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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果酒产业的知名品牌和典型企业
1. 中国果酒知名品牌
1.1 宁夏红枸杞酒
宁夏红枸杞酒选用享誉中外的宁夏中宁优质枸杞为原料，通过对枸杞鲜果采摘、
清洗、精选、榨汁、发酵精酿及瞬时灭菌等高新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枸杞鲜
果的色、香、味，确保它的营养和保健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宁夏红果酒色泽诱人，口
感上以干型、干红型、半干型、半甜型加以区分，满足消费者拥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和
市场全方位的需求。
宁夏红枸杞酒定位于既不是白酒、葡萄酒、也不是保健酒，而是独树一帜的枸杞
健康果酒。并宣称具备了白酒的豪爽，葡萄酒的时尚，保健酒的价值的特性。实现了
对传统的枸杞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革命性引导，造就了枸杞消费的新时代，为枸杞
资源找到了一条转化增值的新出路。
宁夏红经过多年探索发展，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优势，迅速
成为中国知名品牌。其果酒色泽诱人、口感独特，其广告语：“每天喝一点，健康多
一点”，已深入人心。其绿色天然、丰富营养、保健功效等特点被越来越多消费者认
同和接受。目前宁夏红枸杞酒已走红全国市场，并且出口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新加坡、香港、台湾、欧洲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
1.2 仙林青梅酒
仙林青梅酒是五粮液集团为拓展产业空间而开发的产品。1998 年，五粮液公司
看中川西、川南独具特色的青梅。青梅产于深林林区，离尘世甚远，山高水长，未受
农药、化肥、空气污染，品质特优，属纯天然的绿色果品，又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柠
檬酸、单宁酸、苹果酸、琥珀酸、维生素及大量有利健康的矿物质，对增强人体免疫
力，软化血管，以及消除疲劳、抵抗衰老，比葡萄酒更有效，历来就有北山楂，南青
梅之说。公司从西北农大聘请了 3 名专业人才，成立了攻关组，并派出副总经理专门
到法国南部最大的普莱集团学习先进的果酒酿造技术。经过科研攻关，五粮液集团终
于成功地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果酒新家族——“仙林牌”青梅酒[1]。从技术上说，“仙林牌”
青梅酒比起国内其他的青梅酒更有优势。当时青梅酒的生产主要有几个流派。一种是
浸泡青梅酒，以广东、浙江、江苏的部分地区为代表，采用米酒或者黄酒来浸泡新鲜
青梅果，部分日本、韩国的青梅酒也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种是青梅果的堆积发酵生产
的青梅酒。因为生产设备和过滤设备的落后，这种工艺生产出来的青梅酒虽然口感独
特，但是不易保存，沉淀问题也不易解决。而仙林青梅酒生产工艺的独特性在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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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央控温低温的独特发酵工艺，并运用白酒勾兑理念，与果酒的勾兑技术相结合，
形成了新的勾兑技术。同时，仙林青梅酒解决了果酒中的果肉成分“布朗运动”问题。
经专家评定，青梅酒不仅保留了青梅果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而 且 口 感 细 腻 ， 香
味协调，柔和甘美，不上头。
2000 年 9 月 2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有 135 个国家参加的世界旅游年会和
同期举行的智利第三届国际旅游、酒店、食品博览会上，青梅酒一举夺得博览会特
别金奖。
1.3 宁波永成杨梅酒
杨梅素有“江南名果”之美誉，因其口味鲜美，色泽艳丽，营养丰富，深受人们
的喜爱。杨梅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种植历史，在古代被列为贡品，是水果中的珍贵一
族。但由于采摘期短、保鲜困难、运输不便等原因，使得爱吃杨梅的人难饱口福。
浙江宁波永成酒业有限公司采用本地优良杨梅品种为原料，经严格分选，果汁急
速分离，以 100%纯杨梅汁酿制，其产品酒质透明，呈杨梅红色，清亮，口味纯正，
果香和酒香清醇，是难得的特色酒。经宁波市出口商品检验局检验，符合国家级果酒
优质标准；经浙江大学医学院检测认定；“永成”牌杨梅发酵酒含有较丰富的微量元素、
维生素和 20 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具有调节人体代谢活动，增强人体活力，提高机
体抗病能力的功效。曾获国际农业博览会优质农产品金奖，并被指定为北京人民大会
堂精品果酒[2]。
1.4 南国香邑
广东汕头雅园酿酒有限公司出品的“亚热干型果酒－南国香邑，用100％纯果汁低
温发酵，酒体“色泽金黄，晶莹剔透，酒香浓郁，果味芳醇，营养丰富，富含人体必
须的十多种氨基酸、微生物、核酸及铁、钾、锌等矿物元素，适合高血脂、高血糖、
糖尿病人等群体饮用。南国香邑先后获得第二届珠江食品博览会暨首届华南酒饮品交
易会金奖；第二届广东市名优酒年度大奖；2005年伦敦国际评酒会果酒银奖、布鲁塞
尔国际酒评会金奖等[3]。
1.5 梅鹤山庄青梅果酒
“梅鹤山庄”牌系列青梅酒，选用道教名山鹤鸣山的纯天然的梅林之果，采用“鲜
青梅全果酿酒工艺”酿制而成。历经选果、洗果、盐渍、脱盐、糖渍、加菌种发酵、
果液分离、澄清过滤、陶坛陈酿、原酒调配、杀菌、冷冻澄清、粗过滤、精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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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序方成酒。梅鹤青梅酒酒体金黄，色泽通透，呈自然梅香，蜜的甘甜和梅的柔
酸结合完美，口感圆润柔顺，细腻、酸甜协调。上市以来获得国内外客商和
广大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已获四川名牌产品称号。
青梅被誉为典型的强碱性食品。长期饮用低度青梅酒有助于身体健康。再加上青
梅中蕴含有丰富花青素、多酚类物质、丙酮酸和齐墩果酸等物质，对分解人体内有害
的自由基、提高肝脏解毒功能有着非常良好的效果，其优异的抗氧化功能、抗突变作
用，被誉为“人体卫士”。
1.6 大兴安岭北极冰蓝莓酒
大兴安岭北极冰蓝莓酒庄有限公司选“中国野生蓝莓之乡”——大兴安岭野生蓝
莓，根据野生蓝莓的特点，结合欧洲先进果酒酿造技术，经过原料精选—浆果处理—
低温发酵—分级调整—生物降酸—多级调配—适时分析—高分子膜净化—无菌灌装
—低温窖藏等十几个工艺流程酿造而成。酒体呈宝石红色、口感醇厚、具有优雅的蓝
莓果香，回味悠长。产品包括冰酒、干红、干蓝、白兰地等多个品类，以及藏系列、
冰红系列、天酿系列、多样礼盒等满足多渠道多层面的需求。

