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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品种概况 

1.1 谢裕大绿茶概述 

我国是茶的发源地，历史非常悠久。据文字记载，我们祖先在三千多年前已

经开始栽培茶树。茶叶发现于神农时期，流行与唐朝，鼎盛在宋代，深入发展于

明代，后一直流传至今。在中国多种茶叶中，绿茶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产区最辽

阔、品种最丰富、产量最多、消费区域最广，是中国第一大茶类。中国绿茶品种

主要有：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西湖龙井、碧螺春、信阳毛尖等。 

渤海商品交易所挂牌的谢裕大绿茶标准品为黄山毛峰,黄山毛峰主产于安徽

省黄山，于清代光绪年间由谢裕大茶行创制而成，迄今已有 140年历史。 

谢裕大品牌创始于清光绪元（1875）年，历史悠久。1875年谢正安在传统制

作工艺的基础上，创制了新茶。该茶白毫披身，芽尖似峰，又产于黄山，故取名

为黄山毛峰。谢正安成功研制出黄山毛峰后，同年在上海创办“谢裕大茶行”，

商号名称取为“谢裕大”，随后茶叶远销至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在上海的成功，

促使谢裕大茶行加快北方的布局，在东北营口开设了谢裕大分号，是为“奉天裕

大”，并由此经奉天（沈阳）、哈尔滨，将茶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罗斯的远东城市

海参崴。谢裕大茶行在当时有“名震欧洲四五载”之美誉。 

历经 140年，五代人跨越三个世纪的传承，谢正安第五代嫡系玄孙谢一平于

1993年在黄山毛峰的发源地——漕溪乡，创立了徽州漕溪茶厂，并于 2006年建

成了亚洲最大的绿茶生产基地。同年，徽州漕溪茶厂成功改制，“谢裕大”这一

百年品牌得以光复，后经股改为“黄山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商务

部批准为“中华老字号”，并于 2012年获得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的“无行政区划冠

名权”，最终正式定名为“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谢裕大自此成为一家集生

产、加工、销售、科研为一体，涉及茶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六

安瓜片等）、茶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基地建设、茶油、旅游等茶文化相关

联产业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和国家级国新技术企业。旗下品牌“谢正安”荣获“中

国驰名商标”，包装成品 100 余种，涵盖政商务礼品、情感礼品、实惠自饮等多

层消费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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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谢裕大绿茶的功效和特质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茶叶发源地，绿茶则是我国茶叶消费的主要品种，被称为

“国饮”。绿茶不仅具有提神清心、清热解暑、消食化痰、去腻减肥、清心除烦、

解毒醒酒、生津止渴、降火明目、止痢除湿等药理作用，还对现代疾病，如辐射

病、心脑血管病、癌症等疾病，有一定的药理功效。 

茶作为饮料的使用是在从唐朝开始的，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茶文化形成的主要

时期，当时的主要茶叶品种即为绿茶。在此期间上至皇宫显贵，下至黎民百姓，

几乎人人饮茶。自此文人雅士的文词作品开始与茶联系起来，“茶圣”陆羽所著

世界第一本完整的茶书《茶经》也出自这一时期。 

绿茶是一种未经发酵制成的茶，它采取新叶或芽，经杀青、整形、烘干等典

型工艺制作而成的产品，其在冲泡后茶汤较多的保存了鲜茶叶的绿色主调，故名

绿茶。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开始了解了茶叶的成分。经过鉴定，茶叶中含有

机化学成分达 450多种，无机矿物元素达 40多种。茶叶中含有的蛋白质、脂肪、

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茶多酚、茶素、芳香油、脂多糖等等，都是人体

不可缺少的重要营养物质 。这中间的有些成分，实际是一个大类，如茶多酚，

就包括有 30多种的酚类物质；维生素，又可具体分为维生素和肌醇等 10多种成

分。另外茶叶中还含有钙、磷、铁、氟、碘、锰、钼、锌、硒、铜、锗、镁等多

种矿物质。这些成份能够起到抗癌、抗衰老、防龋齿、美容护肤等作用。 

茶叶的用途是饮用，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一种日常饮品。茶叶所含有的营养成

份使茶成为一种健康饮品，所以它又有保健功能。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无数

的文人墨客创作了有关茶的经典文词作品，茶叶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这些

条件使茶叶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礼品之一，各种中高档的礼品茶叶热销即为有

力的说明。由于茶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内涵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各种

