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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巧克力 – 天赋之心 | 展台：AB01 

从可可豆到巧克力（Bean-to-Bar) 

来自立陶宛的巧克力企业“天赋之心”将本国传统的巧克力工艺于现代技术完美结合，专注于供应链的每

一个细小环节。从挑选原产地开始，天赋之心历经对可可豆的烘焙、筛选、搅拌、揉揑及回火等多个工序

製作，以求消费者能品尝到不同地区可可豆的独特风味。天赋之心采购的可可豆主要来自坦桑尼亚、马达

加斯加岛、尼加拉瓜及洪都拉斯等地。 

目前世界上仍然保持从可可豆到巧克力（Bean-to-Bar)传统的企业仅有 150 家。 

公司同时也提供巧克力私人定制业务。 

天赋之心目前有意拓展中国市场，希望与感兴趣的经销商和店家开展合作。欲了解更多该企业及产品信

息，请访问企业官网：www.chocolatenaive.cn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 

欧洲中小企业精品馆 - 展商及产品介绍 

访问展位: AB01 – AC10，1 号展馆 

2015 年 11 月 18-20 日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朝阳区天辰东路 7 号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www.chocolatenaiv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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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葡萄酒 – 福克斯酒庄 | 展台：AC06 

拥有三百余年酿酒传统的家族葡萄酒庄，源自德国莱茵河西岸 

福克斯酒庄 (Weingut Fuchs) 位于德国西南部莱茵河西岸 15 公里的 Dalsheim 村，是一个传统的家族经营的

葡萄酒庄园，其葡萄酒酿造传统可以追溯到 1626年。 

目前福克斯葡萄酒的生产、酿造、装瓶等全部环节仍然在酒庄完成，年产量约 20 万瓶。 

酒庄生产果味清新浓郁的白葡萄酒，有天鹅绒般的红葡萄酒单宁柔顺，酸度低。 

 

产区特点 

福克斯葡萄园种植面积大约 30 公顷，散布在两个葡萄酒产区，莱茵黑森和法尔

兹。一部分葡萄园在莱茵黑森丘陵南部，随着起伏的山坡向南和东南方向延

伸。另一部分的葡萄园在法尔兹产区的东部，地势更陡，朝向南方和东南方。

该地区土壤富含钙质及矿物质，为葡萄树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即使是干燥

的夏天，葡萄也能吸收充足的水分。此外，德国的西南部是全国最温暖的地区

之一，非常适宜葡萄生长。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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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经营者介绍 

汉斯∙雅各布∙福克斯 Hans-Jakob Fuch， 福克斯酒庄庄主

和总经理 

酒庄男主人汉斯非常热爱葡萄酒，不仅是团队的领导，

也是经验丰富的酿酒师。汉斯先生在庄园长大，毕业于

Hohenheim大学的农艺学专业。 

酿酒是他最重要的任务，没有他的许可，庄园里的葡萄

酒就不能装瓶。闲暇时光，福克斯先生喜欢在葡萄园遛

狗，也喜欢骑马、打猎、阅读、音乐以及看犯罪类型的

电影。 

希尔德佳黛∙福克斯 Hildegard Fuchs 

女主人希尔德佳黛，汉斯∙雅各布∙福克斯先生的太太，转行进入葡萄酒行业之后，主要负责互联网以及出

口事宜。希尔德佳黛·福克斯空余时间喜欢养狗、园艺以及烹饪，也爱好读书和针线活，尤其享受弹奏钢

琴和竖琴。 

欲了解更多酒庄信息，请登录网站：www.weingut-fuchs.de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www.weingut-fuch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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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碳酸饮料– Green Cola | 展台：AB03 

 

甜叶菊绿色健康可乐 

Green Cola/EPAP 公司总部位于希腊雅典，拥有近半个世纪的生产软饮的历史。通过持续的技术升级和改

善，公司为消费者不断推出高品质、健康、安全的饮料。2010 年，公司推出全新系列饮料，取名 Spark，

涵盖可乐，柠檬水，苏打水，鸡尾酒等，主要面向希腊北部市场。2012年，公司进行战略调整，重点开发

符合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的饮品，例如采用甜菊叶的绿色可乐，在希腊国内获得消费者的广泛喜爱。 

 

近年来以甜叶菊作为甜味剂为可乐市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使用甜叶菊的可乐卡路里含量远低于普通可

乐，因此在欧美正被越来越多的注重健康的消费者推崇。 

 

主要成分：水，二氧化碳，柠檬酸，苹果酸，甜菊糖，三氯蔗糖，天然香料，柠檬酸钠，天然咖啡因 

欲了解更多产品和企业信息，请登录：http://greencola.com/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http://greencola.com/


 

 An Initiative Implement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www.eusmecentre.org.cn 

 

Implemented by  

 

5 

西班牙石榴汁– VitalGrana | 展台：AC04 

西班牙纯天然有机石榴产品，来自欧洲最大石榴产区 

vitalGrana 由 400 多名西班牙阿利坎特省（Alicante）Crevillente 地区的农民于 2008 年创办，并以尊重自

然、支持地区传统农业、畜牧业和生态发展为经营原则。公司初期发展获得了当地政府支持，并组建了包

括生物学家、药学家、农学家和环境工程师在内的独立研发团队。 

西班牙阿利坎特省盛产石榴，其产量占欧洲 90%以上，因此 vitalGrana 研发了多款天然石榴产品，包括

100％纯天然有机石榴汁，石榴酱、石榴蜜、石榴籽油等。 

 

