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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e
经典
天然型

50% 莫尼耶⽪诺 – 30% 霞多丽 -20% ⿊⽪诺
来⾃8个产地
马恩河⾕ & 兰斯⼭
此款⾹槟清爽，果味怡⼈, 调配了10%的在⼤⽊桶中陈年珍藏的葡萄基酒，⼜中平衡感良好，余味悠
长。
这款传统⼲⾹槟适宜餐前饮⽤，也可任何时刻品⽤。
祛渣前经过30个⽉带渣熟成
补液含8克糖/升。
感官特点：
视觉：酒呈浅⾦⾊ – ⽓泡细腻持久
⾹⽓ : 果⾹浓郁,散发着梨和李⼦的⾹味. 在⼤⽊桶中陈年珍藏的葡萄基酒赋予了⼀丝灌⽊味道.
味觉: ⼜感清爽, 融合了果味和清淡却依然⽣动的烧烤味. 这款酒余味悠长, ⼀丝柠檬味道久久徘徊于⼜
中.
保存：可以贮存1-2年；适宜在6-8° C下饮⽤。
参数分析： 酒精度 12,2% Alc/Vol 酸度4,2g/L 含糖量：8g/L
奖项：
•

中国葡萄酒与烈酒⼤奖（China Wine & Spirit Awards）（中国及⾹港地区） ⾦奖

•

桦榭葡萄酒指南 （Guide Hachette des Vins）⼼⽔之选奖 （Coup de Cœur）& ⼆星

•

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赛 （Concours Mondial de Bruxelles）⾦奖

•

樱花葡萄酒⼤奖（Sakura Wine Awards）（⽇本） ⾦奖

•

韩国葡萄酒与烈酒⼤奖（Korean Wine & Spirit Awards）（韩国）

•

《葡萄酒观察家》（Wine Spectator） 评分 90

•

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奖（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四星&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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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é
桃红
天然型

50% 莫尼耶⽪诺 – 30% 霞多丽 – 20% ⿊⽪诺
来⾃8个产地
马恩河⾕ & 兰斯⼭
为了得到三⽂鱼⾊调和红⾊⽔果⾹⽓，我们在这款酒中调配了10%的来⾃达默
⾥（Damery）产区的红葡萄酒。
此款⾹槟与⽩⾁及多种甜点完美和谐共融。
祛渣前经过30个⽉带渣熟成
补液含8克糖/升。
感官特点：
视觉 : 粉橙⾊ – ⽓泡细腻丰富

⾹⽓：果味浓郁，散发着红果⾹味， 覆盆⼦，醋栗及西柚的果⾹。
味觉：⼜感甜美清爽。呈现柑橘及红果味道。
保存： 避光处贮存⾄3年。适宜在6-8° C下饮⽤。
参数分析： 酒精度 12,4% Alc/Vol 酸度4,2g/L 含糖量：8g/L
奖项：
• 吉尔伯特&盖拉德 （Gilbert et Gaillard）评分 90/100
• 《葡萄酒观察家》（Wine Spectator） 评分 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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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 de Chardonnay
霞多丽⽩中⽩
天然型

100% 霞多丽
来⾃4个产地：
罗默⾥（Romery），弗勒⾥拉⾥维耶（Fleury la Rivière），阿伊（Ay）和巴叙埃
（Bassuet）
这款⾹槟花⾹浓郁，伴有矿物⽓息；调配了20%的来⾃阿依产区（Aÿ）经⼤⽊桶陈年的
⽼藤霞多丽，有烤⾯包和蜂蜜的味道。
此款⽩中⽩霞多丽适宜搭配鱼⾁或海鲜拼盘。
祛渣前经过42个⽉带渣熟成
补液中含糖量为6克/升
感官特点：
视觉：透明的浅⾦⾊ – ⽓泡细腻优雅
⾹⽓ : ⾹⽓怡⼈清爽, 散发着柑橘类⽔果的⾹味,柠檬⽓息尤为突出
味觉 : ⼜感⼗分细腻, 有着明显的矿物味道. 柔滑绵长的质地带来可⼜的奶油和奶⾹味道.
保存：避光处贮存⾄3年；适宜在8-10° C下饮⽤。
参数分析： 酒精度 12,4% Alc/Vol 酸度4g/L 含糖量：6g/L