高档茶叶也成为中国官方赠予外国元首的常用礼品，可见茶叶从平民礼品到国家

礼品的各个层级都具有重要地位。 

在全国种类数量繁多的茶叶中，适合作为礼品的茶叶种类有很多，但从礼品

茶市场来看，主要以名优绿茶为主。市场份额方面，茶叶作为礼品用途的消费占

市场比例约为 20%-30%，在高档茶叶市场上，部分地区的礼品消费能占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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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谢裕大绿茶的生产工艺 

谢裕大黄山毛峰加工过程包括初制和精制两部分，工艺流程图如下： 

 

图 1-1 黄山毛峰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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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黄山毛峰加工工序 

序

号 
工序 操作方式/主要目的 图示 

1 鲜叶摊放 

1、散发部分水分，降低茶叶细胞的张力，

使叶茎由脆变软；2、由于水分的散失，

引起芽叶内含物质的一系列化学变化，为

形成毛峰独特的色香味品质奠定基础。  

2 杀青 

1、彻底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制止多酚

类化合物的酶促氧化，以便获得绿茶应有

的色、香、味；2、散发青气、发展茶香 ；

3、改变叶子内含成分促成绿茶品质形成；

4、散发部分水分，使叶质柔软，增加韧

性，便于做形成条。 
 

3 理条 
1、理直茶条，缩小体积，为烘干打好基

础；2、适当失水，塑造外形，提高香气。 

 

4 揉捻 

1、卷紧茶条，缩小体积，为烘干打好基

础；2、适当破坏叶组织，既要茶汁容易

泡出，又要耐冲泡。 
 

5 烘干 
1、除去水分；2、固定形状；3、稳定内

质；4、增进色泽；5、提高香气。 

 

6 拣剔 

机具拣剔与人工拣剔相结合和纯手工拣

剔两种作业方式；主要去除茶叶中的梗、

黄片、茶籽和非茶类夹杂物。 
 

7 风选 
采用吸风式风选机，通过对挡风板的调节

去除茶叶中的片末。 

 

8 拼配 
将同一级别的不同批次的毛茶，通过拼配

机均匀搅拌，做到品质的稳定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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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谢裕大绿茶交收品执行标准 

标准品谢裕大二级黄山毛峰，执行中国国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国家标准，主

要包括： 

表 1-2 黄山毛峰质量控制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有机产品》 GB/T1963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2－2012 

《地理标志产品 黄山毛峰茶》 GB/T 19460-2008 

1.4.1 质量检测体系 

谢裕大公司及子公司质检部负责产品的品质检测与质量控制，检验包括进厂

检验、过程检验与出厂检验，覆盖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其中进厂检验针对鲜叶及

毛茶、包装物，过程检验针对加工过程，出厂检验针对产成品。 

表 1-3 黄山毛峰主要检测内容 

环节 检测对象 检测内容 

进厂检验 
鲜叶及毛茶 

感官指标：外形：条索、色泽、匀整度、净度，

内质：香气、滋味、汤色、叶底；理化指标：

水分、粉末、灰分、水浸出物等；重金属指标：

铅、稀土等；农残指标：滴滴涕、氟氰戊菊酯、

溴氰菊酯等 

包装物 卫生指标、技术规格要求 

过程检验 
生产场所、加工过

程 

技术参数指标、操作规范要求、卫生指标 

出厂检验 成品茶 

感官指标：外形、内质；理化指标：水分、粉

末、灰分、水浸出物等；重金属指标：铅、稀

土等；农残指标：滴滴涕、氟氰戊菊酯、溴氰

菊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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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谢裕大黄山毛峰执行的标准参数 

