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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2016 年 9 月，TWG（Triumph Wine Group, LLC）集团正式成立，并于 2017 年 5 月

成功收购了纳帕谷葡萄酒产区一家知名的葡萄酒厂——Calistoga Cellars，以及“Triumph 

Cellars”品牌。 

纳帕谷、莱克县和索诺玛谷葡萄酒在业界受到很高的评价，TWG 集团相信，通过继续

生产和推广这些产地的葡萄酒，“Triumph Cellars”品牌在美国和中国市场上的知名度一定会

进一步提升。此外，Calistoga Cellars 自身悠久的历史底蕴和美国葡萄酒法定产区（American 

Viticultural Area, AVA）内葡萄园和葡萄酒的品质，Calistoga Cellars 的复苏和扩张也是指

日可待。 

TWG 集团计划将年销量从 3,500 箱增加到 30,000-40,000 箱，因此将会在全美范围内

拓展分销系统，并会在中国，这个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开辟市场，为中国的分销商提供充足

的货源。 



 
 

发展机会  

TWG 集团计划面向 A 类优选会员募集 100 万美元（募集形式相当于公司优先股），预

计将向此类投资者支付 6％的年度股息，此外，如果公司在未来五至七年内按原计划出售，

此类投资者将获得额外的“股权酬金”，相当于最终出售收入的 1.5％。具体的细节将在下文的

“退出策略”中进行说明。 

这是投资者成为 TWG 集团一份子的绝佳机会，集团旨在以生产最优质的葡萄酒，投资

者可以获得年度股息，并且拥有独家的投资者福利。具体细节将在下文的“投资者福利”中进

行说明。 



 
 

投资者福利  

成为不断增长且屡获嘉奖的葡萄酒公司的一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TWG 集团向所

有葡萄酒爱好者敞开大门，并向每一位投资者提供金钱回报和美酒奖励等福利措施。 

投资者级别共分为三类：  

 
1.铜级：1,000 美金（750ml 纳帕谷珍藏葡萄酒、葡萄酒售价打 8 折、TWG 品牌开瓶

器， TWG 集团定制化名片和年度投资者活动邀请） 

2.银级：2,500 美金（1.5L 纳帕谷珍藏葡萄酒、葡萄酒售价打 7 折、TWG 品牌开瓶器、

TWG 集团定制化名片和年度投资者活动邀请） 

3.金级：5,000 美金（3.0L 纳帕谷珍藏葡萄酒、葡萄酒售价打 6 折、TWG 品牌开瓶器、

TWG 集团定制化名片和年度投资者活动邀请） 



 
 

优选投资者财务利益  

分配权益*：A 类优选会员投资者每年可从年度净现金流中获得 6％的收益率（以原始投资

金额计算）。这些收益将在过去 12 个月的期末结束时支付（即以后付的形式进行支付）。 

此外，这些收益也将优先（即在其他类别投资者之前支付）支付给本公司的 A 类优选会员

投资者。 

例如：原始投资金额 10,000 美元。 12 个月期末到期的回报率= $ 10,000 * 0.06 = $ 600。 

获得清算分配的权利*： A 类优选会员投资者将会优先（即在其他类别投资者之前）获得

公司清算分配的权益，即指若发生公司清算，此类会员有权优先取回其初始投资金额加上任

何未付的优先分配权益。 

此外，在本公司清算（例如出售）之后，如果净销售收益超过 5,000,000 美金，A 类优选会

员投资者将获得净销售收入 1.5％的红利现金分配。 

所得净收益是指扣除成本费用之后的数字，成本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北加利福尼亚州普遍

接受的会计惯例与清算经理人确定的出售佣金以及任何在清算交易完成前尚未结清的债务。 

 

产品介绍  

目前，TWG 集团旗下品牌“Triumph Cellars”生产 5 类不同的葡萄酒，分别是 Cabernet 

Sauvignon（赤霞珠-纳帕谷珍藏）、Cabernet Sauvignon（赤霞珠-莱克县）、Chardonnay

（霞多丽）、Sauvignon Blanc（长相思）和 Zinfandel（仙粉黛）。此外，公司还计划在此次

资金募集之后重新推出 Calistoga Cellars 品牌旗下知名的 Cabernet Sauvignon（赤霞珠）

葡萄酒。 

在经验丰富的葡萄酒酿造师 Barry Gnekow 先生的指导下，TWG 集团生产葡萄酒使用

的水果都是源自纳帕谷、莱克县和索诺玛谷。在来到 Truimph Cellars 之前，Barry Gnekow

先生曾在 J. Lohr 担任 20 年的酿酒师，他从葡萄采摘到瓶装的整个生产流程中发挥其非凡



的天赋，生产出每一类葡萄酒中最好的葡萄酒。2016 年，Barry Gnekow 先生被《旧金山

纪事报》评为行业最佳的酿酒师之一。他酿造出的葡萄酒风味复杂、有格调又很亲民。 

2016 年，Truimph Cellars 也因以下葡萄酒囊括了《旧金山纪事报》葡萄酒大赛的诸多

大奖，包括 

� 2012 Cabernet Sauvignon Napa Valley (银奖) 