2. 中国果酒重点企业
2.1 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红香山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6 年，2004 年 8 月与英国英联投资
公司共同组建成立了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不断整合多种资
源，经过 8 年发展，已成为枸杞深加工为主营业务的知名企业，资产规模达 5.2 亿元，
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了跨越式快速增长，成为自治区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国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先后通过了 IS09001 质量体认证、IS014001 环境体系认
证、HACCP 认证、QS 质量安全认证、GMP 认证、绿色食品 A 级认证。先后建立了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宁夏枸杞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技术
创新机构，成为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健全的枸杞深加工技术研发和推广体系。
宁夏红集团依托“中国枸杞之乡”—宁夏中宁得天独厚的枸杞资源优势，通过现代
高科技手段对枸杞鲜果加以提升精炼，实现了对传统的枸杞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革
命性引导，为枸杞资源找到了一条转化增值的新出路。在宁夏红品牌效应下，农民直
接和间接地参与到枸杞产业中，使枸杞产业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取得了《香山》《枸杞姑娘》《健康快车》等商标
300 多个，获得《宁夏红》中国驰名商标，获得宁夏红枸杞酒中国名牌称号，取得了
《每天多喝一点，健康多一点》《红宝姑娘》等著作权 20 多个。获得宁夏红、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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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精品干意、国宾宁夏宴、经典干意、金樽宁夏红等外包装 112 个外观专利，获得枸
杞酒的生产方法、枸杞白兰地生产技术、超临界枸杞渣粕萃取物及其生产方法等国家
发明专利。
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依靠本身的网络优势和品牌优势，开发中宁枸杞这
个享誉全国的宁夏“红宝”，使枸杞深加工领域得到拓展。目前枸杞果酒产能达 2.0 万
吨，产品远销到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欧洲等十四个国
家和地区，已形成了立足国内、走向海外的战略格局。“每天喝一点，健康多一点”
已成为“宁夏红”的代名词，迅速走红全国并已深入人心。
2.2 广东帝浓酒业有限公司
广东帝浓酒业有限公司位于中国荔枝之乡——广东惠来县，是一家从事热带水果
酿造技术开发研究和果酒生产的大型民营企业。现为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广东省高
新技术企业。
帝浓酒业公司以荔枝、杨桃、菠萝等热带水果为主要生产原料，投入大量资金针
对生产需要进行实用性酿造技术的研究。目前已和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华南农
业大学等院校建立了紧密的科研合作关系。荔枝酒全汁发酵生产工艺研究被列为广东
省技术创新项目，以此工艺生产的荔枝酒在 2003 年上海举行的中国葡萄酒、果酒评
酒会上夺得金奖；2004 年 4 月参加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果酒评酒会再获金奖；2005
年公司生产的果真牌荔枝酒荣获中国酿酒工业协会颁发的“全国酒类产品质量安全诚
信品牌”荣誉称号；荔枝烈酒在 2006 年“中国国际葡萄酒烈酒挑战赛”和“2006 年广东
国际酒博览会”均获金奖；2007 年 4 月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葡萄酒烈酒评酒会、瑞士
国际评酒会，果真烈焰荔枝烈酒荣获金奖，果真冰荔枝酒获银奖；2008 年 1 月果真
烈焰荔枝烈酒与果真冰荔枝酒被评为人民大会堂宴会指定用酒。
帝浓酒业公司已通过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QS 认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计量保证能力通过了“C”标志认证。是国内首家出口荔枝酒的企业。
2.3 五粮液仙林果酒公司
五粮液仙林果酒公司是五粮液集团下属全资公司，成立于 1998 年，累计投资 2
亿多，集生产、科研、销售一体化。公司主要生产葡萄酒和果酒，生产能力两万吨。
五粮液集团仙林果酒公司利用川南地区丰富的优质天然水果资源优势酿制出仙
林牌青梅酒、石榴酒、樱桃酒、橙酒、苹果酒、亚洲干红葡萄酒等风味独特、品质上
乘的果酒系列产品。1999 年在智利第三届国际旅游、酒店、食品博览会上仙林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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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酒夺得博览会特别金奖。产品销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为创国际品牌迈
出了可喜的一步。