    基于表 1-2中谢裕大黄山毛峰所执行的产品标准，其具体各项标准参数如下： 

（1）谢裕大黄山毛峰等级标准参数： 

表 1-4 黄山毛峰等级标准参数 

级别 外形 
内质 

香气 汤色 滋味 叶底 

特级 

一等 

芽头肥壮，匀齐，形似雀舌，毫显，

嫩绿泛象牙色，有金黄片 

嫩香馥郁 

持久 

嫩绿 

清澈鲜

亮 

鲜醇

爽 

回甘 

嫩黄，匀亮鲜

活 

特级 

二等 

芽头较肥壮，较匀齐，形似雀舌，

毫显，嫩绿润 
嫩香高长 

嫩绿 

清澈明

亮 

鲜醇

爽 
嫩黄，明亮 

特级 

三等 
芽头尚肥壮，尚匀齐，毫显，绿润 嫩香 

嫩绿明

亮 

较鲜

醇爽 
嫩黄，明亮 

一等 
芽叶肥壮，匀齐隐毫，条微卷，绿

润 
清香 

嫩黄绿

亮 
鲜醇 

较嫩匀，黄绿

亮 

二等 
芽叶较肥壮，较匀整，条微卷，显

芽毫，较绿润 
清香 黄绿亮 醇厚 

尚嫩匀，黄绿

亮 

三等 
芽叶尚肥壮，条略卷，尚匀，尚绿

润 
清香 

黄绿尚

亮 

尚醇

厚 
尚匀，黄绿 

 

（2）谢裕大黄山毛峰质量技术指标： 

表 1-5 黄山毛峰质量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 ≤6.5 

粉末/% ≤0.5 

总灰分/% ≤6.5 

水浸出物/% ≥35.0 

7 
 



（3）谢裕大黄山毛峰茶污染物限量指标 

表 1-6 黄山毛峰茶污染物限量指标 

项目 指标 

铅（以 Pb 计）/（mg/kg） ≤5.0 

稀土/（mg/kg） ≤2.0 

 

（4）谢裕大黄山毛峰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指标 

表 1-7 黄山毛峰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指标 

项目 指标（mg/kg） 

氯菊酯 ≤20 

氯氰菊酯 ≤20 

溴氰菊酯 ≤10 

六六六 ≤0.20 

滴滴涕（DDT） ≤0.20 

顺式氰戊菊酯 ≤2 

氟氰戊菊酯 ≤20 

乙酰甲胺磷 ≤0.1 

杀螟硫磷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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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谢裕大绿茶市场概况 

2.1 绿茶市场概况 

绿茶在各种茶叶中在中国历史最悠久、产区最辽阔、品种最丰富、产量最多、

消费区域最广，是中国第一大茶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即是绿茶的最大生

产国，也是最大消费国，大部分产出销往内需市场。所以绿茶产业一直都是中国

茶叶产业的重要支柱。 

国际市场上一直是以红茶为主流。但近年来，由于绿茶保健作用的日益突显

和产品推广力度的加大，全球绿茶平均以年均 7%左右快速增长，明显快于红茶。

1985年全球茶叶贸易中红茶占 87%，绿茶仅占 8%；但到 2006年，红茶比例下降

到 66%，而绿茶比例则上升到 28%。  

 

图 2-1 国际茶叶贸易中绿茶、红茶等的比重及其变化 

中国绿茶在世界绿茶贸易中一直占主导作用，占世界绿茶贸易总量的 80%左

右。近年来，由于受国内外绿茶市场需求增长和良好经济效益推动，中国绿茶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产量日渐增加。1990 年中国绿茶产量为 36 万吨，到 2005 年

增加到 69 万吨，增长了 92%。就其比重而言，在经历过一轮高速增长后，近年

来一直保持稳定，约在 75%左右。 

2.2 中国绿茶的供需状况 

中国茶叶种植面积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茶树种植周期为 3-5年，采摘

面积未来几年也仍将继续增长。从此图可看出茶园种植面积要大大高出实际采摘

比
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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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这说明我国茶叶的产量提高还有很大空间，茶叶的供给波动性较大。 

 

图2-2 我国近年茶叶种植面积 

数据来源：统计局 

中国的茶叶总产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从 1990年的 54.01万吨，增长至 2013

年的 192.45万吨。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茶叶产量增长近年来有加快趋势。 

 

图 2-3 中国近年茶叶产量、出口量、内销量情况（万吨） 

从上图中也可以看出，我国近年茶叶出口市场增长缓慢，内销市场迅猛增长，

从 2003年的 50万吨，增长至 2012年的 130吨，涨幅巨大。 

我国茶叶出口遍布 100多个国家，但多以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主，非

洲是我国茶叶出口第一大目的地，其次是亚洲，然后是欧洲。2011年中国茶叶

分大洲出口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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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14年中国茶叶出口分大洲情况（万吨） 

