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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拍品详情 

1 号标的      

委托人：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品名 狮峰牌西湖龙井明前精品 S500礼盒 等级 精品级 

品牌    狮峰 茶类 绿茶 

数量 1200克 包装规格 150克/盒*8盒 

生产日期 2018年 3月 28日 保质期 12个月 

产地 浙江杭州 制造商 杭州之江茶叶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QS330114010042 产品标准 GH/T 1115-2015 

 

2 号标的     

委托人：杭州五云山茶叶有限公司 

品名 狮梅牌西湖龙井茶 等级 特级 

品牌 狮梅 茶类 绿茶 

数量 1000克 包装规格 250克/包*4包 

生产日期 2018年 4月 1日 保质期 12个月 

产地 杭州梅家坞 制造商 杭州五云山茶叶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3018712293 产品标准 GB/T18650 

 

3 号标的      

委托人：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品名 天香牌安吉白茶自在大山云驾礼盒 等级 精品级 

品牌 天香 茶类 绿茶 

数量 1120克 包装规格 140克/盒*8 盒 

生产日期 2018年 4月 11日 保质期 12个月 

产地 浙江安吉 制造商 浙江兴合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20133052300555 产品标准 GB/T 2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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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标的      

委托人：杭州千岛玉叶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千岛湖牌千岛湖红茶 等级 特级 

品牌 千岛湖 茶类 红茶 

数量 5千克 包装规格 200克/盒*25 盒 

生产日期 2018年 4月 5日 保质期 18个月 

产地 杭州市淳安县 制造商 杭州千岛玉叶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3012707700 产品标准 Q/QDH0002S-2017 

 

5 号标的     

委托人：杭州九曲红梅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天香牌九曲红梅茶 等级 特级 

品牌 天香 茶类 红茶 

数量 1千克 包装规格 200克/盒*5盒 

生产日期 2018年 4月 2日 保质期 36个月 

产地 杭州市西湖区 制造商 杭州九曲红梅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QS330114011488 产品标准 GB/T13738.2 

 

6 号标的      

委托人：普洱市红源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滴滴神牌金丝贡茶 等级 特级 

品牌 滴滴神 茶类 红茶 

数量 4 千克 包装规格 200克/罐*20罐 

生产日期 2018年 5月 3日 保质期 在符合贮存条件下，适宜长期保存 

产地 云南省普洱市 制造商 普洱市红源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53080210830 产品标准 GB/T13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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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标的     

委托人：新昌县国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品名 国昊茗茶•天姥红 等级 特级 

品牌 国昊 茶类 红茶 

数量 500克 包装规格 250克/盒*2盒 

生产日期 2018年 4月 4日 保质期 24个月 

产地 浙江越州 制造商 新昌县国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QS3306 1401 1326 产品标准 GB/T13738.2 

 

8 号标的      

委托人：勐海普和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终极品格牌茶王级古茶树单株纯

料普洱生茶 等级 茶王级 

品牌 终极品格 茶类 黑茶 

数量 400克 包装规格 400克/饼*1饼 

生产日期 2015年 6月 18日 保质期 在符合储存条件下，适合长期保存 

产地 云南省勐海县 制造商 勐海班章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许可证 QS532814010230 产品标准 GB/T22111 

 

9 号标的      

委托人：杭州朴藤茶叶有限公司 

品名 大益牌 2009年印象普洱生茶 等级 特级 

品牌 大益 茶类 黑茶 

数量 2.5千克 包装规格 357克/饼*7饼 

生产日期 2009年 4月 20日 保质期 在符合储存条件下，适宜长期保存 

产地 云南西双版纳 制造商 勐海茶厂 

生产许可证 QS5300 1401 0002 产品标准 Q/MHC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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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号标的      

委托人：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熹誉牌金花茶团 等级 一级 

品牌 熹誉 茶类 黑茶 

数量 7千克 包装规格 7千克/个*1个 

陈化日期 2011年 11月 1日 生产日期 2016年 6月 30日 

保质期 在符合储存条件下，适宜长期保存 产地 广西梧州 

制造商 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450400600014 

产品标准 GB/T32719.4 

11 号标的      

委托人：福建龙馨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感德龙馨牌清溪怀古铁观音 20年老茶 等级 特级 