� 2013 Cabernet Sauvignon Napa Valley（金奖） 

� 2013 Chardonnay Napa Valley (银奖)  

� 2014 Sauvignon Blanc Napa Valley (银奖)  

 

 
 

公司历史  



1996 年  —— 一家投资集团在世界知名的纳帕谷的卡利斯托加购置了一座 10 英亩的

葡萄园，开始面向其他酒厂销售葡萄。 

1998 年  —— 该集团决定以“Calistoga Cellars”的标签生产自有品牌的葡萄酒。 

2000 年  —— Calistoga Cellars 聘请了屡获嘉奖的酿酒师 Barry Gnekow 先生来监督

葡萄酒生产流程。 

2001 年  —— Calistoga Cellars 建成了一家酿酒厂，年销量达到 1.3 万箱。 

2006 年——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Calistoga Cellars 卖掉了葡萄园和酒庄资产。但是，

Calistoga Cellars 作为一个葡萄酒品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葡萄和葡萄酒，由定制化酿

酒厂加工后贴牌继续推广自身的品牌。 

2007 年  —— 受新的美国葡萄酒产区制度的影响，Calistoga Cellars 将其葡萄酒的品

牌名称改为“Triumph Cellars”。 

2017 年  —— TWG 集团（Triumph Wine Group）成功收购 Triumph Cellars 品牌。 

 

经营策略  

TWG 葡萄酒集团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盈利能力和增长率，并创造一个最终可以在未来

五到七年内出售的企业，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者回报。严格来说，我们没有葡萄园、品酒

室和大型昂贵的生产设施等“资本资产”。我们将榨取和装瓶服务外包给知名的可定制化的酿

酒工厂，这样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优质的葡萄酒。  

TWG 集团通过批发分销渠道和直销渠道进行销售，这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经营效率。

此外，节约了招募和维持庞大的销售团队带来的区域办事处的成本费用，不会影响公司的长

远发展和盈利能力。 

随着市场状况的不断变化，这一经营策略为我们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也为我们生

产价位适中的优质葡萄酒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因此，我们的客户也将以更实惠的价格获得优

质的葡萄酒。 

 

市场营销策略  

TWG 葡萄酒集团有三管齐下的销售和营销策略。首先，我们打算专注于美国批发市场，

与大型零售企业合作；其次，我们会在中国开发分销网络；此外，我们将会通过我们的网站

建设重新启动直销渠道。 

� 扩展美国现有的销售网络。 “Triumph Cellars”品牌葡萄酒目前通过在加利福尼亚

州、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

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分销商进行销售。未来，打算扩大这些市场的渗透率，并期望在

产量增加的情况下扩大分销网络至美国其他各州。 



� 直销模式。目前，Triumph Cellars 和 Calistoga Cellars 拥有约 1,000 名葡萄酒俱

乐部会员。TWG 集团打算进一步增加该俱乐部成员的数量，以提高自发重复购买

率。此外，TWG 集团计划通过社交媒体提升品牌知名度，以增加通过我们网站进

行直接访问和购买的数量。 

� 开发中国分销网络。公司董事成员在中国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并在中国各地

的餐饮行业开展了探索性的工作，努力开发了餐馆酒店的分销渠道。TWG 葡萄酒

集团将把中国作为我们分销策略的主要部分。 

 

市场机会  -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也是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世界第四

大葡萄酒产区。 

2016 年，加州葡萄酒行业取得了以下一些成就：  

� 341 亿美元 - 加州葡萄酒在全美的零售总额 

� 16 亿美元 – 加州酿酒厂向全球除美国以外的 138 个国家销售 4,600 万箱葡萄酒 

� 2.38 亿 – 加州葡萄酒在全美销售的总箱数 

2017 年，硅谷银行在调查了 500 多家酿酒厂之后，发布了葡萄酒行业报告，预

测美国葡萄酒行业的发展趋势： 

1. 售价在 12-25 美元之间的葡萄酒需求将会增长； 

2. 优质高端葡萄酒比例将上涨 10％至 14％，高于 2016 年水平； 

3. 受众群体正在由婴儿潮一代逐渐转向千禧一代； 

4. 千禧一代代表了“葡萄酒业务的未来”。 



 

 
 

