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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Wine China 2018:  
上海圆满落幕，各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   ProWine China 2018再创辉煌，观众人数较上届增长33.2%

•   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再创新高

•   优质专业观众比例持续增长

•   配套活动规模扩大，精彩非凡

ProWine China与第22届FHC China-上海国际
食品饮料及餐饮设备展览会（FHC2018）同期
举行，FHC China是中国领先的食品餐饮专
业贸易展。在杜塞尔多夫展览和UBM ISO的
悉心组织下，ProWine China 2018迎来39个
国家750家实力雄厚的葡萄酒生产商和经销
商参展，展览面积增加20%。为期三天的盛
会更吸引18,936名专业观众到场，观众人数
较上届增长了33.2%。除本地观众外，更多来
自北京、广东、新疆、海南、山东、辽宁和福建
的观众亲身品鉴各式葡萄酒和烈酒。

历经五年，ProWine China在上海稳固发展。
2018年11月13日至15日，ProWine China 2018

隆重举行。本届展会规模创历年之最，为生产
商、进口商、经销商、重要买家和行业专家搭
建桥梁，创造优质商机，促进行业交流互动。

作为全球领先的葡萄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
系列ProWein World旗下系列展会，ProWine 

China 2018获得业界高度评价。国际展商借此
平台把握中国市场优质销售机会，建立重要
业务联系。来自多个国家的精品葡萄酒和烈
酒遍布各大展区，更吸引来自澳大利亚、奥
地利、智利、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
知名葡萄酒生产国组团参展。全球葡萄酒生
产商是展商中的主力军，他们借助ProWine 

China这一平台开拓中国市场。 

为中国进口商和经销商打造全方位平台
ProWine China吸引了多家知名本土展商参展，
包括长城葡萄酒、酒易酩庄，以及知名协会，
例如CWS威士忌协会，面向广大业内人士展
示最新产品，并与中国同行会面，讨论合作机
会，拓展本地业务。

“
“

“
“

“
“

““

通过大家对今年活动的反馈，可以看出ProWine 
China已成为中国大陆的领先展会。我们很荣幸能
够继续为业界人士搭建平台，交流探讨并展示自
我，期待未来再续辉煌。海外展商比例高达80%，来
自39个国家，更彰显了ProWine China这一平台的
重要战略地位，致力满足中国市场需求，ProWine 
China是唯一全面覆盖整个中国大陆市场的展会。

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
葡萄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全球总监

Marius Berlemann 先生

这是我第三次参展ProWine China，一如既往的非
常专业和国际化。我发现展馆内每一个产区的布
局都非常清晰，而且出乎我们预料的是经销商数
量特别多，并且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对于
我们来说，ProWine China是一个平台，集合了优
质的经销商和消费者，同时让国内酒庄及国外展
商同台竞技。明年我们肯定会继续参展ProWine 
China。

新疆天塞酒庄总经理 陈立忠 女士

我是特地从江苏徐州赶来的进口商，今年是我参
观ProWine China的第三年了。对我来说，如果下半
年要选一个必去的展会，那非ProWine China莫属，
其国际性和专业性是最让我满意的。相比去年，
我看到了很多来自像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澳大利
亚、阿塞拜疆等国家的酒商，这说明ProWine China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这次是抱着明确的采购需
求和计划来的，逛了一下觉得质量和种类都很不
错。

徐州市葡雅商贸有限公司经理 闫瑞 先生

ProWine China 是葡萄酒和烈酒行业不可错过的
盛会，助力挖掘新市场，探索新理念，促进企业发
展。展商和观众数量反映出行业迅猛发展，展会期
间亦可遍览众多全新服务和产品类别。

UBM ISO 执行董事 Paul March 先生



全新行业网络在中国发展壮大，强助企业发展

大师班和研讨会带来丰富行业资讯
ProWine China始终致力于葡萄酒教育产业。
今年展会共打造了30多场业内顶级专业大师
班和研讨会，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美酒的方方
面面，剖析葡萄酒和烈酒最新行业资讯。 

