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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SC (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大奖赛) 5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品鉴和评价全球最佳
的葡萄酒和烈酒产品。多年耕耘，IWSC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以客观公正

和权威性的评价标准闻名于世。

IWSC始创于1969年，由英国著名的奢品生活俱乐部Club Oenologique组织
成立。作为行业先驱，IWSC希望将最高标准的酒品分享给全世界的消费者。

Who we are?



为什么选择IWSC?
IWSC不仅作为权威而专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对酒品赋能，同时也帮助消费者选择更合适的产品。

如果你在寻找

链接行业决策者

专家酒品评价反馈

直达核心消费者群体

分销

酒品基准化评价市场测试

品牌提升

提高销售

葡萄酒及烈酒市场策略

https://www.iwsc.net/wines/need-to-know/why-choose-iwsc


“如果我在评酒时发现一款绝佳的酒品，我会
第一时间查询这款酒瓶的提供商。IWSC不仅
影响了我们的 [购买] 决策，也让我们的决策
变得更加轻松。如果你尝到了一款不错的酒

品，你当然会想办法去购买。”

侍酒大师 斯特凡 · 诺伊曼 – 
葡萄酒总监，米其林两星餐厅Dinner by Heston Blumenthal

https://www.iwsc.net/wines/need-to-know/why-choose-iwsc


IWSC的评委团队都有谁？
我们会帮助你链接
• 行业知名的侍酒师

• 国际烈酒贸易中每个环节的决策者

• 不同渠道的买手

• 进口商和经销商

• 行业专家

• 超过40%的评委是葡萄酒大师或侍酒大师

• 60%的评委是不同流通渠道的买手

• 45%的评委从事于进口商或经销商或为其提供咨询服务

• 30%的评委是行业知名的侍酒师

• 100%的评委是行业专业领域内的专家与引领者

基于2020年评委情况

我们的评委团包括链接

https://www.iwsc.net/people/judges/all/wine


发现IWSC的评价过程，请扫描这里：

“IWSC的评委团全是侍酒大师
和葡萄酒大师组成，这些人是
行业内的顶尖人物。很多人是
因为其高超的盲品技术而加
入，但同时也是基于他们都是
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葡萄酒大师 米克·欧康奈尔



是什么让IWSC如此卓越？

 
 

 

 

 

 

 

 

 

Created by Oleksandr Panasovskyifrom the Noun Project

Created by Oleksandr Panasovskyifrom the Noun Project

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传承：

我们的品鉴 :

专家链接 : 

市场细分 :

体系透明 : 

告诉我们您的分销渠道，IWSC会将您的葡萄酒
或烈酒传递到最相关的决策者手中。

我们与全世界最优秀的葡萄酒及烈酒专家合作。

每个评委每天品鉴不超过65款酒品，避免口感
疲劳，每款酒品均通过双盲测试。

我们的专家将受到品鉴酒品的所有相关信息以
及目标市场的情况。

超过半个世纪的品鉴和评价酒品的经验。

您将收到所有品鉴过您酒品的专家名单

https://www.iwsc.net/wines/need-to-know/why-choose-iwsc


IWSC如何推广您的奖项？

获得IWSC的奖项是对酒品最佳的第三方认证
和支持。

而且我们会通过以下方式持续赋能：

• 全年通过IWSC和Club Oenologique的社交媒体渠道进行推广。

• IWSC网上新闻送达至全球消费者。

• 由IWSC和Club Oenologique发布专业的视频和文章。

• 大奖得主将进驻Club Oenologique杂志。

• 所有奖项将公布于IWSC网站，大奖得主将得到额外推广。

• 与第三方媒体联合宣传奖项得主，保证广泛传播。

• 通过全球通稿宣传推广奖项得主。

 https://www.iwsc.net/wines/need-to-know/why-choose-iwsc
https://www.iwsc.net/wines/need-to-know/why-choose-iwsc


