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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追求至纯卓越的人们



三代家族传承,躬耕里奥哈的果园和安达卢西亚的橄榄油产业
历经15年葡萄酒行业发展,我们骄傲地立足西班牙前十酒庄之列

从2002年,与里奥哈本土果农的密切合作
我们开始打造位于里奥哈阿尔法罗第一个酒庄
坚持革新的精神让产业壮大,我们相继在拉曼恰曼萨纳雷斯的洛佩兹默西尔酒庄
引进高效先进灌装线,历经数年琦迹酒庄发展壮大成了西班牙知名酒业集团

整个专业团队的核心价值就是让客户满意，为他们奉上品质高以及
最具竞争优势的产品。从为他们选择产品，到严格的物流配送，
再到各种市场活动，我们坚信品质品德还有对供货商和客户的尊重
才能保证品牌的长期稳步发展与成功。

一个品牌，上千种诠释

每一天，奇迹总会悄然
在葡萄园发生
阳光雨露大地，自然精
华汇聚成就
杯中美味悦动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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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銷售出口

逐渐壮大的酒庄

可能在你国家的大小超市、餐厅、酒吧都可
以见到琦迹酒庄的葡萄酒。

琦迹酒庄的使命就是把来自里奥哈土地上最好的葡萄变成品质葡萄酒，并且提供
最先进最高品质罐装以及定制装瓶服务。
从最初不到一百万欧到现在超过四千万欧的成交量，我们一直持续开发国外市场,
琦迹酒庄85%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而我们的葡萄酒遍及65个国家。

4



琦迹酒庄:传统酿造，先进罐装

拉曼恰

琦迹酒庄年产值为四千升，葡萄来自里奥哈和拉曼恰最好的葡萄园里，
精心传统酿造，只为奉献品质美味葡萄酒。

位于西班牙中心，最重要的物流
中转站

规模容量大，七百万升的仓储能力

两条灌装流水线，750ml每小时
9000瓶装速度，7000盒1L，4500
盒1.5L的利乐包灌装速度

里奥哈
一百万升的仓储能力

一条灌装流水线，750ml每小时
7000瓶速度

实时监测，确保灌装的高速高效

拥有自己的葡萄园，自行管理

5西班牙琦迹酒庄集团



里奥哈其它酒款

贝萨亚庄园系列 费诺哈贵族系列

ALFARO

AWARD
WINNING WINESWINNING WINES

葡萄酒
D.O.Ca 拉里奥哈

独一无二的风土 传统精心的酿造
琦迹酒庄集团在里奥哈拥有最上层
的土地，秉承传统的酿酒师总能精
心地把大自然孕育的奇迹酿成高品
质馥郁芬芳的葡萄酒，巧妙完美的
混酿更让酒魅力焕发，品味间，会让
人更深刻体验里奥哈传统与革新。

5 金特优
鲜艳明快的樱桃红，丰富的
酒泪缓缓，野樱桃等果味里
融入森林清新，辛香料、烘
烤味，细腻顺滑的单宁，余
味悠长。

5 金精选
鲜亮的红色里蓝色隐现，厚
实丰富的酒泪缓缓，覆盆子
等果香里透出甘草香，柔和
爽口，平衡且成熟果味回味
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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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奥哈其它酒款

独一无二的风土 传统精心的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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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佳新酒
明亮樱桃红蓝调隐现，厚实丰富
的酒泪缓缓，丹魄独有特色散发
覆盆子香草香味，顺滑爽口，平衡
并且成熟果味回味无穷。

薇佳佳酿
勃艮第酒红蓝调隐现，强烈，成熟
果味无限，平衡味佳，优雅的余韵
，橡木桶烟熏烧烤以及香草咖啡升
华体验，回味无穷。

琦迹修道院佳酿
勃艮第酒红蓝色隐现，强烈，成熟果味
无限，平衡味佳，优雅的余韵，橡木桶
烟熏烧烤以及香草咖啡升华体验，回
味无穷。

琦迹修道院新酒
明亮樱桃红蓝色隐现，厚实丰富的酒泪
缓缓，丹魄独有特色散发覆盆子香草味
，顺滑爽口，平衡并且成熟果味回味无
穷。

琦迹修道院陈酿
黯淡樱桃色，成熟果味中带有香草特色
，陈年酒独有的辛料香，烤木香，太妃糖
，果酱味萦绕鼻翼舌尖，优雅如丝滑般
体验隽永，久经岁月却依然新鲜，强劲。

薇佳陈酿
黯淡樱桃色，成熟果味中带有香草
特色，陈年酒独有的辛料香，烤木，
太妃糖，果酱味萦绕鼻翼舌尖，优
雅如丝滑般体验隽永，久经岁月却
依然新鲜，强劲。

D.O.Ca 拉里奥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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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莉坎托
经典混酿
透亮樱桃红，强劲
且果味十足，丝滑
回甘。

卡莉坎托
橡木桶
勃艮第酒红蓝调隐现
，强烈，成熟果味无
限，平衡味佳，优雅
的余韵，橡木桶烟熏
烧烤以及香草咖啡升
华体验，回味无穷。

卡莉坎托干白
淡干禾杆色绿色隐现，热
带水果，悠长的回味，果
味十足，柔滑新鲜。

卡斯蒂利亚之地

卡莉坎托桃红
漂亮的草莓红，新鲜红色
水果，平衡的香气，果味
十足，柔滑且新鲜，余味
悠长，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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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酒款