 

 

 

 

 

 

100%纯天然无添加石榴汁 

vitalGrana 通过其独立研发 Vitalgrana Totum 

System®提取石榴汁，最大程度保留了石榴果

皮、内膜及种子等核心部分的营养成分，使得

果汁获得营养和口感的完美平衡。 

 

石榴果酱 

石榴果酱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多

酚，是极为健康的早餐和零食搭配。其中，维

生素 C，E，A，B1，K 和β-胡萝卜素最为丰

富，另外也包括铁，钙，锌和钾。 

 

 

石榴蜜 

vitalGrana 42 石榴蜜是西班牙最早商业化的花蜜产

品。石榴是以抗氧化性强而受到广泛关注的水果，

其各个部分都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抗氧化功能，

而石榴花提取物是其中效果最佳的部分。 

 

 

Omega5 石榴籽油营养品 

主要功能：抗衰老、抗氧化 

 

 
欲了解更多产品和企业信息，请登录： http://www.vitalgrana.com/en/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http://www.vitalgrana.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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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葡萄酒 – D’Ascenção | 展台：AB05 

 

很久以前，一位葡萄牙的国王酷爱葡萄做出的饮料。一天，他尝到一瓶略带苦味，于是将它放在一边。不

料，一位他最喜爱的女仆 Ascenção 为情所伤，走投无路，误将这瓶饮料当作毒药一饮而尽。令人出乎意料

的是，Ascenção 喝完之后就昏睡过去。过了很久，Ascenção 醒了过来，并对生活有了全新的体验，她变得

快乐，而且深深地爱上了国王，最后成为了令人爱戴的皇后。 

这就是 Dascencao的魔力。它给人们带来快乐，让为情所伤的人们忘却烦恼。 

Dascencao非常适合与红肉、辛辣的食物、奶酪和腊肠搭配。 

 

其它信息： 

 红葡萄酒产区：Setúbal半岛 

 葡萄品种：Castelão. Touriga Nacional 

 酒精度：13.5％。 

 饮用建议：建议在 16-18 摄氏度下饮用。最适合搭配的食物包括烤肉、羊肉。 

欲了解更多产品和企业信息，请登录：http://dascencao.pt/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http://dascenca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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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北爱尔兰食品饮料综合展示 | 展台：AC08 

 

企业名称 产品 示意图 

Moy Park 禽肉产品 Only brochure will be displayed 

只有宣传册展示 

 
Niche Drinks 奶油利口酒 

威士忌 

即饮鸡尾酒 

       

 
Karro 猪肉产品 Only brochure will be displayed 

只有宣传册展示 

Cocomojo 含椰子成分的健

康饮料 

 
Irwin’s Bakery 烘焙产品 

饼干、蛋糕 

 
Linwoods 研磨坚果、种子 

牛奶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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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s Oats 麦片 

 

该展台产品由北爱尔兰投资局代理。 

北爱尔兰投资局是英国地方经济发展政府部门，主要职责是协助地方企业增加国际竞争力，并吸引海外投

资到北爱尔兰。北爱尔兰投资局隶属企业、贸易与投资部，并为地方经济提供政策指导、高效专业咨询、

策划、支持和专业建议。主要支持对增加就业和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企业与项目，协助企业出口。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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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以上企业均有意向拓展中国市场，希望寻找经销商和店家合作。 

若您对本馆参展企业及产品感兴趣，请联系： 

王琛  

chen.wang@eusmecentre.org.cn 

010 85275300 ext. 307 

 

关于世界食品博览会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 2015 由科隆世界食品博览会强力推动，将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20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办，展会总面积超过 35,000 平方米，其中展览区域达到 25,000 平方米，会议及配套活动区域超过

10,000 平米，超过 600 家参展商在以进口精细食品和进口食品、乳制品、烘焙食品、肉制品及水产品、冷

冻食品、甜食、糖果及休闲食品、咖啡和茶、橄榄油和食用油、酒精类和非酒精类饮品、水果和蔬菜、有

机食品、餐饮服务等品类进行联合展示，其中海外展商数量所占比例近总参展商数量的 45%。预计观众人

数超过 24,000 人。 

关于欧盟中小企业中心 

 

欧盟中小企业中心由欧盟资助成立，为来自欧盟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全面、实用的支持性服务，协助他们

更好的应对进入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 

 

中心拥有来自商务拓展、法律、行业标准和人力资源领域的专家团队，为欧盟中小企业提供基础服务和技

术型商业解决方案。其主要职能包括提供知识、培训、建议和政策倡导服务。 

 

中心办公室位于北京，目前由六家欧洲商会联合管理，包括英中贸易协会、荷比卢工商协会、中国意大利

商会、中国法国工商会、EUROCHAMBRES、中国欧盟商会。如需了解更多中心服务，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eusmecentre.org.cn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http://www.eusmecentre.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