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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国际葡萄酒博览会

国家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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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尽显
TopWine 十年再出发
初心不变

年
Anniversary

关于 TopWine China 2019
中国北京国际葡萄酒博览会
“TopWine 中国国际葡萄酒博览会”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由国际葡萄酒行业
顶级会展机构 - 北京世联新睿国际展览有限公
司、荷兰国际工业促进公司和中国对外贸易经

2018年
TopWine China 回顾

济 合 作 企 业 协 会 联 合 主 办。TopWine China

TopWine 2018 中国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历

是中国最权威、最专业、最成熟、覆盖面最广

时三天， 5月21-5月23日共吸引葡萄酒行业专

的葡萄酒博览会之一 , 秉承“专业、专注、专

业观众共计10717 人，以业内葡萄酒经营者为

诚”成功举办九届 ，同时每年举办 TopWine

主，来自五湖四海的业内人士共襄盛举。

全国各地巡展覆盖 60+ 城市；在上海成功举办

2018 年中国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共有数十个

《TopWine 美酒美食博览会》，史无前例把餐

国家展团参展，数十个重要葡萄酒国家团济济一

酒搭配主题带入展会。TopWine 是中国最具影

堂充分反应出全球葡萄酒市场动态。TopWine

响力的葡萄酒行业顾问，2019 年 6 月 4 日将

China 代表了中国葡萄酒展会的国际化水平，是

迎来 TopWine China 十周年盛典，展会规模

国内外优质的葡萄酒贸易者商务合作最佳平台。

空前，展会内容丰富多彩。
九年风雨历程，TopWine 得到了全国众多
酒类及其他相关协会的鼎力支持。九年经验积
累让 TopWine 成长为高质量、优质服务、专
业商务合作的葡萄酒行业品牌展会。在未来，
TopWine 将继续发扬接轨国际、引领行业的先
天优势，加速葡萄酒市场的培育，不断增强其
行业敏感性、前瞻性，为国内外葡萄酒企业、
酒庄以及爱好者搭建专业的葡萄酒贸易以及葡
萄酒文化交流平台。

专业专注专诚，十年酒香更浓
顶级酒展邀约，接洽四方友朋

TopWine China 2019
和 中国葡萄酒市场预测
2019 年 TopWine China 将迎来十周年庆典，
此次展会将继续专注为葡萄酒经营群体及商务人
士提供专业贸易合作平台 ; 作为中国北方区域唯一
的国际性专业葡萄酒展会，TopWine China 将继
续发挥葡萄酒展会行业标杆实力。相比 2018 年，
TopWine2019 十周年庆典的规模将翻一倍，参展
商数量会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人数将继续刷新纪
录。北京及中国北方地区对高质量葡萄酒的需求将
持续增长，越来越多葡萄酒贸易商将不断寻求新的
高质量葡萄酒货源，同时葡萄酒消费者参加专业的
会议、论坛及大师班或出席行业相关活动有增无减，
会寻找各种途径增长自身的葡萄酒专业知识。中国
葡萄酒市场潜力无限，葡萄酒市场的利润同样不容
小觑。据最新葡萄酒市场统计显示，2018 年中国
葡萄酒市场将创收 US$240.22 亿元，专家预测市
场将以每年 5% 的速度递增。
纵观中国市场，目前食品及饮料行业是中国最
成功的的行业之一，而葡萄酒行业更是其中最突出
的代表，中国葡萄酒市场价值潜力巨大已成为国内
外葡萄酒专业人士共识。最新报告预计：2022 年
全球葡萄酒市场将达到 US$402 亿元。在全球市场
不断增长的大背景下，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

增速最快，是整个市场最大的贡献者。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新一代年轻消
费群体（20-30 岁）逐渐地培养出了对葡萄酒的
消费习惯。通过更多的葡萄酒专业知识的渗透，
他们已经具备鉴别不用类型、不同品种、不同国
家的葡萄酒的能力，他们渴望找到满足他们品味、
最适合的葡萄酒产品，葡萄酒生产商也因此从中
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TopWine 2019
十周年盛典缔造酒展经典