2.3.1 仙林青梅酒
仙林青梅酒是五粮液集团仙林果酒公司的拳头产品。用产于川南深林林区的
优质青梅酿制，其色泽晶莹，果香优雅，口感舒适，回味悠长。
2.3.2 仙林石榴红果酒
2005 年，五粮液集团号称经过八年时间研制，推出了一款集保健、强心、养颜、
壮阳等多种功效为一体的，由石榴原汁酿造的石榴果酒。石榴红酒酒体丰满、口感纯
正、酒质醇厚，品质高贵典雅，色泽犹如红宝石般艳丽。据说法国国际级品酒大师对
仙林石榴酒的酿酒工艺赞不绝口：“这种酒有玫瑰的芳香、石榴的果香、优雅的酒香，
是红酒中的极品”。
石榴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果实中含有有机酸、糖类、蛋白质、多种维
生素、钙、磷、钾等矿物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天然钙源。石榴果酒选用西昌富万利
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石榴原汁，原汁发酵达半年，采用世界一流的设备，运用独特的
过滤技术和工艺，既保留了石榴汁的清香，又超越了一般干红的口感，有优雅的花果
香，度数分 11 度、13 度和 16 度三个度数，并在石榴酒中添加了生命动力元素，它
是天然非共晶矿石中，以高温高压注氧方式抽溶的高能态的含水离子络合物的浓缩
液，含有人体所必须的十种生命动力元素。
石榴酒开发成功后，五粮液仙林果酒有限公司和西昌富万利食品有限公司达成协
议，由西昌富万利食品有限公司供应酿酒所需要的石榴原汁，仙林果酒有限公司负责
生产，由成都石榴红酒业有限公司代理销售。
2.3.3 仙林樱桃果酒
2008 年，借成都糖酒会之际，五粮液集团推出又一款精心研制的新品果酒——PL
樱桃酒，这是继五粮液推出仙林青梅、石榴果酒之后，再一次重金打造的果酒品牌。
樱桃是世界珍稀名贵水果之一，成熟的樱桃水果，不仅色味鲜美，并具一定的保
健价值，古代医书多有记载，
《本草纲目》有云：“樱桃甘、热、涩，祛风、除湿、透
疹、解毒”；《名医别录》：“樱桃性温、味甘酸，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由于
中国樱桃皮薄，易氧化，含糖高等原因，樱桃耐贮性极差，鲜果保存时间不到 24 小
时，由此消费者品尝到鲜美的樱桃新鲜果实极为不易。樱桃水果深加工产业日显重要。
樱桃是落叶果树中成熟最早的果实，号称“百果第一枝”，从二月开花到结果仅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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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熟期内气温较低，无虫害、无污染、营养丰富，是纯天然绿色食品。据 PL 樱
桃酒品牌运营商东方龙珠酒业公司负责人李跃东先生介绍，该酒是五粮液集团经过两
年的开发研制的新型高端果酒产品，是五粮液集团向葡果酒产业延伸发展的一个重大
战略性产品。品类有半干、半甜、利口、烈性樱桃酒等。
2.3.4 五粮液冰珀 43
五粮液冰珀 43 是五粮液集团全身心打造的“中国夜场酒第一品牌”果酒。2011 年，
五粮液重磅推出高端战略品牌“冰珀 43”，大举进军夜场酒市场，志在打破夜场酒市
场长期洋酒盘踞的困局。高调宣称冰珀 43 是“第一个直接挑战洋酒的中国品牌，第一
个在夜场倡导复兴中国文化的品牌，第一个兼容性极强的馥郁型果酒”。
冰珀 43 精选优质青梅、石榴、香橙、葡萄、杏仁为原料，采用了五粮液密不外
传的配方、冰酒低温循环发酵技术、白兰地复式蒸馏技术，将“五粮酿酒”创新为“五
果酿酒”。冰珀 43 酒体晶莹剔透，五味柔和馥郁，酸，来源于青梅与葡萄；甜，来源
于石榴与香橙及葡萄；苦，来源于杏仁；辣，来源于酒体本身；鲜，来源于多种水果
的柠檬酸等有机酸带给味蕾的刺激。并且将度数严格控制在国际潮流度数 43°，既不
像白酒那么烈，又比红酒、啤酒更带劲，五味柔和，酒气散的快，更符合现代人健康、
养身的潮流。
冰珀 43 品牌定位：中国夜场酒第一品牌，中国首席夜场酒。品牌释义及核心价
值：冰：冰点锁营养，冰度酿五果。珀：5 种果实精华凝结而成的黄金液体，色如琥
珀，酿造工艺如琥珀形成般难得，每一滴都弥足珍贵。
2.4 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隶属于世界500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83 年。
截至2011年底，公司总资产为13.05亿元，注册资本1.8亿元。公司拥有参股、控股或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20年）的原酒企业13家；原酒生产能力合计达5.5万吨；拥有贮
酒容器1581个，贮酒能力达10万吨；拥有龙眼葡萄基地6700公顷，干红及其它专用酿
酒葡萄基地5300公顷。在增收方面，公司直接、间接带动农户约6万户，对地方财政
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
公司科技力量雄厚，拥有一支技术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队伍，这里诞生了
中国第一瓶干型葡萄酒，诞生了中国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公司获得国家
ISO9001：2008、ISO14001：2004、ISO22000：2005 的三个体系的整合认证，成为
河北省及中国葡萄酒行业首家通过质量、环境、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葡萄酒企业，
并在全国葡萄酒行业首批以A级资格获得QS市场准入。同时，在国内葡萄酒行业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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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零缺陷通过国家级“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桑干酒庄成为“国家级葡萄
种植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被国家五部委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长城干白葡
萄酒先后八次荣获国家金奖，11次国际评酒会、酒类赛会金、银奖；长城葡萄酒先后
荣获国际、国家、部、省级金、银、铜牌和优质产品等称号多达300余次，质量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被欧美专家誉为“典型的东方美酒”，产品已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
地区。
如今，公司已进入全国500家最大外商投资企业、国家520家重点企业、“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企业”和“中国商业科技100强”行列，并被评为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
益工业企业、全国轻工优秀企业、全国“双爱双评”先进企业以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单位”等，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经济效益都名列全国同行业前茅[4]。
2.5 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张裕酿酒公司。1892年，由著名的爱
国侨领张弼士先生在烟台投资300万两白银创办，从此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生产葡萄酒
的序幕。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张裕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葡萄酒生产经
营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13万吨，产品涵盖葡萄酒、白兰地、保健酒、起泡酒四大系
列百余个品种。
张裕解百纳是中国葡萄酒的高端品牌，法国国际食品及饮料展览会（SIAL）授
予张裕解百纳为全球30个顶级品牌之一。张裕解百纳是张裕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
的一个干红葡萄酒品牌，如今，已成为张裕公司的注册商标，在中国葡萄酒市场具有
广泛的影响力。
张裕解百纳是以中国独有的、产自烟台的蛇龙珠（Cabernet Gernischt）为主要原
料所酿造的一种干红葡萄酒，具有宝石红色，澄清、有光泽，具有黑加仑、胡椒、橡
木香气，口味协调、柔顺、圆润、结构平衡。
目前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占据了烟台、新疆、宁夏、陕西、辽宁及北京6
大优质产区，在全国有25万亩葡萄基地,约占我国酿酒葡萄种植总面积的1/4，是国内
葡萄酒业拥有原料基地最多的企业，也形成了优质产区分布最广的原料战略布局[5]。
发展酒庄酒是张裕公司的产品发展战略之一。张裕已建成了烟台张裕卡斯特酒
庄、北京张裕爱斐堡酒庄、辽宁张裕黄金冰谷冰酒酒庄，新疆张裕巴保男爵酒庄、宁
夏张裕罗斯十五世酒庄、陕西张裕瑞那酒庄。同时，张裕还在新西兰、法国波尔多、
法国勃艮第、意大利建立了4个合作酒庄，从而形成了包含中国国内六大优质产区，
及“新、旧世界”著名产区的国际酒庄联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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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7 月，张裕被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评为“最具国际竞争力向世界名牌进军
的 16 家民族品牌之一”。2008 年，张裕解百纳入选全球葡萄酒 30 个顶级品牌。2010
年度，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和中华品牌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华樽杯”第二届中国
酒类品牌价值评议结果在国家会议中心揭晓，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
酒类企业中名列第 20 位，品牌价值为 57.44 亿元，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中名列第 3 位。
2.6. 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1958 年建厂,设立之初为胶南市商业局酒厂，
1985 年成为青岛第一酿酒厂，1994 年创立青岛琅琊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组
建青岛琅琊台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到 2002 年，发展成为大型企业集团——
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具备年产饮料酒 2 万吨、高档葡萄酒 5000 吨、高档苹果酒 5000 吨、苹果醋
5000 吨、优质矿泉水 15000 吨的生产能力，是全国 500 家最佳效益工业企业之一，
山东省重点酿酒厂家，青岛市白酒生产龙头企业。
青岛琅琊台集团是依托酒类产业发展起来的企业。酒类产业主导产品是“琅琊台”
牌白酒，产品先后荣获青岛名牌和山东名牌称号，并被授予山东省食品行业最佳质量
奖，山东省免检产品。2006 年，“琅琊台”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10 年 11 月 19 日，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和中华品牌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
“华樽杯”第二届中国酒类品牌价值评议，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酒类企
业中名列第 48 位，品牌价值为 30.12 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苹果酒、苹果醋，近年来在集团各系列产品中异军突起，自上市以
来销量一路攀升，生产、销售出现了喜人局面。市场逐步连点成线、结线成网，专卖
品种、直供品种、通卖品种的科学组合，有针对性的市场攻坚，都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果饮新品在市场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消费浪潮。
2.7 河南省灵宝市固泰华企（集团）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是中国果露酒协会指定苹果酿酒试验基地，是国家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享有自营进出口权的出口创汇企业。公司主要从事苹果白酒
（38°-52°）、苹果利口酒（5°-21°）、苹果醋饮料的研制、开发和生产销售。是国内
苹果深加工企业、全国最大的水果原醋专业制造商。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0 国际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同时具备了生产苹果原醋 3 万吨/年和生产苹果白兰地酒 1
万吨/年的能力。创业十多年来，公司一直坚持适应市场需求，主营苹果白酒、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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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口酒、苹果醋饮、苹果原酒、苹果原醋和大枣原醋等 6 大系列 60 多个品种，建立
了广泛的销售服务网络。

