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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estconstitué d’un ensemble de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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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历史历史历史：：：：
  

橙堡酒庄le Château de l'Orangerie其原产地态：根据有记录档案可追溯到1790

年态：从这个时期就汇聚了ICARD家族的特点。庄园以前命名为''Palay''，为

了更好的记录家族的一个传统，在每年冬季期间将家族的一：颗橙子树放到
室内养殖，来年初春在搬到室外。为了纪念这颗传承至今的橙子树，而改

名字为Ô橙堡酒庄Õ。 
 

1871年，Théodore Icard 的后代，成为了庄园新的主人他将为这传承到第3

个世纪的家族庄园态：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土地  
 

位置  

酒庄城堡位于：Saint物Félix物de物Foncaude村
庄，：：
Sauveterre物de物偘uyenne区，在：偘ironde吉隆
德省，距离波尔多5注公里。：
： 

气候气候气候气候  

庄园的气候是典型的波尔多气候，夏季炎热
干燥，冬季温和多雨。不同的是此庄园有足
够的高的空气湿度：（即使是在比较热的月份，并且一直到收获葡萄的后期

9,10月份的时候），阳光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充分，柔和。这些都非常有利

于葡萄树的健康发展。 
  

土质土质土质土质 

土地有复合型土壤，石灰质粘土和粘土，底层土壤是沙质粘土组成，土壤

十分紧凑。 

葡萄园葡萄园葡萄园葡萄园     
如今，葡萄园拥有115公顷的土地

种植葡萄 

    

葡萄品种葡萄品种葡萄品种葡萄品种  
波尔多的经典品种，它们是以下几
种           

红葡萄红葡萄红葡萄红葡萄   

 品丽珠，赤霞珠，梅洛，种植
于波尔多AOC法定产区。品丽
珠，给予葡萄酒丰富的颜色和
明亮的色泽。赤霞珠，它赋予
葡萄酒内敛的质感和深厚的陈
年熟成潜力。梅洛，     它带给
葡萄酒圆润的质地和轻柔的口
感 。 

白葡萄白葡萄白葡萄白葡萄  

长相思，赛美蓉，蜜斯卡岱，
都是来自波尔多AOC的白葡萄
品种。赛美蓉，是Cadillac产区 
甜白酒的主要品种，此品种也
同样使用于Loupiac区的甜白
酒。长相思，它酿造出的葡萄
酒个性鲜明，酒体丰满，非常
芳香。赛美蓉，给予清晰的口
感而，蜜斯卡特， 颜色清淡，
新鲜清爽，口味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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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âteau de l’Orangerie 33540 Saint-Félix-de-Foncaude Tél. 05 56 71 53 67 Fax 05 56 71 59 11 Email : orangerie@chateau-orangerie.com
www.chateau-orangerie.com

现如今的庄园现如今的庄园现如今的庄园现如今的庄园  

遵循我们独有传统的酿造工艺，我们使用先进的设备并坚持现代化的酿酒理念，使得我们的产

品多次在法国葡萄酒比赛中屡创佳绩。 

即使面对不同的品质标准，我们也能保持属于自己的特点。 

：
： ： 我们优质的团队我们优质的团队我们优质的团队我们优质的团队        

： ： 我们有一个相当优秀的营销团队，：

： ： 以其丰富的经验来面对市场的变化。 

： ： 灵活性和适应性是我们的最大特点，：

： ： 创立独有的品牌，发行限量版产品，：

： ： 独有的包装，同时也有实惠的经济装。 

： ： 无论是面向法国本土市场还是国际市场，：

： ： 我们都能提供非常丰富且优质的产品。 

 
： ： 经验理念经验理念经验理念经验理念：：：：
： ： 竭诚为您提供在自有城堡内装瓶，源自法国波尔多AOC法定产区的优质葡萄酒。：

 

ÔÔÔÔÔÔÔÔ网络网络网络网络ÕÕÕÕÕÕÕÕ效应效应效应效应        

我们的发展离不开一：个高品质的葡萄种植基：
地以及葡萄种植者们的辛勤劳动，：
正是由于他们一丝不苟的辛勤工作和严谨的态度，：
才能使我们的葡萄酒拥有超出预期的品质。 

：

 



