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
我们是Punctum, 想要更了解我们吗？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是家族企业， 由三兄妹创立： Jesus, Ruth, 和Cristina. 多年来， 我们

努力工作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在我们家族拥有的葡萄庄园生产和酿造优
质的有机与生物动力葡萄酒。在2005年，我们梦想成真了， 我们在自己葡
萄庄园：Finca Fabian，创建了酿酒厂。

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一块拥有酿酒技术数百年历史的土地上工作，同时我
们也坚信西班牙的传统酿造技术和现代可持续农业耕种的完美结合，我们
将我们种植的葡萄酿造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葡萄酒。

我们的葡萄品种有： 添帕尼优， 赤霞珠，格纳西亚诺，小味多，歌海娜，
博巴尔，西拉子，梅洛，长相思，霞多丽，维欧尼，韦德获，维尤拉等等。



在靠近西班牙中部的Cuenca
省，我们的葡萄庄园和酿酒厂坐
落于一块拥有数十年葡萄酒文化
历史的土地。据说这里的有机种
植始于罗马时期，且在中世纪得

到迅速发展。

我们得益于地中海气候，保障了
我们庄园拥有充足的日照时间，
使得我们葡萄易于成熟。然而在
夜间，温度下降，从而形成鲜明
对比。因此增强了葡萄酒的香气

和风味。

我们的庄园位于海拔800米的高
度，因此我们的葡萄酒具有强

烈的香气，新鲜度，和深邃的颜
色。土壤以粘土为基础，富含石
灰石，有助于保持水分，这对于

葡萄藤的健康至关重要。



我们的葡萄庄园





关于我们

Punctum是一个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团队， 我们的总办公室位于马德里的Pinto，在这里你可以找
到我们的：物流，行政，和市场部门。

我们在Cuenca省的酿酒厂团队主要负责葡萄酒生产。在这块拥有数百年传统农业种植技术的地
方，我们的葡萄酒经过精心的处理和先进的技术酿造而成，且拥有有机与生物动力法认证。



JESUS FERNANDEZ, 总经理
Jesús Fernández 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金融分析领域工作六年之

后，于2005年与他的姐妹Ruth和Cristina共同创立了Punctum。 得益于他
的工作，我们的葡萄酒销往欧洲，北美和南美，亚洲和大洋洲的37个国家/地
区。

RUTH FERNANDEZ, 经济学家和生产总监

CRISTINA FERNANDEZ, 首席财务官

R u t h 毕 业 于 马 德 里 自 治 大 学 葡 萄 栽 培 与 酿 酒 专 业 ， 并 在 法 国 朗 格 多 克
（Languedoc）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 她对有机农业的热爱与日俱增，并与西班
牙 “Asociación para la Agricultura Biodinámica en España” 协会学习了几门生物
动力农业课程。

Cristina 毕业于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经济学专业。 由于对生物动力农业的
浓厚兴趣，她与姐姐一起学习了有关该主题的几门课程。 她被任命为葡萄园的 

“Demeter Farmer/生物动力先行者” 和 昆卡的 “葡萄酒生产商”。



Fernandez家族诞
生且开始生产葡

萄酒 。

家族开始致力于
农业，且加入葡

萄酒合作社。 酿酒厂成立。

Punctum 升级成为
生物动力法。

家族葡萄庄园
转型成为有机

庄园。

Punctum 新年份产
品首发。

开始销售于欧洲市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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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亚洲市场 。 开始销售于美国市
场。

开始销售于大洋洲
市场 。

发布新品 

“橙酒”。

Punctum 在香港开
设分公司。

Punctum 合作首个
美国进口商 。

推出新款“无亚硫酸
含量”葡萄酒 。

引进” Pet’Nat“天然

起泡酒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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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酿造方式着重于保护葡
萄庄园的生态平衡。

生物动力法日历适用于葡萄酒酿
造的各个时期：种植，修剪，采

收等。

在生物动力法农业中，使用
天然成分制成的肥料来给整
个葡萄庄园提供营养供给。

Punctum 致力于生产独一无二的且具有增值价值的产品。我们通过有机与生物动力法农业
来实现这一目标，使得我们的葡萄酒在众多美味佳肴中不仅仅是靠自身独特的口感和浓郁的香
气脱颖而出，而且还保证其天然纯正性，不包含任何化学物质。

我们采用了面向未来的农业理念: 我们深刻知道如何管理自然环境，爱护自然环境而不是破
坏自然环境，来获取最优质的葡萄和葡萄酒 。

有机与生物动力葡萄酒



有机农业是一种传统方式，运用于
农田和酒庄，替代了流行于上个世纪
的，在农业和食品工业中使用普通化
学肥料的种植方式。

在我们酒庄， 我们不使用任何农
药，除草剂，合成肥料，且在酿造过
程中不使用化学物质。

此外， 生物动力法农业已经是我们
的下一步战略了。

葡萄庄园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生态
系统，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与之一起工
作，例如葡萄藤赖以生存的土壤。我
们时刻遵照葡萄生长的自然周期，因
此我们增强了葡萄的特性以此获得最
优质的葡萄酒。

我们秉承着对大自然环境和全
球的葡萄酒爱好者的承诺：我们
的葡萄酒全部为有机且对纯素食
主义爱好者非常友好的。



至今我们的业务拓展至以下国家：

美国

巴西
加拿大
墨西哥

美国
巴拿马

秘鲁

亚洲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中国台湾

菲律宾
泰国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洲

德国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丹麦

西班牙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荷兰
挪威

立陶宛
卢森堡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英国
捷克共和国

瑞典
瑞士

乌克兰
匈牙利

以色列

关于市场



GREAT
VALUE

Dave McIntyre

奖项

我们付出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 我们在众多国际性葡萄酒大赛上多次夺得金奖，且多次荣
登葡萄酒杂志高分榜。



我们的产品集





酿酒厂
Dominio de Punctum

Finca El Fabián s/n, Apdo. Correos 71
16660 Las Pedroñeras

Cuenca, SPAIN

电话: +34 912 918 326

办公室
Dominio de Punctum

Avenida de las Naciones 37, Local 6
28320 Pinto

Madrid, SPAIN

传真: +34 912 959 997

线
网站: www.dominiodepunctum.com 

Facebook: Dominio de Punctum
Instagram: @dominiodepunctum

Twitter: @DePunctum

export@dominiodepunctu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