市场机会  - 中国  



 
过去五年中国葡萄酒的消费量增长了 4 倍  

摩根士丹利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证实，过去五年中国葡萄酒的消费量增长了 4 倍，到

2018 年，预计将增长到 5 亿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消费国。为满足这一日益

增长的需求，中国的葡萄酒进口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通过 Global Capital Advisors 公司和中国的酿酒厂建立起新的分销渠道，TWG 集团有

机会在上海和北京分销葡萄酒。 

目前，Global Capital Advisors 公司（由 TWG 集团常务董事成员所有）已经将 Triumph 

Cellars 引进中国市场，并成为上海（2,145 万人口）和北京（2,160 万人口）两家较大餐馆

的葡萄酒供应商。 

 

品牌差异化  

葡萄酒行业竞争特别激烈，品牌知名度显得至关重要。 

TWG 已经聘请了全美知名的酒庄品牌顾问——4Parts Design，以重新关注美国以及中

国的市场战略。4Parts Design 主要专注在酒精饮料和酒店餐饮行业，其将主要参与：品牌

开发、品牌命名、产品包装设计、营销材料制作和新的电子商务网站搭建等。 

这个新的品牌发展策略（包括高端品牌 Calistoga Cellars 的振兴）预计将在 2017 年 9

月开始实施。 



 
 

竞争&竞争优势  

竞争  

葡萄酒行业竞争特别激烈，尤其是来自大型的酿酒厂的竞争压力，例如：Constellation、

the Wine Group、Trinchero Family Estates、Bronco、Treasury Estates、Gallo、Delicato

和 Jackson 等。 

大型的酿酒厂有更好的分销网络，可以将他们的葡萄酒放在更多的货架上。他们可以利

用规模经济来降低原材料价格并降低生产成本，但这通常需要多个管理层级，而且拥有和管

理葡萄园也需要大量的成本费用，此外，还需配备榨取和包装等环节使用的设施。通常情况

下，葡萄酒并不是这些公司生产的唯一产品。 

擅长于生产优质葡萄酒的中小型酿酒厂无法实现相同的规模经济效应，但也同样存在类

似的成本负担。大部分中小型酿酒厂拥有可靠的销售业绩记录和更好的品牌认知度。 

竞争优势  

美国绝大多数葡萄酒品牌都是由拥有相关葡萄园的实体酿酒厂开发的，这些运营成本将

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TWG 集团拥有四大竞争优势： 

� 公司将榨取和装瓶流程外包后降低了运营成本； 

� 由知名酿酒师 Barry Gnekow 先生监督生产的优质高端葡萄酒； 

� 全美庞大的分销网络； 

� 中国分销渠道的开发 



 
 

财务预测  

目前，TWG 并无任何价格上涨的计划，每瓶零售价维持在 20 美金至 90 美金之间。由

于我们在美国本土投入的精力比较多，我们预计葡萄酒销量从每年 3,500 箱增加到 14,900

箱后，第 1 年的销量增长率将达到 72%。到 2022 年，预计年销量增长率将稳定在 8%左右。 

我们计划通过两个不同的渠道创造收入：1）批发分销 2）直销（DTC）。 

批发分销渠道（包括中国）。这个渠道是创收的主要来源，占总销售额的 85%。 

我们计划通过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科罗拉多

州，伊利诺斯州，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现有的分销商来增加销售额。得益于稳定的运营

模式和持续增加的产出，预计这些市场的销售额也会持续上升。 

我们对德克萨斯州的销售额抱有很大的期望。首先，Spec’s 是德克萨斯州最大的葡萄

酒零售商（170 家门店），在销售 Triumph 葡萄酒方面已经拥有 10 多年的经验。德克萨斯

州的另一大潜力来自于 HEB，其是该州最大的杂货店。HEB 已经开始与 TWG 计划将我们

的品牌放在店内更重要的区域。 

我们相信，通过 TWG 集团在中国的独家经销商来销售 TWG 葡萄酒产品，这是一次巨

大的机会。 在此次资金募集结束之后，我们将努力把握住这个机会。 

直销渠道。这个渠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我们的葡萄酒俱乐部，占总销售额的 15%。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营销公司每季度对俱乐部会员进行有针对性的销售活动

来增加销售额，通过直接销售维持住现有的 1,000 名葡萄酒俱乐部成员，并鼓励他们推介我

们的产品。 

每个渠道的收入预测假设如下： 

� 85％的销售额将来自批发分销和 15％的销售额将通过直销渠道获得 

� 预计第一年至第五年售出葡萄酒的数量分别为 7,241 箱,、11,877 箱、20,848 箱、

28,323 箱和 33,739 箱 

� 预计产量将从第一年的 14,900 箱增加到第二年的 28,200 箱;第 3 年 35,900 箱，第

4 和第 5 年 36,000 箱，市场占有率和需求都将逐年增加 



� 第一年平均生产成本为 66.87 美元/箱，至第五年约为 87.62 美元/箱 

� 每箱售价在 96 美金（Sauvignon Blanc）至 300 美金（Napa Reserve）之间 -这

些财务预测数据建立在未提价的基础之上 

成本支出  

我们预计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的原材料成本支出将分别占到 50%，35%和 25%。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降低成本，因为通过与种植者建立长期葡萄采购合同，可以