葡萄酒专业人士齐聚ProWine China

ProWine China继续联合各方，汇聚葡萄酒协
会、企业和联盟联合发力。有鉴于ProWine 

China盛况空前，业内人士更提出“上海葡萄
酒周”的说法。今年，ProWine China和Decanter

醇鉴上海美酒相遇之旅（11月17日）再次选在
11月的同一周举行。此外，澳大利亚葡萄酒管
理局和法国南部葡萄酒协会在ProWine China

期间于上海举办了旗下葡萄酒评选的颁奖
典礼。“斟知酌鉴葡萄酒联盟”成立大会也于
ProWine China 2018第三天举行，该联盟由中
国知名葡萄酒人士郭明浩先生创立。

下届ProWine China将于2019年11月12日至14

日与2019年上海国际食品饮料及餐饮设备展
览会（FHC2019）同期举办。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rowinechina.com

下届ProWein展会将于2019年3月17日至19日
在杜塞尔多夫举办。ProWein 2019将庆祝展
会创办25周年。自1994年创办以来，ProWein

已发展成为全球行业领先的行业盛会，以独
树一帜的观众理念和无与伦比的展品类别与
服务不断创造辉煌。其后于中国大陆、香港地
区和新加坡书写全新成功篇章。
有关ProWein及其25周年庆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www.prowein.com

下届ProWine Asia将于2019年5月7日至10日在
香港举行，2020年3月31日至4月3日在新加坡
举行。
更多详情，请访问：www.prowine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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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今年的展览大获成功，甚至胜过去
年。展会专业度高，组织完善。我们与潜在客户达
成了很多有希望的合作意向。

GCF执行商务总监兼家族创始人 
Frederic Helfrich 先生

我对ProWine China的第一印象是规模盛大，现场
人头涌动好不热闹。人们前来学习和品酒，展会效
果显著。我们得到很多积极的反馈和业务联系。
我们对结果非常满意，非常期待参加下届展会。

Wemyss Malts威士忌大师
Charlie MacLean 先生

对于中国葡萄酒来说，整个行业的专业性有明显
的提升，消费者也能明确的表达自己的喜好。昨天
跟很多业内朋友交流，大家都说ProWine China是
中国大陆绝对一流的葡萄酒专业展会。ProWine 
China的大师班内容丰富，互动性强，参与大师班
的听众都非常专注，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及
积极性。

北京农学院副教授
ProWine China产业论坛策划及主持人

 李德美 先生

这是王都酒庄第三次参加ProWine China。对我
们而言，来这里参展非常重要，因为在ProWine 
China，您可以找到中国大陆整个葡萄酒行业最优
质的专业观众。今年，我们的展台人气很旺，建立
了大量良好的业务联系。ProWine China对我们也
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能够在这里集中推广企业品
牌。这对中国至关重要，因为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
深受品牌驱动。

澳大利亚王都酒庄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俞天韵 先生



展会简介

展会名称 ProWine China 2018
国际葡萄酒和烈酒贸易展览会

展会日期 2018年11月13 - 15日

展会时间 11月13日：上午10:00 - 下午6:00
11月14日：上午10:00 - 下午6:00
11月15日：上午10:00 - 下午4:00

展会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4 - W5馆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主办方 杜塞尔多夫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华汉国际会议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ProWine China 2018
现场活动

葡萄酒活动

ProWine“教育攻略” 
    产业论坛
    WSET大师班
    Decanter大师班
    IMW葡萄酒大师学院研讨会

ProWine活动计划 
    香槟酒廊
    威士忌流浪
    烈酒吧
    第八届中国国际调酒大师赛（华东赛区）
    展商大师班及品鉴班

更多信息

www.prowinechina.com ProWine China 微信 ProWine China Weibo



展会面积 17,500 平方米

参展公司总数 754

参展国家和地区总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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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