2.8 宁夏盛康源红枣酒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盛康源红枣酒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山西盛康源枣酒有限责任公司和灵
武市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成立的，总投资 5.3 亿元，规划设计红枣酒年生产能
力 3 万吨。公司凭借康家祖传枣酒酿造秘方和宁夏特产红枣这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
势，自主研发天生红枣酒系列产品。
“天生红”枣酒精选黄河流域优质大红枣为原料，以康家“蒸、捂、温酿”等十九
道工序的祖传枣酒酿造工艺为基础，结合现代科学酿酒生产技术，纯枣发酵酿制而成。
酒呈枣红色、清澈透亮，入口甘冽舒爽，枣香、酒香余味绵长。
红枣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原材料，含有 17 种氨基酸，矿物质中微量元素锌、碘含
量也较高，维生素含量较丰富（酒中维生素 C 含量高达 380~600 毫克/100 克）。“天
生红”枣酒的功效对过敏性紫癜、贫血、高血压病和肝硬化患者的血清转氨酶增高均
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天生红”枣酒纯枣发酵酿制而成，酒性温和，枣香浓郁，醇柔甜
润，风味独特，保留了红枣中最佳的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是更易被人体全面吸收的
一种典型健康营养型酒。
2.9 四川都江堰古堰红酒业有限公司
四川都江堰古堰红酒业有限公司，前身为 1978 年成立的国营中华猕猴桃酒厂，
是中国最早一批专业酿造果酒的老牌国营企业。35 年来，古堰红酒业一直遵循道家
养生酿酒之法，继承和发扬传统酿造工艺，结合现代生物科学新技术，采用 100%原
果超低温发酵技术，有效地保留了猕猴桃等果品原有的风味和营养成分，具有独特的
天然猕猴桃果香和优雅的酒香。
都江堰是猕猴桃主要产区。古堰红酒业一直选用都江堰优质猕猴桃为原料，生产
猕猴桃酒、茅梨酒、乳酒等天然发酵果酒，以香醇口感闻名于川。“都江堰牌”中华猕
猴桃酒从 1983 年至 1992 年先后获得国家产品展金奖、优质旅游产品、中国首届食品
博览会金奖、成都市首届名优农副产品展金奖、四川省首届巴蜀食品节银奖等荣誉，
产品行销中南海和全国各地。

2.10 山西壶口酒业有限公司
山西壶口酒业有限公司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吉县，成立于 1990 年，是苹果醋、苹
果酒专业生产厂家。年产苹果酒 1200 吨。年销售额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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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县地处吕梁山南端，是全国苹果最佳优生区。吉县苹果因果型端正、果面光
洁细腻、着色鲜艳浓红、口感香脆甜爽，品质上乘而屡获大奖。曾获首届中国农博会
苹果类唯一金奖，第三届中国农博会名牌产品称号，山西省首届农博会金奖，山西省
第一、二、三届名优水果展评会金奖以及绿色食品认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并被国
家农业部确定为全国无公害苹果生产基地县。
壶口酒业生产的苹果酒以荣获国际金奖的“壶口”牌优质苹果为原料，酿造的干
红苹果酒、干白苹果酒，澄清透明，风味醇和清爽，有苹果的香味和清新的酒香。苹
果中所含的苹果多酚使苹果酒具有特殊的香味，可以缓解压力过大造成的不良情绪，
还有提神醒脑的功效。苹果酒中的肌醇、烟酸能降低血脂和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
病发生。同时，它还具有控制体内胆固醇水平、利尿、激发肝功能和抗衰老等功效。
对调整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改善和预防多种疾病具有特殊作用。
2.11 宁波永成酒业有限公司
宁波永成酒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9 年，从一家小作坊迅速成长为目前年产 8000
吨杨梅饮品的国内同行老大，是当今我国专业生产杨梅饮品最大的企业。公司年产量
可达 8000 吨，逐渐确立了以永成牌干红、干白杨梅酒为主业，杨梅果汁,杨梅红酒为
两翼的经营格局。公司拥有杨梅果山基地 1200 亩，所在地青山碧海，景色秀丽，盛
产杨梅。“永成牌”杨梅酒经特殊工艺精心酿造，色泽红润清透，口感醇厚柔和，酸甜
适中，果香浓郁。既保持了杨梅的原汁原味，又能加冰块饮用，乃属果酒中的佳品。
“永成”牌干红、干白杨梅酒及杨梅果汁饮料先后获浙江省名牌，宁波市名牌产品，浙
江国际农产品博览会金奖等荣誉称号。并被指定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精品果酒。
“永成牌”系列饮品投放市场以来，深受客户青睐，公司销售网络遍布全国，产品
已远销日本，东南亚，美国，法国等地，深受国内外友人的青睐。
2.12 福建莆田绿森庄园酒业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绿森庄园酒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公司座落在福建莆田市荔
园工业区，占地面积 102 亩。2003 年，公司引进西班牙枇杷酒酿造工艺技术，精酿
出全汁黄金枇杷酒，公司总投资 1.8 亿元人民币，全面达产后，年可生产全汁枇杷酒
3 万吨。
枇杷源于我国。目前，我国枇杷的产量约占世界枇杷总产量的 70%，栽培面积
和产量均占世界首位。其中，福建枇杷的产量又占据全国的首位，现有栽培面积超过
4 万 hm2，产量超过 20 万吨。而莆田是我国有名的枇杷之乡，其枇杷产量占全国的
40%。2002 年获国家“中国枇杷原产地”标志认证。目前，绿森庄园酒业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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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枇杷酒有三大类：即干型枇杷酒，半干型枇杷酒，半甜型枇杷酒。干型枇杷酒系列
已获得第三届全国特色农产品交易会产品金奖、福建名牌产品，于 2006 年 9 月份通
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并获得人民大会堂会议指定用酒，07 年又获得波尔多国际品
酒节金奖。
2.13 浙江果花香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果花香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1 年，是浙江省专门从事果酒的研制、
开发、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的企业。所生产的果酒已注册“果花香”商标，公司通过
了食品安全 QS 认证、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以及绿色食品认证。产品销
售网络已覆盖全国各地。公司座落于晋代书圣王羲之晚年安居之地浙江嵊州市金庭经
济开发区，金庭水果资源丰富，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桃形李之乡”。公司利用当地的
资源，沿用千年传统的酿造工艺，纯天然发酵精心酿制了“桃形李酒、草莓酒、葡萄
酒、桔子酒”等系列酒。果酒纯天然，果香馥郁、回味悠长、营养丰富。2002 年公司
生产的果酒被认定为“浙江市无公害健康酒,”自主创新研制的草莓酒在 2006 年荣获
“浙江省农产品精品优质奖”。
2.14 陕西绿想集团
陕西绿想集团成立于 1992 年，是陕西省苹果产业化建设重点龙头企业之一和陕
西省四大民营出口创汇企业。成立十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苹果深加工不放松，努力
把苹果产业做实、做大、做强，不断开发新产品。现已发展成为以苹果深加工为支柱
产业，以浓缩苹果汁、系列苹果酒、苹果醋饮料、电石为主导产品，并涉及运输、服
务等行业的多元化大型实业公司。公司年加工苹果 10 万吨，生产浓缩苹果汁 1 万吨，
年生产苹果酒 3 万吨，苹果醋饮料 10 万吨[8]。
“绿想”牌浓缩苹果汁及饮料荣获“97 中国国际轻工技术及产品博览会金”、“埃及
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字塔奖”、“陕西省乡镇企业名优产品”，“绿想”牌干红、干白苹果
酒、苹果醋饮料荣获“中国放心饮品推荐品牌”“第七届农高会后稷奖”，四大系列产品
全部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果汁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德国
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2.15 牙克石兴安岭酒业有限公司
牙克石兴安岭酒业有限公司新建于 1956 年，他的前身是 1943 年日本侵华时期建
造的“大同酒精厂”。1945 年 8 月 11 日，苏联红军开进牙克石，接受了这座免遭日本
侵略军燃烧的酒精厂，并将其卖给苏侨沃伦措夫。1956 年，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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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批准建立“牙克石果酒厂”。1957 年 9 月生产出越橘酒一个品种，年产量 146 吨。
五十年来，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旅游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全国
酒业行业优秀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和证书。产品形成
五大系列，花色品种近百种。其中万山利口酒于 1993，1997 年两次荣获布鲁塞尔世
界酒类质量评比银奖；1994-1999 年连续获得全国食品行业名牌产品证书。1995 年荣
获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证书；红豆酒荣获第五届亚太及太平洋国际
贸易博览会金奖、第一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银奖等多种荣誉和奖项。同时，“兴安
岭品牌商标”被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商标认定委员会和工商局认定为“知名商标”和“著
名商标”。自 1960 年红豆酒越桔酒首次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特产名酒”后至今，以红
豆，越橘为原料酿造的各种系列产品，荣获市级，区级，部级，国家级，国际级的荣
誉称号和奖项多达几十项，产品主要销往呼伦贝尔市及国内各大城市，曾出口俄罗斯，
蒙古，韩国，日本等国家。
通过多年的投资与积累，建厂初期的小型工厂已建设成为今天集果酒，啤酒，白
酒，矿泉水，饮料等五大类产品，近百个花色品种，年综合生产能力 2 万吨，总投资
7000 万的现代化综合性酿酒企业。
2.16 长白山酒业集团
前身是始建于 1936 年的老爷岭葡萄酒厂，是以开发长白山野生资源为主的多元
化经营的大型实业集团公司。公司已开发生产山葡萄酒系列、五味子酒系列、洋姑娘
酒系列、冰酒系列、矿泉水系列、白酒系列等 100 多个品种。拥有年生产能力达 4
万吨的原酒万吨发酵站，拥有山葡萄原料种植基地 10 万亩，拥有野生山葡萄、北五
味子自然保护区 3 万亩，以及亚洲大型的面积近 2 万平方米、储酒能力 2 万余吨全地
下恒温橡木桶储酒窖。
长白山系列产品获得国际国内奖项 40 余项。20 世纪，长白山葡萄酒、五味子酒
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奖，2001 年，通过中国绿色食品认证，2004 年荣获“中国名牌”
称号，2006 年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2007 年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吉林市长白山葡萄酒厂生产的五味子酒，酒度 15 度，属于浓甜型果酒。精选长
白山老爷岭一带的特产野生优质五味子果而酿成。其色泽鲜红艳丽，清亮透明，有五
味子果的独特香气，味感浓郁，酸甜爽口，酒质醇厚。