数据来源：商务部 

中国茶叶出口量，非洲约占出口量的一半，亚洲占 1/4强。 

世界茶叶进口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2-5 2010年世界茶叶进口情况（万吨） 

数据来源：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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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世界 2010 年世界茶叶进口额（亿美元）情况 

从上图可看出，亚洲是世界茶叶进口第一大市场，进口额为 19.95 亿美元，

而非洲的进口额为 7.49亿美元，由此可计算出非洲茶叶进口价格比亚洲茶叶进

口价格低 28%，此外它还比欧洲和北美洲茶叶进口价格分别低 38%、40%。因此亚

洲和欧美茶叶市场特别有待中国去开拓。 

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的茶叶以绿茶为主。中国茶叶出口品种结构分为绿茶、

红茶和特种茶（包括乌龙茶、花茶、普洱茶等），2001-2011年中国茶叶出口品

种结构情况见下表： 

表 2-1 中国茶叶出口品种结构（单位：万吨） 

品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出口总量 28.0 28.7 28.7 28.9 29.7 30.3 30.3 32.3 31.4 32.5 30.2 

绿茶出口量 19.6 20.6 21.9 22.4 22.3 22.9 23.4 25.7 24.9 26.4 24.9 

绿茶占比（%） 70.0 72.0 76.3 77.3 75.2 75.7 77.4 79.8 79.3 81.2 82.5 

红茶出口量 3.9 3.6 3.2 3.0 4.0 4.0 3.7 3.6 3.6 3.3 2.8 

红茶占比（%） 14.1 12.5 11.0 10.5 13.6 13.2 12.1 11.0 11.5 10.2 9.3 

特种茶出口量 4.5 4.5 3.6 3.6 3.3 3.4 3.2 3.0 2.9 2.8 2.5 

特种茶占比（%） 15.9 15.5 12.7 12.3 11.2 11.1 10.5 9.2 9.2 8.6 8.3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 10 年间绿茶占出口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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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4 年的 70.0%上升至 2014 年的 82.5%，10 年间上升了 12.5 个百分点；红

茶占出口总量的比重本来就不高，而且不断下降，从 2001年的 14.1%下降至 2014

年的 9.3%，10年间下降了 5.4个百分点；特种茶出口量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下降，

从 2004 年的 15.9%下滑至 2014 年的 8.3%，10 年间下降了 7.6 个百分点。这种

出口结构与国际茶叶进口市场的品种结构差异较大。国际茶叶进口市场中红茶占

据主流地位，而中国绿茶出口量已经占到世界市场的 80%多，如果按照联合国统

计再加上花茶的话，则已接近 90%。 

绿茶一直是中国茶叶产业的重要支柱，同时我国在世界绿茶贸易中占有绝对

主导地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绿茶生产和出口国，2014年绿茶产量 146.45万吨，

其中绿茶出口量 24.9 万吨，约占世界绿茶总产量和世界绿茶总贸易量的 80%。。

在我国众多产茶产区中，除了福建产乌龙茶、云南产普洱茶外，多数以生产绿茶

为主。 

随着国际茶叶贸易红绿格局的慢慢变化，绿茶需求不断增长，中国茶叶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产量日渐增加，下图为中国历年绿毛茶产量： 

 

图 2-7 1989-2011 年全国绿毛产量（单位：吨） 

国产绿茶以内销为主，大部分销往内需市场。2012年内销市场上绿茶销售

71.5万吨，占市场销量的 55%。绿茶作为我国主要茶类，各地把名优绿茶作为市

场推广重点对象，促进了绿茶销售比重上升，由 2005年的 48%上升到 2012年的

55%。 

出口市场上，2014年绿茶出口 24.9万吨，同比下降 5.7%，金额约 9.5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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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均价 3.82美元/千克，同比分别上升 2.2%和 8.4%，据业内人士透露，其

价格上涨主要为人工成本上涨所推动，出口利润不升反降。 

从绿茶的生产和销售来看，绿茶处于生产过剩状态，近年来每年有 10余万

吨的绿茶滞销；而从我国人均消费来看茶叶消费还有很大市场，大力开拓市场，

开发品种和提高品质是如今行业内的共识。 

2.3 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概况 

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加工、销售、科研为一体，涉及茶

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太平猴魁、六安瓜片等）、茶食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基地建设、茶油、旅游等茶文化相关联产业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和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被商务部评为“中华老字号”。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公示的 2013年度