2018 展会统计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巴西
比利时
保加利亚
波兰
德国
俄罗斯
法国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韩国
荷兰
加拿大
捷克
罗马尼亚
毛里求斯
美国
摩尔多瓦
南非
挪威
葡萄牙
瑞典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乌克兰
西班牙
新西兰
匈牙利
亚美尼亚
意大利
英国
以色列
智利
中国
中国香港



明年见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4 - W5馆 

2019年11月12 - 14日

联系人: 钱雅琨 女士
电话: +8621 6169 8300 ext. 8355 

联系人: 徐静 女士
电话: +8621 3339 2245

Messe Düsseldorf GmbH
Contact: Petra Langen
Tel: +49 211 4560 585

UBM
Contact: Martyn Cox
Tel: +44 20 7560 4327

邮箱: Krystal.Qian@mds.cn 邮箱: Jamie.Xu@ubmsinoexpo.com Email: LangenP@messe-duesseldorf.de Email: mcox@oesall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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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数量 (2016 - 2019预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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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展会统计

区域 参观人数 百分比 (%)

上海
中国上海以外的区域

8,730
10,206

46.1
53.9

总人数: 18,936 100.00

领域 百分比 (%)

零售 / 超市 24.04
进口商 / 分销商 30.67
批发商            17.21
酒店业 9.41
餐饮业 5.00
葡萄酒制造商 5.51
顾问 / 服务业 8.16
共计 100.00

采购职务 百分比 (%)

决定性的角色 45.29
关键性的角色 28.89
建议性的角色 23.19
不重要的角色 2.63
共计 100.00

工作职务 / 职能 百分比 (%)

董事长 / 首席执行官 / 运营总监 / 总经理 / 店长 27.72
采购经理 / 买手 20.73
销售 / 市场 / 公关 23.50
老板 / 合作伙伴 / 业主 / 店长 9.38
行政主厨 / 主厨 1.91
酿酒师 / 侍酒师 2.58
贸易 7.32
食品业经销商 / 餐饮业管理者 1.87
媒体 1.01
酒店管理学校学生 0.72
其他 3.26
总计 100.00

项目 百分比 (%)

主办方的邀请 25.48
展商的邀请 28.64
行业协会或是机构邀请 7.42
媒体 (报纸 / 杂志 / 网络) 3.91
官方网站 (ProWine China, ProWein, FHC) 10.66
杜塞尔多夫的 ProWein展 4.79
电子快讯 3.68
社交媒体(微博, 微信, Twitter, Linke  d- in) 4.28
生意伙伴或朋友 8.02
主办方的销售代表 1.02
行业杂志 1.50
关键意见领袖 0.60
总计 100.00

产品 / 服务信息

红葡萄酒 21.54
白葡萄酒 15.30
桃红葡萄酒 10.16
气泡酒
加强酒                                                                                                                             

11.77
5.81

果酒 5.37
有机葡萄酒 7.59
品牌葡萄酒 6.00
烈酒 5.93
其他酒精饮品 3.68
葡萄酒相关设备及服务 3.12
研讨会和葡萄酒教育 3.73
总计

*观众可能会对一种产品以上的产品 /服务感兴趣.

观众区域分析

观众行业领域分析

观众采购角色分析

观众职务 / 分析

怎样得到展会的信息

观众产品 / 服务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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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经理 / 买手 20.73
销售 / 市场 / 公关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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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厨 / 主厨 1.91
酿酒师 / 侍酒师 2.58
贸易 7.32
食品业经销商 / 餐饮业管理者 1.87
媒体 1.01
酒店管理学校学生 0.72
其他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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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的邀请 28.64
行业协会或是机构邀请 7.42
媒体 (报纸 / 杂志 / 网络)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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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可能会对一种产品以上的产品 /服务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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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职务 / 分析

怎样得到展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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