专业观众及行业经营者
终极邀约解决方案

TopWine China 下属多个葡萄酒展会项

为了保证高水平的专业观众参观

目，涵盖大型博览会及全国精品酒店巡展，

TopWine China，九年的数据累积在十周年

为葡萄酒生产商搭建强有力的高转化率平

之际将会终极释放。

台。通过参加展会，展商可以直接与客户进
行商务洽谈、达成合作并保持长期稳定的合

前瞻性市场营销及B端跨界群体邀约方式

作关系。TopWine 中国国际葡萄酒博览会成

优质的专业观众邀约途径包括应用程序，

为挖掘潜在客户、结交业内人士、收集前沿

移动应用程序，社交媒体（微博 领英）微信

市场信息、调研竞争对手、发布新产品、提

公众号，数字邀约，电子邮件和SMS 短信，

升品牌影响力的最佳平台。

在线展示回顾，电子报刊，中英文网站，横
幅广告和各种广告活动、行业媒体和大众媒

十年新征程，恒酒共筑梦。2019 年6 月
4 日至6 日的中国北京国际葡萄酒博览会让

体推广及媒体合作邀请、各协会及其他渠道
合作邀请、呼叫中心数据筛选邀请。

您陶醉于不同国家葡萄酒的文化，助力您了
解最新行业资讯、寻找专业商务合作伙伴。

另 外，TOPWINE CHINA 2019 将 推 出 全

最具影响力的经销品牌、最具特色的优质葡

新专业观众互动3.0 邀约模式，市场部成立

萄酒，让你不错过任何新商机，我们助您在

一对一邀约小组，对不同最具市场潜力的城

葡萄酒行业中开疆拓土。

市和区域上门“摇旗”，点对点上门邀请实
力买家及“大户”，从而满足展商对接更高
标准客户的需要。

十年新征程，恒酒共筑梦
TopWine 2019
参展程序

了解 TOPWINE CHINA
预定展位

签署合同

展位确认

资料提交

参展商根据组委会的要求及时提交制作会刊，楣
板等所需的贵司资料，提交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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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展
人群分析
TopWine China 2019 是为葡萄酒行业经营者和相
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搭建的葡萄酒贸易平台，在这里
你将遇到谁？

葡萄酒贸易和零售
国外酒庄、国外展团、进口商，代理商，经销商，
批发商，特许经销商，销售代表，零售商等全产业
链中的各个环节

与世界葡萄酒大师同台共舞
TopWine China 融汇全国顶尖进口商，贯通中外
行业资源，汇集世界顶级讲师。十年来，众多世
界顶级葡萄酒大师在此设杏坛传道受业解惑，国
内有魏俊、齐绍仁、林殿理、历彦刚、小皮、刘
灵伶、醉鹅娘等，国外有李志延、赵凤仪、Debra
Meiburg、Tim Hanni、James Halliday、Yamir

跨界采购群体

Pelegrino 等葡萄酒行业及相关行业群星璀璨、星
光熠熠。于国内外葡萄酒大师而言，TopWine 中国

金融、企事业单位等团购客户；合作餐饮渠道会

国际葡萄酒博览会不仅仅是世界级葡萄酒商务合作

员；外资银行、游艇、马术、高尔夫俱乐部等高净

平台，更是国际化葡萄酒文化传播的桥梁。

值会员

其它
葡萄酒爱好者、教育工作者、葡萄酒专业机构和协
会、名厨、侍酒师、行业KOL、新闻媒体人

TopWine China 2018 三天
共吸引 10717 位葡萄酒专业人士前来参观

您是否具有购买决策权：
71.57%

是

19.45%

仅限
推荐

*
8.98%

否

您参观展会的目的：

**

与行业精英建立联系 31.31%
见证葡萄酒新趋势

35.81%

采购

33.82%

发现新酒品

30.60%

扩大商务网络

17.84%

商讨合作

26.23%

提示葡萄酒知识

26.78%

其他

1.07%

优质的买家
·酒类全产业链B 端（参展商所属下游经营者，含代

您所在的地区（行政区域）：

***

理、经销商、高端零售业主、酒类专卖店、葡萄酒
会所、私人酒窖管理者）
·星级餐饮企业、百货商场、大型超市、免税店、餐
饮集团及酒店、酒吧、航司、俱乐部、会所、宴会
等餐饮服务公司、知名店商采购或负责人

您所感兴趣的酒品：

%
%
%
%
%

****

80.65

红葡萄酒，白葡萄酒 & 桃红葡萄酒

41.02

起泡酒

36.13

香槟

29.70

甜酒

20.77

烈酒 &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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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参展 TopWine China 作为您每年市场战略的重要一部分；将 TopWine China 视为您在中国扩大葡萄酒市
场的大门；更直观的了解中国葡萄酒市场的最新动向；约见成千上万的中国葡萄酒经营决策者。

访问www.topwinechina.cn 即可在线预订展位

DNA

两种方式皆可参展：标准展位或光地展位
（提前预定享优惠）
国内区域

国外区域

标准展位（9 平米起订） 19800 元 / 展位

标准展位（9 平米起订） 491 美金 / 平米
（18 平米起订）481 美金 / 平米

标准展位中包含中英文楣板、背板、地毯、折椅、

标准展位中包含中英文楣板、背板、地毯、折椅、

咨询桌、射灯、插座、吐酒桶、冰酒桶等

咨询桌、射灯、插座、吐酒桶、冰酒桶等

光地面积 （27 平米起订）1980 元 / 平米

光地面积 （27 平米起订）356 美金 / 平米

光地展位不含任何展架及其它设施，展商自行搭建

光地展位不含任何展架及其它设施，展商自行搭建

并承担费用

并承担费用

期待您选购心仪展位，现场即可接触属于您的专属专业买家！
扫码关注 TopWine 公众号
获取 TopWine 全年展会及最新活动资讯
欢迎报名参展 2019 TopWine 系列展会【上海国际美酒美食展】、
【AFFW 澳洲美酒美食展】、【全新3.0 版全国潜力城市精品葡萄酒巡
展】、【全国澳洲精品葡萄酒巡展】及【CBD 年度收官终极酒店展】，
同庆TopWine China 2019 十周年！

参展热线：010-84467482 84467483 64066918

邮箱：zhuxd@topwinech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