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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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峰牌西湖龙井茶 等级 精品级 

品牌 狮峰牌 茶类 绿茶 

净重 500克 包装规格 250克/包*2包 

生产日期 2019 年 3 月 25 日 保质期 12个月 

产区 杭州西湖产区 制造商 杭州之江茶叶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3010613370 产品标准 GH/T 1115 

 

2 号标的     

委托人：浙江骆驼九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品名 九宇抹茶套装 等级 一级 

品牌 九宇牌  茶类 绿茶（深加工茶） 

净重 200克 包装规格 
共 5 盒，每盒含抹茶 40克，茶碗 1 个， 

茶筅 1个，茶匙 1 个 

生产日期 2019 年 4 月 保质期 18个月 

产地 浙江杭州 制造商 浙江骆驼九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3011014994 产品标准 GB/T34778-2017 

 

3 号标的      

委托人：温州玉海春早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品名 玉海春早牌玉海玉针茶 等级 特级 

品牌 玉海春早牌  茶类 绿茶 

净重 288克 包装规格 96克/盒*3盒 

生产日期 2019 年 3 月 28 日 保质期 18个月 

产地 浙江省温州市 制造商 温州玉海春早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33038101749 产品标准 GB/T14456.1 



      
 

4 号标的      

委托人：浙江兴合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品名 兴合茶业牌安吉白茶 等级 精品级 

品牌 兴合茶业牌  茶类 绿茶 

净重 900克 包装规格 180克/盒*5盒 

生产日期 2019 年 3 月 31 日 保质期 12个月 

产地 浙江省湖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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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号标的      

委托人：杭州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 

品名 贡牌狮峰龙井茶 等级 精品级 

品牌 贡牌  茶类 绿茶 

净重 250克 包装规格 250克/盒*1盒 

生产日期 2019 年 3 月 20 日  保质期 12个月 

产区 西湖龙井一级保护区 制造商 杭州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3019804401 产品标准 T/XHS 001-2018 

 

6 号标的      

委托人：杭州九曲红梅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天香牌九曲红梅工夫红茶 等级 特级 

品牌 天香牌  茶类 红茶 

净重 1 千克 包装规格 200克/盒*5盒 

生产日期 2019 年 3 月 30 日 保质期 36个月 

产地 浙江省杭州市 制造商 杭州九曲红梅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3010611251 产品标准 GB/T13738.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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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神牌  茶类 红茶 

净重 20千克 包装规格 200克/罐*100 罐 

生产日期 2019 年 5 月 5 日 保质期 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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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号标的      

委托人：浙江子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品名 子久牌平阳黄汤 等级 特级 

品牌 子久牌  茶类 黄茶 

净重 350克 包装规格 350克/盒*1盒 

生产日期 2019 年 4 月 1 日  保质期 18个月 

产地 浙江温州 制造商 浙江子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3032600521 产品标准 GB/T21726 

2016 年，公司董事钟维标被评定为“温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汤茶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9 号标的      

委托人：福鼎市张元记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张元记牌 2011 年白毫银针 等级 特级 

品牌 张元记牌  茶类 白茶 

净重 300克 包装规格 150克/盒*2盒 

原料年份 2011 年 生产日期 2018 年 6 月 18 日 

保质期 在符合存储条件下可长期保存 产地 福建省宁德市 

制造商 福鼎市张元记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5098200444 

产品标准 GB/T22291 

2016 年，公司总经理张礼雄被福鼎市人民政府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福鼎白茶制作

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号标的      

委托人：福鼎市张元记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张元记牌 2005 年白牡丹茶饼  原料年份 2005 年 

品牌 张元记牌  茶类 白茶 

净重 700克 包装规格 350克/盒*2盒 

生产日期 2016 年 6 月 18 日 保质期 在符合存储条件下 20年内品饮最佳 

产地 福建省福鼎市 制造商 福鼎市张元记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5098200444 产品标准 GB/T31751 
2016 年，公司总经理张礼雄被福鼎市人民政府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福鼎白茶制作技艺）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1号标的      

委托人：福鼎市张元记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张元记创号 150周年纪念茶砖

【白牡丹】 原料年份 2016 年 

品牌 张元记牌  茶类 白茶 

净重 1000 克 包装规格 500克/盒*2盒 

生产日期 2018 年 10 月 10日 保质期 符合存储条件下 20 年内品饮最佳 

产地 福建省宁德市 制造商 福鼎市张元记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35098200444 产品标准 GB/T31751 