2.17 广东桑醇酒业有限公司
广东桑醇酒业有限公司，前身是汕头市雅园酿酒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31
号更名为广东桑醇酒业有限公司。公司座落在盛产亚热带和热带水果的美丽海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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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拥有受原产地保护的亚热带果酒生产基地，并通过“绿色食品”和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公司主打三大系列：桑醇红系列，南国香邑系列，亚热果酒系列。主要产品包
括：桑椹红酒（桑果酒）、荔枝酒、菠萝酒、杨桃酒、枇杷酒等。产品多次在国内外
获奖，“2005 国际伦敦评酒会银奖”、“2005 布鲁塞尔国际评酒会金奖”、“全国知名食
品信誉品牌”、“全国优质果露酒”、“首届华南酒饮品交易会金牌奖”、“广东省优质地
产酒”等。
2.18 大兴安岭北极冰蓝莓酒庄有限公司
大兴安岭北极冰蓝莓酒庄有限公司是一家政府的合办企业，是蓝莓行业的标杆企
业。坐落于享有盛誉的“中国野生蓝莓之乡”大兴安岭地区阿木尔林业局的植物生态
园。这是一片被上帝私藏起来的秘境。几千公顷内没有人烟，无任何污染，林下植物
天然、纯净、无污染。空气中负氧离子和植物芳香含量极高，“被誉为天然氧吧”。2009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查检疫总局授予大兴安岭地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同年
授予阿木尔“中国野生蓝莓之乡”。
公司在大兴安岭拥有自己的野生蓝莓建设基地，由阿木尔，图强，西林吉，呼中
四个林业局构成，年产量达到 9800 吨。人工蓝莓园现有温室大棚 10 栋，园内蓝莓品
种已达 50 种、27 万株，总栽植面积 500 亩。
公司于 2010 年开发了高端蓝莓饮料系列产品，投资 3000 万建立“冰莓庄园”品牌，
并在 2012 年在大兴安岭注册成为大兴安岭冰莓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时在哈尔
滨建立冰莓庄园全国营销分公司，正式进军蓝莓果汁饮料行业。公司现有果汁，果酱，
罐头，原浆，果酒，口服液 6 大类 10 款单品。2012 年在全国冰莓庄园专卖店已经达
到百余家，范围辐射全国市场。
北极冰蓝莓酒庄有限公司坐拥阿木尔林业局，独享四大蓝莓基地，拥有原料、地
理气候、资源、酒庄、技术、形象等六大优势。拥有 20 年行业经验和目前占有率最
高的市场份额，目前涉猎酒，饮料，口服液等产品，未来还将投入保健品市场，市场
前景广阔。
3. 中国果酒行业的现状
果酒品类的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我国果酒生产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梨、梅子、柑橘、桑椹、枣、桃等果酒，
以甜、酸、清香的风味特色为历代人民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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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果酒品类分布图

新中国建立以后，果酒得到了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 30％的增幅加速增
长，进入大发展时期，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产品。如四川大邑的红梅酒；黑龙江
省一面坡的草莓、树莓酒；辽宁熊岳的苹果酒；四川渠县红桔酒、广柑酒；福建的荔
枝酒；云南昆明的酸角酒；内蒙古牙克石红豆酒；河北涿鹿的沙棘酒；长白山五味子
酒等，均被评为国家名酒[7]。
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交往的频繁接触，扩大了人民对生活要求的视野，
们不再盲目追求甜型果酒，致使像果酒、葡萄酒这种甜型酒不再受人们的欢迎，市场
销量下降，果酒业开始走入低潮。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葡萄酒适时地转了型，在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后，干型酒
主导了市场的位置，取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并由于名牌产品的领衔作用，葡萄酒行业
获得了辉煌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果酒业结束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开始呈现出良好的态势。目
前全国果酒生产家大约有 300 多家，已经出现像“宁夏红”这样的全国性的品牌，以及
一些在市场上有了一定号召力的产品，如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生产的枸杞酒、安徽亚
太石榴酒有限公司生产的石榴酒、浙江聚仙庄生产的杨梅酒、四川梅鹤山庄和绍兴古
越龙山生产的青梅酒、安徽省成果石榴酒酿造公司生产的石榴酒、张裕葡萄酿酒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苹果酒，宁波永成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杨梅酒，广东帝浓酒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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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的荔枝酒等。果酒市场虽然未能像葡萄酒那样迎来逆袭，但毋容置疑，已经初
现曙光。
果酒市场也开始吸引新企业、新资本的加入。如白酒巨头五粮液运作果酒市场多
年，已先后推出青梅、石榴、樱桃果酒，2012 年又强势推出一款馥郁型果酒——冰
珀 43，蓄意打破洋酒对夜场的垄断。去年，五粮液投资 2.55 亿元联合和君咨询、邯
郸市政府三方共同投资河北永不分梨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永不分梨酒业”的控股
股东。其它一些企业和资本，也依托资源优势，各自纷纷投资建设果酒厂，如广东省
投资建设了数家以荔枝为原料的果酒加工厂，浙江宁波地区也建成了杨梅酒和桑椹酒
生产基地。四川也成立了数家猕猴桃和青梅酒生产厂家，重庆建立数家木瓜酒等。这
些都显示着我国的果酒业正在健康地向前发展。
但总体说来，我国的果酒业的发展与啤酒、葡萄酒的发展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
距，位列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保健酒之后。目前国内的果酒市场，仅宁夏红
枸杞果酒属全国性品牌，其余基本上都是区域性果酒，行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只是一
个小酒种。果酒未来的路还很长。