奖项：
• 桦榭葡萄酒指南 （Guide Hachette des Vins）⼼⽔之选奖 （Coup de Cœur）
& ⼆星
• 世界霞多丽葡萄酒⼤奖（Chardonnay du Monde） 银奖
• ⽇本樱花葡萄酒⼤奖（Sakura Wine Awards） ⾦奖
• 国际葡萄酒挑战赛（International Wine Challenge） 银奖
• 世界霞多丽葡萄酒⼤奖（Chardonnay du Monde）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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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 de Noirs
⿊中⽩
天然⼲型

50% 莫尼耶⽪皮诺 – 50% ⿊黑⽪皮诺
来⾃4个产区：
Romery, Eceuil, Damery & Olizy
不同寻常的是，这款⾹槟的混酿部分在⼤桶中熟成，部分在⼩橡⽊桶中
熟成，品鉴时散发着浓郁的⾹⽓，完美地彰显它的优雅迷⼈，唤醒了我
们的味蕾
祛渣前经过30个⽉带渣熟成
⽆补液添加
感官特点：
视觉：酒呈浅⾦黄⾊- ⽓泡细腻丰富
⾹⽓：此款⾹槟纯净，⽔果蜜饯的味道扑⿐⽽来。
味觉：⼜感柔和清爽。平衡感极佳，轮廓分明，散发着柑橘味道。 ⽓泡
细腻轻盈。
保存：可以贮存1到3年；适宜在6-8° C下饮⽤。
参数分析： 酒精度 12,4% Alc/Vol 酸度3,8g/L 含糖量：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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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 Gourmand
即刻美味
⼲干型

50% 莫尼耶⽪诺 – 30% 霞多丽 -20% ⿊⽪诺
来⾃8个产区
马恩河⾕ & 兰斯⼭
此款⾹槟甜美，果⾹浓郁，含糖量⾼于传统⼲⾹槟，适宜搭配鹅肝酱及各式甜
品。
祛渣前经过30个⽉带渣熟成
补液含20克糖/升
感官特点：
视觉：酒呈浅⾦⾊ – ⽓泡细腻优雅
⾹⽓：果⾹迷⼈，散发着苹果，梨和桃⼦的味道。
味觉：⼜感丰腴清爽. 甜美度与清新感平衡得完美⽆瑕. 果味纯净持久.
保存：可以贮存1到3年。适宜在6-8° C下饮⽤。
参数分析： 酒精度 12,2% Alc/Vol