名仕修道院 薇佳.巴登尼斯 奥沙尼亚 



塔顶系列洛佩兹默西尔酒庄特选 塔顶系列塔顶系列塔顶系列塔顶系列塔顶系列

D.O. 拉曼恰

蒙特罗索伯爵
陈酿

深宝石色，边缘透出淡
淡土褐色。复杂，森林
野果味中夹杂烘烤香，
桶陈带来的香料味让这
款陈年酒特征突出，结
构好，圆润顺滑，余韵
悠长。

蒙特罗索伯爵
佳酿

鲜艳的樱桃色透
有隐隐紫色，成熟
水果里透着香草
香料味，结构良好
，圆润，和谐。

蒙特罗索伯爵
新酒

鲜艳的樱桃色透
有隐隐紫色，强
劲且果味十足，
森林野果气息引
人遐想，饱满酒体
，平衡圆润，余味
悠长特别。

蒙特罗索伯爵
桃红

魅力四射的粉色
草莓色里紫色隐
现，精致优雅且
新鲜气息满溢，
透出覆盆子草莓
果味。平衡，可口
，余味隽永。

蒙特罗索伯爵
干白

透亮金黄绿色隐
现，强劲且果味
丰富，森林野果
气息引人遐想，
饱满酒体，平衡
圆润，余味悠长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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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王品种酒
红葡萄酒:丹魄 梅洛 西拉
白葡萄酒:弗德乔
桃红葡萄酒:西拉

狮王品种酒
红葡萄酒:黑歌海娜
白葡萄酒:爱人 马家婆 霞多丽
桃红葡萄酒 :丹魄

动物狂欢

其它风格品种酒

品种酒

斗鸡梅洛干红
 成熟黑色水果中夹
杂了木质烘烤的特
色，各种香味完美
搭配呈现，顺滑有
质地的口感，充满
了活力与勇气

保罗霞多丽干白 
细腻优雅的成熟果香，
清新爽口，余味悠长

灵猴麝香半甜 

强烈的花香，丰满的
酒体，香味丰富集中，
半甜中透出轻盈的风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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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起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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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莉坎托弗德
乔微气泡 9%
丰富的果味，微甜新鲜清爽，
细腻的泡泡在舌尖绽放。非常
完美的开胃酒，与各种河鲜海
鲜超级搭配。

卡莉坎托西拉
微气泡 9%
淡淡的粉色，自然甜美，果味
花香满溢，气泡细腻新鲜，品
一口，让你尽情享受轻松时刻

西班牙琦迹酒庄集团



餐酒

巅峰干红
透亮红宝石色，新鲜淡雅
果味。顺滑，和谐平衡 

巅峰干白
透亮淡黄绿色，清新淡
雅果味花香，柔和，非常
平衡

巅峰桃红
漂亮的粉红色，清新淡
雅果味花香，柔和

蜡烛狮王 弗朗克先生

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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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和1.5L利乐包

桑格利亚 & 利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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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烛系列利乐包巅峰系列利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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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迹酒庄建立之初到今，我们的卓越
优势是可以与其它各种定制酒一较高
下。我们的服务宗旨是知晓客户和市
场需求，为客户提供有市场竞争力的
葡萄酒和相关材料，帮助客户打造属
于自己的葡萄酒品牌。

创新专业的团队 西班牙琦迹酒庄集团的
每个部门都是由非常专业的成员组成并
会适时进行团队调整。

我们用创意为客户提出独一无二的市场规
划，注重细节，严谨把控每一个环节，时效
性，市场满意度是我们对客户的承诺也是
对自己的要求。

打造你的品牌

质量承诺: 至诚为消费者奉上品质 

先进设备被评为最必须设备并获食品安全证书

全过程遵循IFS和BRC高规格鉴证标准，每年都会相对获
得“A”和“高”的评定。

无可挑剔的服务品质让国内外的客户放心让我们打造他
们的酒

信赖每一个员工的专业度

安全且创新的工序，瓶装时进行可追溯
分析

父辈实验室，每一个环节细致分析确保
品质

设施配备齐全的实验室，内部专业鉴酒团队
精心测定葡萄

成品会被储存在恒温仓

酒窖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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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特罗索伯爵干红2016丹魄. 金牌

- 塔顶干红2016丹魄.铜牌

- 蒙特罗索伯爵桃红2016西拉-丹魄.铜牌

2017 拉曼恰原产地命名奖项

柏林葡萄酒大奖赛2017

- 5金特优2014.柏林金牌

- 动物狂欢娇狼西拉2016.柏林金牌

- 薇佳.巴登尼斯干红2016.柏林金牌

柏林葡萄酒大奖赛2016

- 卡莉坎托干红2015.银牌

- 卡莉坎托干白2015.银牌

- 动物狂欢斗鸡.金牌

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

最近奖项

- 5金特优2014.柏林金牌

- 动物狂欢娇狼西拉2016.柏林金牌

- 薇佳.巴登尼斯干红2016.柏林金牌

西班牙琦迹酒庄集团



Pol. Ind. Fase II, C/1, Parcela 18, 13200 Manzanares (Ciudad Real) España. 
T +34 926 64 70 05.  F +34 941 18 33 31

Carretera Corella, s/n. 26540 Alfaro (La Rioja) España. T +34 941 18 12 07.  F +34 941 18 33 31

bodegasisidromilagro@bodegasisidromilagro.com   bodegasisidromilag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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