橙堡酒庄经典系列：
AOC 产区波尔多干白  

均在酒庄内装瓶 

葡萄品种 

40%长相思 40%密斯卡岱  20%鸽笼白 

 
品鉴 

此款白葡萄酒在使用传统葡萄品种酿造的同时，增加了 波尔多地
区的稀有品种，Colombard 鸽笼白，给予此款酒与众不同的品质。 

 
色泽：   明亮，浅浅的麦秆色。 

嗅觉：   西柚，麝香葡萄，苹果，杏子，白桃，椴花，带有黄

： ： 油面包圈的味道ÉÉ。 闻起来生动并且富有表现力，

  气味细腻，清新，充满了美好的混合香气， 

口感：   丰富的水果味道，充满了活力，其魅力来自于天鹅绒
： ： 般的柔顺感，口感均衡，余味绵长。 

 
土壤环境    

在波尔多，两海间区域的钙质粘土土壤。 

 
配餐    

波尔多两海间产区的干白葡萄酒是矿质含量最丰富的白葡萄酒之
一，清纯淡爽而略带酸度的酒液同清蒸类食物（清蒸鱼，清蒸牛

蛙，三黄鸡等ÉÉ），形成及其和谐的搭配。 

参考货号 1 



橙堡酒庄经典系列 

AOC 产区特级波尔多 

均在酒庄内装瓶 

葡萄品种 

70%梅洛   30%赤霞珠 

 
品鉴 

梅洛品种给予此酒圆润的质地和轻柔的口感，而赤霞珠颜色浓郁
并带来优美，雅致的丹宁。富有表现力的，突出的，她拥有着水
果浓郁的香甜，李子味以及香草味，能与持久成熟的丹宁味完美
的结合集中。结构紧凑，骨架宏大，十分有潜力。 

 
色泽：    此款特级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呈石榴红色，略带红宝
  石颜色。 

 

嗅觉：    覆盆子，黑醋栗，蓝莓，甘草，丁香花蕾等ÉÉ，

  浓郁的红果芬香，散发着果脯和香料的浓郁酒香。 

 
口感：    口感充满香料果实味道，内容丰富，单宁柔和，口
  感强烈而层次繁杂，此款酒优雅，经典，强劲而纯
  正。 

 
土壤环境：
钙质粘土土壤，土地有复合型土壤，石灰质粘土和粘土，底层土
壤是沙质粘土组成，土壤十分紧凑。 

 
配餐     

川菜的麻辣是中国菜的一大流派，麻味主要由花椒带来，它还有
一大功效是唤醒舌两侧的味蕾，使口腔感受到葡萄酒更多的层次
感和韵味，尤其有利于此款酒的果味表达，结合川菜您是肯定不
会失望的。 

参考货号 2 



Bordeaux Supérieur
AOC - Mise en bouteille au château

橙堡酒庄 特级系列    

AOC 产区特级波尔多 

均在酒庄内装瓶 

葡萄品种 

80%梅洛  20%赤霞珠 

 
品鉴 

此款波尔多特级干红葡萄酒，以法国基隆德（Gironde)省种植的主

要葡萄品种ÑÑ梅洛为主加上20%的赤霞珠来勾兑和调配，梅洛也

是世界级品酒大师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er) 特别推荐的一个品

种。 

 
色泽：   明亮的红宝石颜色 

 

嗅觉：   黑醋栗，蓝莓，桑葚，甘草，咖啡，烟熏味等ÉÉ橙
  堡酒 庄经典优美珍藏，果味十足，富含树木的香 

  味，给鼻子带来清新。 

 
口感：   果香味浓郁宜人，此酒拥有圆润的质地和轻柔的口 

  感，酒体丰满浓郁，滋味柔和愉悦，回味绵长。典型
  性强，是一款典型的波尔多干红葡萄酒。 

 
土壤环境    

钙质粘土混有砾石，深层为砾石。 

 
配餐 

      干炸烧烤类的菜式通常是酥脆有余，而调味汁不足，此款橙堡
酒庄特级干红葡萄酒以之相配合会补齐所有之不足，由其是此款
果味浓郁，单宁柔和，丝质圆润的口感加上烤肉的浓香，堪称美
食极致的境界。 

参考货号 3 



橙堡酒庄经典黄金系列橙堡酒庄经典黄金系列橙堡酒庄经典黄金系列橙堡酒庄经典黄金系列 

AOC 产区特级波尔多产区特级波尔多产区特级波尔多产区特级波尔多    

均在酒庄内装瓶均在酒庄内装瓶均在酒庄内装瓶均在酒庄内装瓶    

 

70%梅洛   30%赤霞珠 
 

品鉴 

梅洛品种给予此酒圆润的质地和轻柔的口感，而赤霞珠颜色浓郁并带来优
美，雅致的丹宁。 富有表现力的，突出的，她拥有着水果浓郁的木香，在
熟成中产生类似松露的香气，李子味以及香草味，能与持久成熟的丹宁味
完美的结合集中。结构紧凑，骨架宏大，十分有潜力。 

 