酸度4,2g/L 含糖量：22g/L

奖项 :
吉尔伯特&盖拉德葡萄酒指南（Guide Gilbert et Gaillard）评分 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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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 Cru
⼀一级园
超天然型
50% ⿊⽪诺 – 30% 霞多丽 -20% 莫尼耶⽪诺
来⾃3个产地：
阿依（Ay）, 埃去埃（Écueil）和奥特维莱尔（Hautvillers）
此款⾹槟混酿了多个⼀级园的葡萄酒，其中占主导的⿊⽪诺充分表现了它的强
劲与个性。这款⼀级园⼲型⾹槟适宜餐前饮⽤及搭配红⾁。
祛渣前经过30个⽉带渣熟成
补液中含糖量为5克/升
感官特点：
视觉：酒呈⾦黄⾊- ⽓泡细腻持久
⾹⽓：⾹⽓扑⿐，散发着烧烤和奶⾹味，并伴有怡⼈的杏仁味道。
味觉：奶油质地，有着悠长的余味。可⼜的烤⾯包味道萦绕于⼜中，收尾优雅
保存：可以贮存1到3年；适宜在8-10° C下饮⽤。
参数分析： 酒精度 12,2% Alc/Vol 酸度4,2g/L 含糖量：8g/L
奖项：
法国巴黎农业⼤赛（ Concours Général Agricole de Paris） ⾦奖
桦榭葡萄酒指南 （Guide Hachette des Vins）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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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ésime 2013
2013年年份⾹香槟
天然型
50% ⿊⽪诺 – 50% 霞多丽
来⾃8个产区：
马恩河⾕ & 兰斯⼭
来⾃单⼀年份并调配了60%的在⼤⽊桶中陈酿的⿊⽪诺。此款⾹槟成熟度极
佳，强劲有⼒。
此款年份⼲型⾹槟适宜搭配精致菜肴。
祛渣前经过5年带渣熟成
补液中含糖量为6克/升
感官特点：
视觉：酒呈明亮的⾦黄⾊- ⽓泡轻盈
嗅觉：复杂的⾹⽓和糕点的味道扑⿐⽽来，⾹草，榛⼦和杏仁的⾹⽓慢慢散
开。
味觉：⼊⼜便感受到此款⾹槟紧实的结构和饱满感。醇厚和复杂感给予了此酒
悠长的⾟⾹余味。
保存：可以贮存1到4年；适宜在8-10° C下饮⽤。
参数分析： 酒精度 12,5% Alc/Vol 酸度3,8g/L 含糖量：7g/L
奖项：
法国巴黎农业⼤赛（ Concours Général Agricole de Paris） ⾦奖
桦榭葡萄酒指南 （Guide Hachette des Vins）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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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勒内⾹香槟（Cuvée René）
超天然型
70% 霞多丽 – 30% ⿊⽪诺
来⾃2个产地：罗默⾥Romery (Crayères) 和埃去埃 Écueil (Crossats)
这款⽤以向酒庄创始⼈勒内.ּּ施洛耶歇(René Schloesser)致敬的⾹槟由来⾃
Crayères罗默⾥（Romery）的霞多丽和Crossats埃去埃（ Écueil）的⿊⽪诺酿制
⽽成。调配了50%的在⼤⽊桶中陈年珍藏的葡萄基酒，散发着奶⾹⾯包和榛⼦
的味道。
作为餐前酒独⼀⽆⼆，亦可搭配⽩⾁。
祛渣前经过5年带渣熟成
补液中含糖量为5克/升
感官特点：
视觉：酒呈深⾦黄⾊ – ⽓泡细腻优雅
⾹⽓： ⾹⽓复杂，榛⼦，⾹草和奶⾹⾯包的味道得以充分表现。
味觉：⼊⼜有矿物和⽩垩⼟味道，平衡丰富的结构感带来蜜饯和糕点的味道。
⽓泡⾮常细腻。
保存：可以贮存1到4年；适宜在8-10° C下饮⽤。
参数分析： 酒精度 12,5% Alc/Vol 酸度4,2g/L 含糖量：6g/L
奖项：
• 2012和2013年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赛 （Concours Mondial de Bruxelles）⾦
奖
• 17/20 par Jancis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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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桃红⾹槟 2014
超天然型

80% ⿊⽪诺 – 20% 霞多丽
来⾃三个产区
Georgette (Romery), Pitances & Mères vignes (Fleury-la-rivière)
限量编号发⾏
这款桃红年份⾹槟调配⼤胆且富有创意，散发着浓郁的红果及草莓的芳
⾹。这款以放⾎法酿制的桃红⾹槟平衡度良好，个性独特，精致细腻与
纤维质感尤显其⾼贵优雅。
年产量仅1409瓶，平置熟成3年后祛渣。
补液中含糖量为4克/升
感官特性：
视觉：红宝⽯⾊泽 – ⽓泡细腻轻盈
嗅觉：这款酒⾹⽓极其复杂，散发着草莓和红果的⾹⽓，伴着奶油糕点
和⾯包屑的奶⾹。
味觉：⽓泡⼗分细腻，⼜感丰富、强劲、复杂，红果的美味在唇齿间流
连。
贮存： 可保存1-5年。在8-10°C饮⽤。
分析参数： 酒精：12,4% Alc/Vol . | 酸度 : 4,25 g/L | 补液含糖量 : 4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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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thentique 2009
⾄臻2009
超天然型

80% ⿊⽪诺 – 20% 霞多丽
来⾃两个产区：
Aÿ & Romery
限量编号发⾏
葡萄采摘⾃阿伊(Ay), 和罗默⾥(Romery)产区的⽼藤葡萄，在⼩橡⽊桶和⼤⽊桶
中陈酿1年，赋予此款⾹槟饱满强劲的⼜感，伴随着⾹草和焦糖的味道。
每年只⽣产4837瓶，除渣前带酒泥陈年5年。
补液含5克糖/升。
感官特点：
视觉：酒呈⾦⾊- ⽓泡轻盈细腻
⾹⽓：这款酒⾹⽓复杂，伴有⼀丝细腻的⽊⾹味道，又融合了⾹草，奶油和⾯
包屑的⾹味
味觉：⽓泡细腻，⼜腔被浓郁、强劲、复杂的味道包围，奶⾹和黄油的美味在
⼜中流连。
保存：可以贮存1到5年；适宜在8-10° C下饮⽤。
参数分析： 酒精度 12,4% Alc/Vol 酸度4,25 g/L 含糖量：5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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