中国茶叶行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名单中，谢裕大位列第 20名。其旗下主品牌“谢

正安”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包装成品 100余种，涵盖政商务礼品、情感礼品、

实惠自饮等多层消费形态。 

2014年 1月 24日，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由此

谢裕大成为茶业行业中首家挂牌企业，开创了中国茶企上市的先河。它的成功上

市有力地彰显了谢裕大茶叶的品牌影响力，同时也拓展了企业融资渠道，还有助

于推动公司规范治理、提升管理能力，这为谢裕大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4 年 8 月 6 日，谢裕大公司红茶产品成功登陆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开

创“交易所+电商”发展新模式，为把茶叶产品推向全国市场起到了示范和引领

作用。 

2.4 谢裕大绿茶市场概况 

谢裕大绿茶业务中占比最大的是黄山毛峰，也是谢裕大的核心业务和核心品

牌。谢裕大品牌作为黄山毛峰的创制茶行，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被商务部评为“中

华老字号”，谢裕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即是黄山毛峰的代表，在黄山毛峰这个品

种中认知度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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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商品价格形成及影响因素 

3.3 谢裕大绿茶价格组成 

3.1.1谢裕大绿茶生产成本 

谢裕大绿茶生产成本包括鲜叶成本、加工费用等。谢裕大绿茶鲜叶的价格，

随行就市由初加工企业与茶园所有人之间协商确定，其中也包含了人力费用，也

就是采茶人工工资，随季节以及市场而定；等级越高的茶叶，由于对鲜叶要求较

高，相应的采购价格也越高。 

加工费用包括将谢裕大绿茶鲜叶收购后运到生产基地的运费、加工过程中的

水电费、燃料费、人工费、加工机器的折旧费、谢裕大的包装费等所有生产加工

环节的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企业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等。 

3.1.2谢裕大绿茶的出厂价格 

谢裕大绿茶产品出厂价格，与当年的季节气候、整个茶叶行业的价格、绿茶

行业价格都息息相关，生产厂家在综合因素考虑下，在成本基础上加上一定利润，

构成出厂价格。 

3.1.3谢裕大绿茶销售价格 

谢裕大绿茶销售价格，也就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最终价格，其中包含了谢裕

大绿茶的出厂价格、各个消费渠道的成本、销售人员费用等。 

3.2 影响谢裕大绿茶的价格因素分析 

3.2.1供求关系 

 谢裕大绿茶供求关系是影响价格的最直接因素。有了市场需求，才能保证价

格的实现，否则就会变成有价无市的尴尬。市场上供大于求时，茶叶价格趋于下

降；供不应求时，茶叶价格倾向于上升。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取决于市场具体竞争

状况。谢裕大绿茶市场的供给 S与需求 D共同决定谢裕大绿茶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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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需求 

绿茶作为我国第一大茶种，市场一直保持稳步上涨，不过近年市场环境打击

高端茶叶市场，高端绿茶受到较大冲击，但中档消费类茶叶受到高度欢迎。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各厂家在品牌建设、销售方式上都有所转型。 

2）种植面积 

谢裕大绿茶像其他农产品一样，需要农业资源的投入。茶树种植需要时间周

期，种植面积直接决定了未来的可采摘面积。茶园面积关系到鲜叶的潜在供给量，

进而影响到茶叶供给，最后反映到价格上。 

3）天气因素 

谢裕大绿茶鲜叶的采摘与天气密切相关，特别是等级高的茶叶，对天气变化

更是敏感。天气状况直接影响到谢裕大绿茶鲜叶的品质与高等茶的产量，也就影

响到相关品种茶叶的供给状况。 

4）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雨水、土壤、光照、采摘时间、特殊的气候

变化等，这些都是直接决定谢裕大绿茶原材料的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品质对

价格起着基础性影响。谢裕大绿茶的核心产区，具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所

出产的茶叶品质佳，价格也相应较高。 

5）生产因素 

生产因素包括生产条件、工艺技术水平，对成品茶品质的影响也是同样关键

D     
S          

E          

P 

Q 图 3-1 茶叶供给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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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情况的改变后，生产成本的也会相应变化，最终体现在售价上。谢裕大