2016 年，公司总经理张礼雄被福鼎市人民政府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福鼎白茶制作技艺）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2号标的      

委托人：福鼎市春鼎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早翠茗牌荒野白毫银针 等级 特级 

品牌 早翠茗牌  茶类 白茶 

净重 1000 克 包装规格 1000 克/盒*1 盒 

生产日期 2017 年 3 月 18 日 保质期 在符合储存条件下，适宜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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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号标的      

委托人：福建龙馨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感德龙馨安溪铁观音（浓香型） 等级 特级 

品牌 感德龙馨牌  茶类 乌龙茶 

净重 512克 包装规格 256克/盒*2盒 

生产日期 2019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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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598-2006 

 

14号标的      

委托人：勐海普和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南糯茶皇单株古树普洱茶 茶饼编号 P01069(2D-1) 

品牌 终极品格牌  茶类 普洱生茶 

净重 400克 包装规格 400克/饼*1饼 

生产日期 2018 年 5 月 18 日 保质期 在符合储存条件下适宜长期保存 

产地 云南勐海 制造商 西双版纳勐海神益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53282200550 产品标准 GB/T22111 

 

15号标的      

委托人：勐海普和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老曼峨茶皇单株古树普洱茶 茶饼编号 P06017(3D-3) 

品牌 终极品格牌  茶类 普洱生茶 

净重 400克 包装规格 400克/饼*1饼 

生产日期 2018 年 5 月 18 日 保质期 在符合储存条件下适宜长期保存 

产地 云南勐海 制造商 西双版纳勐海神益茶业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 SC11453282200550 产品标准 GB/T22111 

 



      
 

16号标的      

委托人：勐海汉明茶业有限公司 

品名 
 普瑞明牌那卡老树普洱茶 

普瑞明牌金猪纳福普洱茶 品牌 普瑞明牌  

茶类 普洱生茶 净重 51408 克 

包装规格 各 2 箱（那卡老树：357 克/饼*60饼；金猪纳福：357 克/饼*84饼） 

生产日期 
那卡老树：2018年 5月 28日 

金猪纳福：2019年 4月 8日 保质期 在符合储存条件下，适宜长期保存 

产地 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 制造商 勐海恒兴瑞茶厂 

生产许可证 SC11453282246511 产品标准 GB/T22111-2008 

 

17号标的   

委托人：同道堂（上海）文化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品名 陆一飞书法作品 主题 《唐皎然饮茶歌》 

类型 书法 作者 陆一飞 

数量 1 幅 尺寸规格 63cm*35cm 

印章 一庐 装裱情况 裱板 

 

18号标的   

委托人：同道堂（上海）文化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品名 紫砂壶 主题 《阳羡遗珍》 

类型 大写意紫砂壶 作者 陆一飞 姚小秋 翟天鹏 

数量 1 把 容量规格 300毫升 

泥料 原矿朱泥 产地 宜兴丁蜀 

款识 一飞   小秋 包装情况 盒装 

创作年代 2018 年 11 月 收藏证书 有 

 

 



      
 

19号标的   

委托人：同道堂（上海）文化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品名 紫砂壶 主题 《太古》 

类型 大写意紫砂壶 作者 陆一飞  姚小秋  翟天鹏  

数量 1 把 容量规格 500毫升 

泥料 原矿朱泥 产地 宜兴丁蜀 

款识 一飞    姚小秋制 包装情况 盒装 

创作年代 2018 年 11 月 收藏证书 有 

 

20号标的      

委托人：金华市神雕雕塑工艺有限公司 

品名 禅意福莲铜壶 类型 茶器具 

作者 程育全 生产日期 2019 年 3 月  

数量 1 把 重量规格 0.8千克（20 厘米*10厘米）  

包装 木盒 款识  神雕铜艺    

产地 浙江金华 收藏证书 有 

制作工艺 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纯手工制作  

 

21号标的      

委托人：浙江荣盛达锡制品有限公司 

品名 “十德”锡雕茶具套装  类型 茶器具 

作者 盛一原 生产日期 2018 年 10 月 25日 

数量 1 套（10 件） 规格 
含锡制茶壶、茶罐、公道杯、茶漏、茶

勺、茶针各 1 只，杯子、杯托各 2只  

包装 锦盒 款识  盛一原 

产地 浙江省永康市 收藏证书 有 

制作工艺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纯手工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