第二节 中国花卉酒产业的知名品牌和典型企业
1. 中国知名花卉酒品牌
1.1 金星牌玫瑰露酒
金星牌玫瑰露由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公司生产，是天津传统的出口名酒。外销的
历史达上百年。1985 年获得法国国际美食与旅游委员会金奖和西班牙第四届国际酒
类及饮料评比质量金奖，1986 年再获法国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金星牌玫瑰露酒选北京妙峰山海拔 800 米以上的高山玫瑰花，经检验、称重、
洒酒、拌花、入池踩花、浸透、出池、入坛、封口等工序，并选用广西云南、四川的
蔗糖配制，露酒工序则采用已有 200 多年历史的火露方式，制作出来的玫瑰露酒香气
芬芳、前香浓郁、后味绵长。我国酒界泰斗秦含章、周恒刚等十余位酒业专家，对该
酒给予高度的评价。
该产品过去在国内市场很难买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天津食品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决定调整经营战略，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并选定该公司几十年来的出口拳
头产品金星牌玫瑰露酒作为主打产品。目前，已在广州、深圳、珠海、肇庆、南宁、
玉林等地形成稳定的市场和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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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京桂花陈酒
桂花陈酒，原名“桂花东酒”，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酿造历史。但这种酒一直“栖
身”于深宫禁苑，后来，酿制此酒的技艺失传。
1956 年，北京葡萄酒厂喜获“桂花陈酒”的酿制秘方。根据秘方要求，选用了一
种含糖度达十八度以上的名贵葡萄品种为原料，配以江苏省吴县的桂花为香料，同时
加入被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泉”——玉泉山的泉水。经过反复酿制试验，终于使这
一昔日为王侯独享的美酒进入寻常百姓之口。取毛泽东“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名句，定
名为“桂花陈酒”。爱新觉罗·溥杰品尝此酒时，当即挥毫赋诗云：“八月桂凝香，晶莹
琥珀光，绍赓前代味，十亿共饮尝。”
北京桂花陈酒的酒度仅为 15 度，是一种加香葡萄酒。系于八月桂花盛开之际，
采摘待放之花朵，按照传统工艺，结合现代技术精酿而成。酒液澄清透明，色泽金黄，
酒味香甜醇厚，具有纯正和谐的酒香与桂花香，产品畅销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名扬
海外。
1961 年，在全国葡萄酒、果酒协作区第六次会上，被评为名果酒；1963 年、1979
年和 1983 年，在全国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评酒会上，均被评为国家优质酒；1983
年荣获国家优质食品银质奖章；1985 年 3 月 20 日至 1986 年 10 月 24 日，分别在法
国国际美食评奖会、西班牙第四届国际饮料酒评选会和法国巴黎第十二届国际食品博
览会上，荣获三块金牌

1.3 平阴玫瑰酒
中国玫瑰之乡——山东平阴的重瓣红玫瑰，栽培历史悠久，其花大瓣厚色艳，香
味浓郁，具有“香气正，清香、甜香、浓香等特点”，被称为“中国传统玫瑰的代表”。
平阴玫瑰酒选用上等鲜玫瑰花酿造，酒色晶莹清澈透明，酒质醇和爽净，余味深
长带甘，酒体甜绵柔和，回味香甜可口。清代《续修平阴县志》上载《竹枝词》曰：
“隙地生来千万枝，恰如红豆寄相思。玫瑰花放香如海，正是家家酒熟时。”那时，平
阴的玫瑰露酒，早以气味浓醇闻名于世。民国时期平阴生产的玫瑰酒，就曾以香气醇
正、甘甜可口先后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质奖、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1984
年平阴玫瑰酒厂生产的翠屏山牌白玫瑰酒获山东省优质产品奖。
平阴在玫瑰酒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三元古酿法”,在继承和发展“三元古酿法”基础
上，酿制玫瑰香母酒、玫瑰醇母酒、玫瑰窖母酒(简称“三元母酒”)，季年递陈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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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九轮羼兑，勾调成玫瑰露酒。用该工艺生产的每一瓶玫瑰露酒内均含有历年来母酒
的成份和风味，因而口感协调、花香厚润，质量稳定，体现了“百年酒色溢宗香”的酿
酒境界。

1.4 青岛茉莉花啤酒
茉莉花啤酒由青岛啤酒公司以横县茉莉花提取液为主要原料之一精心酿造而
成。横县茉莉花种植至今已有 400 年历史。它以花期早、花期长、花蕾大、产量高、
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全国，香飘世界。2000 年，横县荣膺“中国茉莉花之乡”称号。
茉莉花啤酒采用青岛啤酒纯生酒液为基酒，保留鲜活清爽口感，萃取了横县茉莉
花精华，通过特殊酿造工艺处理，使茉莉花啤酒拥有茉莉花般淡雅、清香风味，饮后
使人唇齿留香、心旷神怡。产品定位于高端啤酒，主要目标消费群锁定崇尚自然、喜
欢尝试新鲜事物、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士。意在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口感体验
与享受，创造更多的生活激情和快乐。

1.5 辽阳槐花酒
辽宁省辽阳市槐花酒厂生产的槐花酒是以高粱、大黄米精酿而成，酒中水份以鲜
槐花汁代替，具有其它白酒所没有的独特品质。是一种新型无污染的天然绿色饮品。
槐花露酒由日本东京三庆公司与辽宁省辽阳市槐花酒厂共同研制开发，由玫瑰香
干白葡萄酒、鲜槐花汁、二香溶一体形成的。它天然芬芳、典雅流畅、醇和绵甜，回
味悠长，远销日本，被称为北海珍珠。
槐花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芸香甙、槲皮素、高等蜜糖等微量元素，对改善心肌
循环、清热解毒、降血脂、软化血管、消炎补肾、动脉硬化等疾病有良好的防治，并
有养颜抗衰老之功效。

1.6 仙姑菊花酒
麻城是“中国菊花之乡”，自古就有酿菊花酒的历史。菊花酒是我国古代的吉祥酒，
又是流传几千年的长寿酒，是中华国粹，已被国务院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仙姑菊花酒根据祖传秘方，潜心开发十余年，2010 年开发成功。菊花酒由菊花
与糯米、酒曲酿制而成，含有丰富的绿原酸、黄酮、菊苷等，能清除人体垃圾细胞，
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
仙姑菊花酒其味清凉甜美，口感好，不上头，不干喉。产品已获“第 21 届中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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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博览会金奖”，2013 年又获“中国白酒十大特色品牌”称号。