绿茶采用全自动生产线，企业具有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了绿茶产品的

质量。 

另一方面，生产因素中的人工采摘成本，加工人员成本，也直接影响到产品

的成本。 

3.2.2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形势，会全面的影响到茶叶的供给与需求。经济形势好，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升，会增加对茶叶的需求，以及品质的要求；物价上涨，包括采摘、加

工、新设备采购、包装、服务、装修、宣传等成本增加，会影响到茶叶价格。 

3.2.3政策性因素 

国家政策对茶叶价格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最为明显，现如今的市场经

济，国家政策影响相对减少，但仍不能小觑。政策影响可以从茶叶产业链上游延

伸到下游，从茶叶种植，到茶叶加工，再到茶叶产品的销售。如茶农种植茶叶的

积极性，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又如近年来的政府反腐，导致茶叶高端产品销售

遇阻等等。 

第四章 渤海商品交易所谢裕大绿茶交易策略 

交易商是渤海商品交易所平台上的活跃力量，交易商包括生产型交易商、消

费型交易商、贸易型交易商、个人投资者。交易商可以在交易所平台进行买货、

卖货，灵活操作，实现盈利。 

4.1 贸易型交易商跨市场套利 

贸易型交易商可以利用传统市场与渤商所市场的价格差异实现跨市场套利，

交收匹配不成功时，也可以获得滞纳金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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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贸易型交易商跨市场套利模式 

4.2 生产型交易商锁定销售利润 

生产型交易商在价格上涨时，通过在渤商所市场订立卖出合同，锁定销售价

格；在市场回调时，通过转让卖出合同或交收产品，从而实现预期的销售利润。 

  

 

图 4-2 生产型交易商锁定销售利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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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消费型交易商锁定采购成本 

消费型交易商在价格下跌时，通过在渤商所市场订立买入合同，锁定采购价

格；在市场上涨时，转让买入合同或提出交收申报，取得产品，从而锁定采购成

本。 

 

图 4-3 消费型交易商锁定采购成本  

4.4 个人投资者盈利策略 

个人投资者可以在渤商所实现买入订立、卖出转让和卖出订立、买入转让的

买卖双向交易，采用 20%保证金、T+0 交易制度，每日交易时段分为夜盘（19：

00－3：00）、早盘（9：00－11：30）、午盘（13：30－16：00），可以实现方便、

灵活、高效的交易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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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个人投资者盈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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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渤海商品交易所谢裕大绿茶的交收 

5.1 谢裕大绿茶交收事项 

渤商所谢裕大绿茶交收流程如下图： 

 

图5-1 渤海商品交易所谢裕大绿茶交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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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谢裕大绿茶协议交收品 

买方如有其它规格的谢裕大绿茶交收需求，如等级、差异化包装等，可与卖

方协商解决，具体操作参照《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商品批发市场协议交收细则（暂

行）》执行。 

谢裕大绿茶协议交收品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1 谢裕大绿茶协议交收品 

品类 品名 等级 包装形式 净含量(g) 包装图示 包装规格（套/每箱） 

黄山毛峰 

贡品毛峰 

特一 

礼盒 160 

 

1 

国臻礼茶 礼盒 200 

 

2 

国宾礼茶 礼盒 260 

 

4 

国粹礼茶 礼盒 300 

 

4 

清明嫩尖 特二 

礼盒 300 

 

5 

礼盒 200 

 

5 

雨前俏峰 
特三 

(理条)  
礼盒 3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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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法制形 
特三 

(揉捻)  
礼盒 300 

 

5 

早春翠峰 一级 礼盒 300 

 

5 

高香古峰 二级 礼盒 300 

 

5 

六安瓜片 

贡品瓜片 精品 礼盒 160 

 

1 

国臻礼茶 精品 礼盒 208 

 

2 

国宾礼茶 

特一 

礼盒 208 

 

4 

国粹礼茶 礼盒 208 

 

4 

齐山云雾 礼盒 260 

 

5 

齐山提片 特二 礼盒 300 

 

5 

齐山宝霜 一级 礼盒 3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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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盒 200 

 

5 

太平猴魁 

贡品猴魁 

极品 

礼盒 100 

 

1 

国臻礼茶 礼盒 200 

 

2 

国宾礼茶 礼盒 200 

 

4 

国粹礼茶 礼盒 200 

 

5 

金奖兰韵 特级 礼盒 200 

 

5 

一品悠然 一级 礼盒 2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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