IWSC如何推广您的奖项？

6500 +
专业读者订阅了IWSC网上新闻

40 000 +
社交媒体链接数   

15 000
Club Oenologique杂志分发量

500
葡萄酒及烈酒行业领导者

1.2 万
网页点击量每年



关键日期

报名截止日期 汉宏物流截止日期 直邮截止日期

北半球葡萄酒 & 清酒

南非葡萄酒

南半球葡萄酒

葡萄酒基的配制酒

无酒精或低酒精度葡萄酒

包装设计奖

2021.
03.17

2021.
03.17

2021.
07.21

2021.
09.08

2021.
09.08

2021.
09.08

2021.
09.08

2021.
09.08

2021.
04.06

2021.
09.01

2021.
09.01

2021.
09.01

2021.
09.01

2021.
09.01

2021.
09.01

2021.
09.01

2021.
09.01

2021.
09.01

https://iwsc.net/deadlines


在线报名：

线下报名：

设计比赛报名：

葡萄酒 & 清酒：每款酒三瓶样品
味美思：每款酒两瓶样品

我们要求额外的样品以防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如果酒品获
奖，额外的酒品回用于接下来的推广活动中。

145英镑/款 + 税费*

175英镑/款 + 税费*

69英镑/款 + 税费*

需要花费多少费用？

需要寄送多少瓶酒？

报名费用

* 如果适用

https://www.iwsc.net/entry-fees


1. 集中寄送 - 
汉宏国际物流 

2. 英国经销商 -  
如果你有英国经销商，你可以通过他
们将您的产品寄送给我们。 

3.  独立寄送 -  
请注意您将负责承担所有的运费、关
税等成本。

物流选项

集中寄送是最科学有效的送样方式。将您的酒样寄送至IWSC网站中的地址，然后汉宏物流将把您的
酒样集中发送到IWSC。

寄送酒样

奥地利
匈牙利

德国

西班牙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希腊

罗马尼亚

葡萄牙

加拿大

加利福尼亚，
美国

日本
中国

巴西
智利

南非

新西兰

澳大利亚

法国

意大利

北半球葡萄酒：53英镑/款

南半球葡萄酒：60英镑/款

如果您对物流有更多问题，点击这里查看更多信息。

https://www.iwsc.net/wines/need-to-know/shipping
https://www.iwsc.net/wines/need-to-know/shipping
https://www.iwsc.net/wines/need-to-know/shipping


联系我们

找到我们

销售 & 活动

钟宇辰

信息问询

支付问询
rhiannon.grue@theconversiongrp.com
或拨打 +442081546989 或邮箱info@iwsc.net

我们的网站
www.iwsc.net
www.cluboenologique.com 

在 Instagram、 Twitter、 Facebook 和 LinkedIn 上找到 @cluboenologique

在 Instagram、 Twitter、 Facebook 和  LinkedIn 上找到 @theiwsc

http://www.iwsc.net
http://www.cluboenologique.com
http://www.instagram.com/cluboenologique/
https://twitter.com/ClubOenologique
https://www.facebook.com/cluboenologique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iwsc/
http://www.instagram.com/cluboenologique/
https://www.instagram.com/theiwsc/
https://twitter.com/theIWSC
https://www.facebook.com/theIWSC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iwsc/
https://www.instagram.com/theiwsc/
https://www.iwsc.net/contact-us


• Académie du Vin Library
• Club Oenologique
• IWSC
• Fine + Rare Wines
• The Spirit Lounge
• The Whisky Lounge

• Atlanta Food & Wine Festival
• Club Oenologique US dinner series
• Cochon 555
• Heritage Fire
• La Paulée & Pressoir Wine
• Whiskies of the World
• Wine Riot
• New York Craft Beer Festival
• Agency 21 Consulting

• HKIWSC
• Fine + Rare Home

英国

美国

亚洲
不断成长和铸就，Conversion集团是国际知名的引领奢华生活和创意空间的组织。我们令人激
动的品牌矩阵涵盖了广泛的葡萄酒及烈酒产业链。

CONVERSION集团
IWSC是CONVERSION集团旗下组织。

CONVERSION集团业务横跨英国、美国、欧洲和亚洲。

美国
英国

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