑摆放这样一台颇具现代感的茶艺机？

1、中国茶叶销售每年以7﹪的速度递增.

2、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喝茶对身体健康的益处

3、50岁以下的人群想喝茶，但没时间学习怎样泡好茶，喝泡得不好的茶，对健康反而没有帮

助，茶艺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4、我们的目标客户群集中在30——55岁，购买力强，覆盖面广，市场容量大。

5、全新的品之易茶艺机特别适合业务往来、商务待客，同时也是一种健康、高档、时尚的首

选礼品。

仔细一想，还真的有一片广阔的天地！

商业合作推介书
www.mypuret.com

市场前景

茶业市场分析

咖啡机与茶艺机对比

1、很多商务、接待场所都配置咖啡机，作为礼仪和高品质饮品。但咖啡是舶来品，并不被所有人认可，也

不如喝茶健康。传统的中国文化还是以饮茶为主，以茶待客特别是高品质的茶水，更是接待品质和礼

仪的象征。

2、现磨咖啡机售价为8000.00～30000.00元，品之易茶艺机零售价只有5980.00元。速溶咖啡机售价

在2500.00～8000.00元的范围，但饮品的品质是无法与前者相比的。

3、咖啡机已经进入市场多年，高端市场被进口品牌垄断，发展、盈利空间有限。国产产品质量、价格参差

不齐，竞争激烈。

4、茶艺机是创新产品，具有巨大的市场容量。既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化，又符合健康时尚的潮流，而且目前

没有同类竞争的产品。公司所有的服务、配套、利润会比咖啡机更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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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

品之易营销策划团队全面为品牌的推广和产品营销出谋划策，根据每个经销商地区特点和自身优

势，定制营销方案和行销计划、帮助经销商做各种市场拓展和营销活动，促进销量提升。

营销策划支持

根据经销商的业务拓展需求，品之易市场策划团队提供统一完善的品牌形象和终端形象设计方案、

专业的产品陈列和有效的终端展示方案，标准的统一的产品知识培训。

运营指导

公司提供完整的宣传资料和广告推广物料，同时，根据营销活动需求，支持相应促销赠品。

宣传物料支持

品之易市场部对广告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与投放效果评估，并按照计划进行有针对性的区域市场广告

支持！

广告投放支持

完善的物流配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便捷的售后服务网点，为产品的销售、售后、服

务咨询提供有力的保障。

售后服务支持

对忠于品牌、业绩突出的经销商，公司有相应的奖励体制。

完善经销商奖励制度

在一定的区域内，公司对有实力的经销商实行区域独家经销，保证充足的市场和良性竞争环境，充

分保证经销商的利益。

利益保护

合作共赢

商业合作推介书
www.mypur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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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盈利能力分析（案例）
以一个地级市为例：

区域包括：1个市政府、3个区、4个县城、20个乡镇、175个事业单位、100家企业、300万人口

市场容量预测： 市政府：20台*1=20台  

区政府：8台*3=24台

县政府：5台*4=20台

镇政府：2台*20=40台

事业单位：3台*175=525台 

企业：3台*100台=300台

普通消费人群:3000000*0.0001=300台 (平均10000人中有一个购买)

总计:1229台

毛利润预算: 1229*2500=3072500元

茶艺机

市场盈利分析

商业合作推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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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费用：3072500*50%=1536250元

纯利润： 3072500-1536250=1,536,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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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建设战略
以广东为中心和源头市场，发展北京、上海、重庆为区域中心，辐射全国.

以广东为研发生产、营销策划中心，拓展欧洲、北美市场逐渐影响世界。

商业合作推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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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战略

产品系列化战略
作为全智能茶艺机的首创者和领跑者，拥有专业强大的设计研发团队、

一流的创新才能，我们在茶艺机领域不断创新，使品之易的产品不断系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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