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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新化红茶发展迅猛,新化红茶在各大电商平台也收获了很多销售佳绩。文章分析了新化
红茶电商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化红茶电商发展良策。
[关键词] 新化红茶；电商；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F324.3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E-commerce of Xinhua Black Tea
Yuting Zuo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Xinhua black tea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gained a lot of sales success in major
e-commerce platfor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Xinhua black tea, and puts forward some good strategies for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Xinhua black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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