品牌 感德龙馨 茶类 乌龙茶 

产品类型 陈香型 数量 480 克 

包装规格 160 克/盒*3盒 包装日期 2018年 4月 25日 

保质期 18个月 产地 福建省安溪县 

制造商 福建龙馨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5052400195 

产品标准 GB/T19598 

12 号标的      

委托人：福建陈泰昌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品名 陈泰昌牌 80年代漳平水仙老茶 等级 一级 

品牌 陈泰昌 茶类 乌龙茶 

数量 1千克 包装规格 100克/盒*10 盒 

包装日期 2018年 4月 25日 保质期 在符合储存条件下，可长期保存 

产地 福建省漳平市 制造商 福建陈泰昌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5088100091 产品标准 DB35/787-2007 

说明 据专家经验判断，该拍品系 80 年代，每一小包装的净重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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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号标的      

委托人：福鼎市春鼎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早翠茗牌福鼎白茶白毫银针 等级 特级 

品牌 早翠茗 茶类 白茶 

数量 1500克 包装规格 500克/盒*3盒 

生产日期 2017年 9月 15日 保质期 十五年内 

产地 福建省福鼎市 制造商 福鼎市春鼎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5098201574 产品标准 GB/T22291 

 

14 号标的      

委托人：德清莫干山东山生态林场有限公司 

品名 百亩顶牌莫干黄芽 等级 特级 

品牌 百亩顶 茶类 黄茶 

数量 500 克 包装规格 250克/盒*2盒 

生产日期 2018年 3月 26日 保质期 12个月 

产地 德清县莫干山 制造商 德清莫干山东山生态林场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3052101085 产品标准 DB330521/T31-2015 

 

15 号标的      

委托人：龙游县合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品名 龙游黄牌龙游黄茶 等级 特级 

品牌 龙游黄 茶类 黄茶 

数量 1.4 千克 包装规格 100克/盒+40克/盒（共 10套） 

生产日期 2018年 4月 5日 保质期 18个月 

产地 龙游县罗家乡 制造商 龙游圣堂茶业专业合作社 

产品标准 GB/T 21726-2018 说明 食品生产许可证正在申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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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号标的   

委托人：同道堂（上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品名 紫砂壶 主题 《明年一起去看花》 

类型 大写意紫砂壶 作者 陆一飞  苗培越  翟天鹏  联合制作 

数量 1把 容量规格 280毫升 

泥料 原矿紫泥 产地 宜兴丁蜀 

落款 陆一飞 苗培越 包装情况 盒装 

收藏证书 有 

 

17 号标的   

委托人：同道堂（上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品名 紫砂壶 主题 《云芽熟》 

类型 大写意紫砂壶 作者 陆一飞  苗培越  翟天鹏  联合制作 

数量 1把 容量规格 300毫升 

泥料 原矿朱泥大红袍 产地 宜兴丁蜀 

落款 陆一飞  苗培越制 包装情况 盒装 

收藏证书 有 

 

18 号标的   

委托人：同道堂（上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品名 陆一飞书法作品 主题 《苏东坡茶诗》 

类型 书法 作者 陆一飞 

数量 1幅 尺寸规格 69cmX33cm（两平方尺） 

落款 一庐 装裱情况 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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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号标的      

委托人：浙江荣盛达锡制品有限公司 

品名 锡却月嵌铜茶壶 作者 盛一原 

等级                    A 品牌 荣盛达 

数量 1套（七件） 生产日期 2018年 4月 

包装 锦盒 产品标准 Q/RSD01-2013 

产地 浙江省永康市 收藏证书 有 

制作工艺 国家非遗保护项目（永康锡雕）传承人纯手工制作 

 

 

 

 

20 号标的      

委托人：浙江荣盛达锡制品有限公司 

品名 宝石花酒壶 作者 盛一原 

等级 A 品牌 荣盛达 

数量 1件 生产日期 2018年 4月 

包装 锦盒 产品标准 Q/RSD01-2013 

产地 浙江省永康市 收藏证书 有 

制作工艺 国家非遗保护项目（永康锡雕）传承人纯手工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