1.7 绿神金银花白酒
绿神金银花白酒系纯粮古法酿造。采用中国最道地的金银花为主要原料，酿制的
金银花酒，晶莹剔透、淡雅芳香、清醇可口、回味绵长，且不上火、不头疼，而益发
神清气爽、心舒意畅。中国酒界泰斗---秦含章品尝过金银花酒后赞不绝口，亲手挥毫
泼墨，写下“河南封丘美酒香，红梁老窖口味良，金银花朵选料好，饮此方知有仙乡”
的佳句。

2. 中国知名花卉酒重点企业
2.1 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
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隶属于天津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880 年，前身是义聚永记烧锅。
义聚永记烧锅历史悠久，其酿造技术源于元代的直沽烧锅。创业之初，始创人刘
鑫先生充分运用大直沽的自然条件和直沽烧锅的传统酿造工艺，酿制出新一代玫瑰露
酒、五加皮酒和高粱酒，使义聚永烧锅一时名声大振。1915 年，作为天津唯一的酒
商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并荣获金质大奖。然后分别于 1927 年、1931 年，在南洋和香港
注册了“金星”商标，从此一炮打响，业务迅速扩大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及
整个南洋市场，销量大增，使天津金星牌“玫瑰露”、“五加皮”、“高粱酒”成为南洋人
民至今喜闻乐见的美酒佳酿。1934 年，义聚永先后参加‘首都国货展’和‘芝加哥博览
会’，并荣获最高奖项国货精品奖，自此作为国货精品跻身世界酒林。
1956 年，实行公私合营，义聚永、义丰永、同聚永、广聚永、同丰涌、裕庆永、
永丰玉、裕丰永、广兴居、春泰永，这十家大直沽仅存的私营烧锅合并到天津食品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统一专营对外出口。高粮酒、玫瑰露酒和五加皮酒合称为“津沽
三宝”，已拥有 200 多年的出口历史，畅销于 183 个国家和地区。
1985 年 3 月，金星牌玫瑰露荣获法国国际美食与旅游委员会金质桂冠奖。1985
年 4 月，金星牌玫瑰露酒荣获西班牙第四届国际酒类及饮料评比质量金奖。1986 年
10 月，金星牌玫瑰露酒荣获法国巴黎第十二届国际美食博览会金奖。2006 年 12 月，
“金星牌”被国务院商务部评为津门酒业唯一的中华老字号。
2006 年，因生产能力的提升，加之获评“中华老字号”的契机，义聚永重新回归国
内市场，开启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兼营的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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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济南玫瑰酒业有限公司
济南玫瑰酒业有限公司，位于驰名中外的中国玫瑰之乡——山东省平阴县。公
司成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身是原山东平阴酒厂。是专业酿制玫瑰花系列露酒、浓
香型白酒、清香型高粱原酒及其他玫瑰花系列产品的股份制企业。
公司在引用祖传秘方和不断挖掘吸收现代新工艺的基础上，依靠雄厚的技术力
量，形成了自己的拳头产品。产品一直畅销于国内各大中城市以及东南亚、日本、新
加坡、韩国等地。
玫瑰露酒源于唐代，从唐代起玫瑰露酒一直是王宫贵族的常用饮品。而玫瑰花乃
花中之后，古代医药著作《食物本草》、《本草正义》中有如下记载：玫瑰与酒和服，
可补血养颜，流气活血，柔肝醒胃解毒消肿。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玫瑰花具有调节内分
泌，保护微血管，缓解紧张心情，养颜护肤和抗癌功效。所以，常饮玫花露酒，可行
气活络，疏肝健胃，美容养颜。
济南玫瑰酒业有限公司玫瑰系列酒产品经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融合，产品花香四
溢，优雅高贵，酒液丰满细腻，滴滴如珠，醇香甘美，余味悠长，使人在花香、酒香
的芬芳中享受酒的乐趣。公司生产的玫城春牌玫花露系列酒在 2003 年被评为“全国食
品博览会金奖”、2010 年被评为“济南名牌”产品，2012 年 8 月份，玫瑰酒系列产品的
制作工艺经公司申报，专家考察评议最后被授予济南市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
产品特点突出，风味独特，2012 年 12 月 8 号玫城春牌玫花露酒，经中国特产协会评
审评价确认为“中国传统特产”荣誉称号。
曾经玉环醉酒，同牡丹争娇比艳；香妃食花，引彩蝶争逐。在跨入二十一世纪的
今天，饮用玫花露系列酒更将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又一时尚。

2.3 辽宁开原玫瑰酒业有限公司
辽宁开原玫瑰酒业有限公司，（原名增益涌烧锅），始创于清朝乾隆二年（1737
年），至今已有二百七十余年历史。
1737 年（清乾隆二年），开原民间酿酒名师付得升先生开办增益涌烧锅。付先生
受开原民间独有的特色食品“玫瑰饼”制作工艺的启发，首创了以当地特产的红高粱、
大曲、麸皮、生香酵母加入野玫瑰花瓣采用老五甑酿造工艺，自然发酵，再经独特蒸
馏技法、陶制酒具天然山洞窖藏的复杂工艺，酿造出了绝世佳酿——开原玫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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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玫瑰酒清澈透明，冰清玉质，散发独特的玫瑰芳香，香而不腻，入口绵甜，
醇正柔和，回味悠长。玫瑰酒一经问世，深受达官显贵和广大民众的赞誉喜爱，闻名
东北地区。1915 年（民国四年）开原县知事（县长）章启槐将开原增益涌烧锅产的“玫
瑰白酒”呈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经品评获得金质奖杯，从此“增益涌”和“开原玫瑰白
酒”享誉世界。
开原玫瑰酒（原名咸州老窖玫瑰液酒）以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无可取代的
地理资源，独特的工艺和酿造过程，清晰有序的师徒传承方式，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
酒文化、民俗文化、民间艺术的优秀代表，目前，“咸州老窖玫瑰液酒酿造工艺”，已
经申报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2.4 大连冰峪庄园酿酒有限公司
大连冰峪庄园酿酒有限公司前身为大连天门山酿酒有限公司，始创于 1973 年，
原生产的“烧锅酒”、“日本清酒”、“水果酒”等曾享誉海内外。2001 年以来研制生产了
冰峪庄园系列大米原浆酒、槐花系列大米原浆酒及水果系列大米原浆酒，产品现已畅
销全国及东南亚、美国市场等。
大连冰峪庄园集团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生态酿酒企业，建立“前工厂、后庄园”的酿
酒模式。自 2005 年起，公司几年来已投资二亿元人民币，兴建大连冰峪酒庄生态园
有限公司、大连金槐花生物酿造有限公司和大连冰峪庄园生态园三个大规模的生态酿
酒产业园区，大规模种植槐树、水稻、各种水果等，充分利用冰峪地区得天独厚的绿
色无污染的资源优势，确保每一粒大米，每一朵槐花，每一棵果树的品质，酿造出具
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绿色生态酒。
冰峪庄园槐花大米原浆酒是以冰峪庄园大米原浆酒为基础，加上冰峪山区纯天然
的鲜槐花汁为原料，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发酵而成。槐花酒的特点是酒色金黄晶莹，槐
花清香，清而不淡，浓而不艳，口感绵甜，回味悠长。
冰峪庄园水果大米原浆酒是以冰峪庄园大米原浆酒为基础，加上冰峪地区的无
污染绿色水果——红果（山楂）、苹果、草莓、山梨、野山葡萄等，利用现代生物工
程发酵技术酿制而成的水果米香型白酒。其特点是米香纯正、酸甜可口、回味怡畅[9]

