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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新化红茶发展迅猛。文章分析了新化红茶品牌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化红茶
品牌高质量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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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Xinhua Black Tea Brand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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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Xinhua black tea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Xinhua black tea brand, and puts forwar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Xinhua
black tea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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