色泽:     此款特级波尔多干红葡萄酒深紫色，略带黑红色。 
 

嗅觉： 覆盆子，黑醋栗，蓝莓，甘草，丁香花蕾，雪松， 

  黑醋栗芽苞等ÉÉ，浓郁的红果芬香，散发着木香和香料的浓

  郁酒香。 
 

口感：    口感充满香料果实味道，内容丰富，单宁柔和，口感强烈而
  层次繁杂，丰富的口感，李子，以及多汁的黑色水果，持久
  的成熟的丹宁，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和难忘的味道，结构紧
  凑，香味丰富此款酒优雅，经典，强劲而纯正。 
 

土壤环境     

钙质粘土土壤 
 

配餐 

此酒酒裙一般是深紫色，有时候甚至呈现黑红色，结构紧致而层次丰富。
它同红烧类菜式形成了无可挑剔的搭配，比如，红烧肉油而不腻的质感无
疑是葡萄酒层次丰富的丹宁的理想载体同红烧肉微甜的口味，二者相配，
肉香浓郁，葡萄酒层次表达更细致，奇妙无比，除红烧肉外，梅菜扣肉，
东坡肉等菜式，同此酒也是不错的搭配。 

 

Bordeaux Supérieur
AOC - Mise en bouteille à la propriété

L’Or du CHÂTEAU DE 

精装：偘都：精装：偘都：精装：偘都：精装：偘都：KENDO 750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参考货号 4 



精装：偘都：精装：偘都：精装：偘都：精装：偘都：KENDO 750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橙堡酒庄经典珍藏橙堡酒庄经典珍藏橙堡酒庄经典珍藏橙堡酒庄经典珍藏  
 

100%的赛美容品种，这是一种极容易受贵腐菌

的侵袭而达到著名的ÔÔ贵腐葡萄ÕÕ品种，由于

LOUPIAC 卢比亚克产区，清晨有足够的湿度，
午后干爽并有轻微的细风。湿度提高真菌的活
性，干爽的细风有利于果浆的轻度蒸发，在这
种特殊的气候条件下，葡萄园中会产生贵族酶
（botrytis cinerea)。这种有益酶在适当的气候
条件下产生，能使葡萄表皮有小孔，在午后充
裕的阳光条件下，使葡萄的水分蒸发，使葡萄
自然干缩，糖分突出，果香丰富，成为可以酿
造精致优雅甜白葡萄酒的贵腐葡萄。 

 
酿造贵腐甜白葡萄酒的风险非常高，如果秋天
雨水过多或者气候异常，会毁了一年的葡萄，
贵腐酶并不是每年都产生，有时候产生在非常
晚的时候。另外botrytis cinerea真菌侵蚀葡萄果
粒是一个果粒，一个果粒分别进行的，所以经
常一串葡萄粒中有三分之一达到最后的皱缩状
态可以随时采摘，有三分之一的葡萄粒刚受侵
蚀，还没有完成名贵腐烂度的形成过程，另有
三分之一根本没有遭受真菌侵蚀。因此对于这

种葡萄园要进行分别采摘，至少3次，葡萄采摘

季节分外漫长。只有那些勇于承担风险和辛勤
劳动的庄园才能获得大自然的奖励。 

参考货号 5 



 

70%梅洛   30%赤霞珠 

 
品鉴 

此款酒仿佛如美女红色裙摆的色泽，富含着与桑葚，黑樱桃，烟
草，土壤，香料的绝美融合。 这支丰满的，成熟的，甜美的，
带着奇特的强度，以及天鹅绒般的纯洁，华丽，是十分可人的
酒。 

 
 
色泽：    此款特级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呈石榴红色，略带红宝
  石颜色。 

 

嗅觉：    蓝莓，甘草，丁香花蕾，覆盆子，黑醋栗...... 浓郁

  的红果芬香，散发着红果清香和香料的浓郁酒香。 

 
口感：    蕴含了李子以及樱桃的香味，口感充满香料果实味
  道，内容丰富，单宁柔和，酒体醇厚，通身有着天
  鹅绒般的纯洁，圆润，甘甜，可口 此款酒优雅， 

  纯正。 

 
土壤环境 

       钙质粘土土壤 

 

配餐 

酸甜菜式也是我国普遍流行的一类菜式，糖醋菜式中，甜酸俱
佳，红烧油腻不缺，如选择此酒搭配，除了丰富丹宁层次，更以
出色的平衡感闻名，其圆润的丝质润滑的口感在同糖醋排骨等酸
甜菜式的搭配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Bordeaux Supérieur
AOC - Mise en bouteille au Château

橙堡酒庄经典优美珍藏系列 

AOC 产区特级波尔多 

均在酒庄内装瓶 

参考货号 6 



Loupiac
AOC - Mise en bouteille au Château
橙堡酒庄经典优美珍藏系列 

AOC 
均在酒庄内装瓶 

葡萄品种 

100% 赛美容 

 