2.5 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
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于 1910 年（宣统二年），由法国圣母天主教会沈蕴璞修
士在北京阜外马尾沟 13 号法国圣母天主教墓地创建，并聘请法国人里格拉为酿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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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法国风格的红，白葡萄酒，用于教会弥撒、祭祀和教徒饮用酒，年产量仅为 5
至 6 吨。
1946 年，注册为“北京上义洋酒厂”，正式向外出售葡萄酒。1959 年 2 月，北京
市政府将其更名为“北京葡萄酒厂”，并注册了“中华”品牌，其主要产品“桂花陈”、“莲
花白”和“中国红”，均为世界或国内首创的新产品。
1987 年 3 月 17 日建立“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1988 年，由中国特选葡萄，璧
合法国先进酿酒技术，诞生了第一瓶葡萄酒，时值中国农历龙年，故为“龙徽”。在
2010 年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中华品牌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华樽杯”中国酒类品
牌价值评议中，其品牌价值为 5.72 亿，在北京酒类品牌价值排行 11，在国内葡萄酒
行业名列第 10。
龙徽公司生产的桂花陈酒是一种加香葡萄酒。系于八月桂花盛开之际，采摘待放
之花朵，按照传统工艺，结合现代技术精酿而成。酒液澄清透明，色泽金黄，酒味香
甜醇厚，具有纯正和谐的酒香与桂花香，产品畅销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名扬海外。
1961 年，在全国葡萄酒、果酒协作区第六次会上，被评为名果酒；1963 年、1979
年和 1983 年，在全国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评酒会上，均被评为国家优质酒；1983
年荣获国家优质食品银质奖章；1985 年 3 月 20 日至 1986 年 10 月 24 日，分别在法
国国际美食评奖会、西班牙第四届国际饮料酒评选会和法国巴黎第十二届国际食品博
览会上，荣获三块金牌。

2.6 湖北桂花鄉酒业有限公司
湖北桂花鄉酒业有限公司坐落在“中国桂花之乡”、风景秀丽的隽水河畔——崇阳
经济开发区。厂区面积六万余平方米，年设计生产能力 5000 吨，形成了开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规模化白酒、桂花酒生产企业，是咸宁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06 年，公司顺利通过了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7 年 12
月已成功通过中国品牌组委会审核，被确认为“中国著名品牌”，2008 年被评为“咸宁
市知名品牌”，多次荣获中国食品饮料博览会及中国农产品博览会金奖。
桂花鄉酒业公司生产的“桂花鄉”牌桂花酒，以湖北咸宁特产桂花为原料，采用
优质年份糯米陈酒，经长年浸泡，数次变方，分段醇析，精心提炼，科学配制而成。
此酒色泽金黄、晶莹透亮，有奇特的桂花香和酒香，味感醇厚、沁人心脾。
湖北桂花鄉酒业认为，白酒行业的未来取决于 80、90 后的年轻消费者。他们对
传统白酒的态度将决定未来白酒行业的命运。对应这种变化，白酒行业现在存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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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做法，一种是竭力使 80、90 后消费者认同现在的酒文化：另一种则是完全按
照 80、90 后的特征，开发对应的时尚白酒，全面满足互联网时代的年轻消费者。经
过数次的酿造实验和专家指点，桂花鄉酒业成功研发了属于湖北桂花鄉酒业有限公司
自己香型的“桂花香型桂花酒”白酒和“桂花香型桂花酒”果露酒。
桂花酒属果露浸泡型酒类，浸泡不同于酿造，在保证桂花保健功效不流失的情况
下使之与白酒的甘醇、香甜、浓郁合二为一，完美的融为一体；使之口感更佳，有奇
特的桂花香和酒香，味感醇厚、沁人心脾[10]。

2.7 河南省绿神金银花保健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神金银花保健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致力于金银花种植、科研、生产
和销售的企业。创建于 2003 年，年可生产金银花酒 2400 吨。
封丘县栽培金银花已有 1500 余年的历史。1984 年被国家确定为金银花生产基
地。2003 年 1 月 23 日，封丘金银花获原产地标记注册保护”。
金银花白酒采用中国道地金银花为主要原料，并以优质高粱、小麦、大米等精心
酿制而成，其酒绿色健康、淡雅芳香、清醇可口，投放市场，便获得广大消费者和专
家们的好评。2009 年 8 月 8 日被全国高科技品牌推进教科文卫委员会授予“中国名优
品牌白酒”称号。

3. 花卉酒的现状
花卉酒品类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2

花卉酒品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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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花卉酒势单力薄，始终未能单独分户，一直被归入果露酒类。即使果露酒也
是饮料酒类产品中产量最低的酒种，在酿酒企业中属于“弱势群体”。历史上最高年产
量是1988年，当年产量109.23万千升，占饮料酒总量8%，此后逐年下降。至“七五”
末期露酒产量78.2万千升，占饮料酒总量5.6%。至八五末期，产量42万千升，只占饮
料酒总量1.6%；到1996年，果露酒全计产量只有31万吨，仅占饮料酒总量的1.1%。
2000年，萎缩到有20万吨，仅占饮料酒总量的0.6%了。生产连年下滑反应了露酒这一
古老酒种的危机。
进入21世纪后，保健食品行业的高速发展，为养生保健型果露酒带来机遇。随着
人们养生保健意识的增加，以及保健酒行业的加入，我国果露酒行业终于走出低谷，
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2004年果露酒年产量近40万千升，比2000年翻一番[11]。2005
年，果露酒销售收入38.24 亿元，比2004年增长8.90%；2006年，销售收入52.79 亿元，
增长27.10%；2007年，销售收入72.96 亿元，增长27.98%。2008 年，销售收入95.9 亿
元，增长31.71%。2009年，销售收入114.68 亿元，增长32.16%。
这5年来，果露酒行业无论是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还是销售收入、资产总额都有
较大提高。截止2009年底，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为157个，较上年增加21个；行业资
产总额116.73 亿元，同比增长21.08%，连续3年保持20%以上增速。尤其2007-2009 年，
行业利润总额逐年增加，且保持高速增长，2009年增速高达34.18%。果露酒步入全新
发展期[12]。2010年，销售收入95.9亿，2011年，销售收入154.32亿，2012年销售收入
202.82亿元，增长31.42%；这一期间，果露酒行业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高于酿
酒行业的平均增速[13]。
据《中国酿酒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到2015年，酿酒行业将实现酿酒总产量
8120万千升（含酒精及白、啤、黄、葡、果露酒等六个子行业），比“十一五”末增长
25%，年均递增4.6%；销售收入达到8300亿元，比“十一五”末增长63%，年均递增10%。
果露酒消费量将继续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预计到2015 年产量在50万千升左右；销
售收入达220亿元，比“十一五”末增长56%，年均递增9.3%；
《中国酿酒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出：果露酒行业，少数全国性品牌的强势
地位近期内不会改变，大部分产品继续保持地域性格局。
综上所述，果露酒的冬天已经过去，已进入初春，未来将伴随中国酿酒产业稳步
发展。花卉酒隶属于果露酒，华夏儿女灿烂的食花文化，或许会在新时代绽放，我们
拟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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