减少对批量葡萄酒采购的依赖。 

我们预计，葡萄酒销售成本将包括 11%的批发分销佣金和 20%的直销成本。这些都是

行业典型的成本支出。 

由于销售稳步增长的同时经营费用并不会增加，公司预计 5 年后一般行政费用支出比

例将从第一年销售额的 27%下降至销售额的 7%。 

 
 

风险披露  

TWG 集团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潜在投资者提供了某些预期业绩结果，但是预期结果是

基于管理层认为那些可能影响我们业务运营的一些现实因素。预测结果尚未考虑到以下因素：

市场波动，经济变化和自然灾害等一些不可预测事件。虽然管理层认为这些财务预测反映了

我们的业务和业绩的可能结果，但预测中所描绘的结果是无法保证的。 

 

资金的筹集和使用  

TWG 正在寻求筹集 1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购买和生产存货以及提供流动资金。 

最近，TWG 根据规定向符合标准的投资者筹集了 50 万美元，收购了酒庄的品牌、知

识产权和拥有 20 年历史的 Triumph Cellars 的存货（Calistoga Cellars）。 



 

退出策略  

公司计划将年产量从 3,500 箱增加到 30,000-40,000 箱，并准备在未来 5-7 年内寻找收

购方。潜在的收购方包括那些正在寻求扩大他们的品牌系列的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大型葡萄酒

公司。 

A 类优选会员将会获得 TWG 集团的潜在增值收益。 如果该公司以相当于 5,000,000

美元或以上的价格出售，那么优选会员作为一个集体将获得净出售价格的 1.5％。例如，如

果净出售价格是$ 20,000,000，那么优选会员将共同获得 30 万美元。这将相当于于

1,000,000 美元发售额的 30％奖金回报。 

 

团队成员  

 



TWG 管理团队在多个领域拥有数十年的经验，涉及葡萄园所有权及管理、风险和财务

管理、产品分销、市场营销、资本融资、房地产开发和国际战略合作等多个领域。 

有关我们团队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页面顶部的“团队”标签。 

常见问题解答  

有关许多常见问题的答案，请参阅“常见问题解答”部分。 

风险与披露  

点击此处查看“风险与披露” 

 

10b-9 合规  

此次资金募集是否接受内线投资？  

据发行人所知，目前不能预见是否有内部投资行为。如果未来有内部投资行为，具体信

息将在此披露。 

如果有内部投资者，以下是投资或预期投资的内部人员名称：  

N / A 

内部人士的最大投资额是多少？  

上述任何一位投资者可投资本次募集中寻求的最大金额，除非另有披露。此外，内部人

士的任何投资都不会计入发行期票的最低金额，只会作为募集金额达标后计入总额的一部分。 

定义：  

发行人或经纪交易商以及与其关联的个人（包括控制人员，高级职员，普通员工及其直

系亲属）亦或其他任何通过投资持有人账户的实体进行交易行为时都需要披露。 

 “关联的个人”是指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机构直接或间接与发行人存在控制关系的个人。 

“高级职员”是指发行机构总裁、首席财务官和会计室主任（或财务总管）；发行机构负

责主营业务单位、部门或职能（如销售、管理或财务）的副总裁、其他任何具有决策职能的

人员、或发行机构内其他具有相似决策职能的人员。发行机构母公司或附属公司的高级职员

如果对发行机构执行决策职务，应被视为发行机构高级职员。此外，当发行机构是有限合作

制企业，对有限合伙企业履行决策职能的普通合伙人的高级职员或雇员均视为有限合伙企业

的高级职员。当发行人是信托机构时，若受托人的高级职员或雇员对信托机构具有决策职能

的，也被视为信托机构的高级职员。 

“直系亲属”指任何子女、继子女、孙子女、父母，继父母、祖父母、配偶、兄弟姐妹，

配偶的父母，女婿、媳妇、连襟或妯娌等，并应包括收养关系。 

“控制人员”是指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机构直接或间接与发行人或经销商存在控制关系

的个人。 

“控制”是指有权直接或间接引导某人的管理和决策方向，无论是通过投票或合同还是其



他方式。 

*只有在非内部交易达到最低募集资金的情况下，此次募集活动才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