品鉴 

此款橙堡酒庄经典优美珍藏，酒体丰满，浓郁醇厚，回味悠长。是

一种经常被用来诠释形容ÔÔ爱情ÕÕ的葡萄酒。 

 
色泽：   金黄色液体 由于酒的陈年能力强劲，陈年越久，颜色

  越深。常被形容为ÔÔ液体黄金ÕÕ。 

 
嗅觉： 甜瓜（哈密瓜），橙子，柠檬，菠萝（凤梨），杏子，

  梨，风，蜂蜜，奶油等ÉÉ。 

 
口感： 酒香中散逸着蜂蜜的香气，裹夹着一系列蜜饯的甜香以
  及培育过程中所产生的香草气息和谐的融为一体，此款
  酒香气甜美，非常优雅。 

 
配餐： 

 烤鸭+Loupiac甜白酒 北京烤鸭的特点是外脆里嫩，由于有些油腻，

需要配上葱丝，黄瓜丝和面酱，用荷叶饼包上一起食用，Loupiac葡

萄酒中由ÔÔ名贵腐烂度ÕÕ带来的有特有芬香的口味同鸭肉的酥香油腻

及面酱淡淡的咸味和谐的融合到一起，形成美妙的味道，而Loupiac

葡萄酒在10°C左右饮用，给酥脆柔嫩的烤鸭肉带来一丝新鲜清凉。 

参考货号 7 



一款同感性画家一款同感性画家一款同感性画家一款同感性画家ÑÑÑÑÑÑÑÑ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奥古斯特....雷诺阿相关的高档礼品装贵腐甜白雷诺阿相关的高档礼品装贵腐甜白雷诺阿相关的高档礼品装贵腐甜白雷诺阿相关的高档礼品装贵腐甜白
葡萄酒葡萄酒葡萄酒葡萄酒：：：：
    

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年2月25日Ñ1919年
12月3日），是出生在法国巴黎的经典印象派画家。一生致力于表
现女性的人体魅力，被人看作是印象派中女性青春美的歌手。：
 
在1883年，雷诺阿画了这幅 ÔÔ舞在城中’’。画中的女主人 苏珊
娜：物瓦拉东Suzanne Valandon 是著名的模特同时也是蒙马特画家，是 

莫里斯-郁特里罗 Maurice Utrillo（1883年Ð1955年）的母亲。然而
她同时也是 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Henri-Marie Raymond de Tou-
louse-Lautrec-Monfa（1864年11月24日－1901年9月9日）创作灵感
的重要来源。然而奥古斯特-雷诺阿 和 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
克，两位画家的共同特点是都拥有葡萄酒庄园，亨利-德-图卢兹-罗
特列克的酒庄就在 Château de l'Orangerie 附近几公里处。而奥古斯
特-雷诺阿 的酒庄 Colettes 在蔚蓝海岸的卡涅滨海。：
 
这些证明了艺术同葡萄酒的关联，也诠释了 酿造葡萄酒就如同艺
术创作一样ÉÉ 

 
Cadillac卡迪拉克 位于两海间产区，加龙河右岸的贵腐甜白酒AOC
产区，这里的葡萄种植历史可追溯到罗马-高卢时代，沿途满是罗
马时代以来的历史遗迹。教堂、城堡，防御碉堡，古朴无华的石头
建筑展示着沉重的历史。葡萄园沿河漫坡而上，土壤随坡段不同，
最顶部是砾石层，中段是黏土-石灰石，坡脚下部则是混合着细碎
砾石与硅石的土壤，不同的土壤层赋予葡萄风味差异。葡萄园大都
朝西或朝南，即容易感受加龙河清晨的凉雾，更能享受从中午到傍
晚的灿烂阳光，正是贵腐葡萄生长的最佳条件，甜白葡萄酒的基
础。：
 
此款 Cadillac AOC 非常独特，淡淡的金黄色，清甜的密集花香，
如同到了百花园，除了常有的忍冬花，白花，桔子花香外，还散发
着层层清新的花香，配合果仁和香草香；圆润甜蜜，酸度适宜使酒
保持活跃。甜白葡萄酒品起来似蜜，饮起来甜在心里。若是情人约
会要表达甜蜜，挑一瓶波尔多的甜白酒总相适宜。多少人是因为欣
赏了一瓶好酒而爱上了葡萄酒，而我相信选择这款由 Château de 
l'Orangerie为您带来的Cadillac AOC产区的甜白酒，您是不会失望
的！ 
 

参考货号 8 



卢比亚克AOC 产区  

ICARD家族家族家族家族：：：：
源自源自源自源自1790年的经典品质年的经典品质年的经典品质年的经典品质  

橙堡酒庄经典珍藏橙堡酒庄经典珍藏橙堡酒庄经典珍藏橙堡酒庄经典珍藏  

精装：艾克赛尔精装：艾克赛尔精装：艾克赛尔精装：艾克赛尔AXEL 500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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