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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认为，麦德龙门店竟赫然摆上“左岸
拉图”“玛歌·鹰贵”这些冠有法国1855列级酒庄名
字的包装豪华的葡萄酒，却标示着生产商“中国烟
台”。而这些所谓的左岸拉图、玛歌·鹰贵跟拉图、
玛歌没有半毛钱关系。文章写道：“你真的不知道，
这些山寨货利用的是消费者对名庄的认知度？你
真的不知道，这种产品在行业里面是人人喊打的耗
子，是行业蠹虫？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促销员满口
胡言，为产品自封‘法国八大庄’？”并且放出了一段
音频，表明销售人员故意误导消费者，混淆进口酒

和国产酒的区别。
文章一出，被各种相关的网站和公众号转载引

用，很多从事红酒批发和零售的业内人士也表示赞
同，成为这两天酒业圈内的轰动性事件。

宁波地区不少酒商表示，麦德龙这样的做法明
显是在打擦边球，利用消费者对葡萄酒知识的缺
乏，扰乱了市场，让真正做原装进口的酒商深受其
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酒商告诉记者：“也许麦
德龙这样做，从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
专业操守上绝对有问题！”

专业网站质疑麦德龙
卖山寨红酒
麦德龙回应：酒类产地标明，分区陈列

春节即将到来，市场上的酒水销
售日益火爆。近日，某专业酒类网站
相继发表了文章《麦德龙，你够了，连
你都卖山寨货！》《麦德龙事件引发的
思考：山寨酒泛滥，消费者活该买
单？》，质疑麦德龙傍名牌，销售山寨红
酒，引发了消费者热议。

奔富（Penfolds） 是澳大利亚最著名也是最
大的葡萄酒庄，是澳大利亚红酒的象征，被称为
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的贵族。目前被认为是“新世
界”葡萄酒的代表之一。

拉图 （Chateau） 是 法 国 著 名 的 红 酒 庄
园，每年产量有限，国内售价高昂。属于法国

五大名庄之一。属于“旧世界”葡萄酒的代表
之一。

玛歌（Chateau Margaux）是法国五大酒庄
之一。如同酒庄的建筑一样，玛歌酒庄的独特之
处是优雅迷人与气势磅礴的完美结合。

记者 毛雷君 实习生 励依妍

昨天，记者看到了麦德龙官方声明，该声明表
示：麦德龙提供的葡萄酒种类多达600多种，包含
了“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不同产区，根据细分产区
进行陈列，其中也有国产优质葡萄酒，包括最近网
络热议的“桶装进口国内灌装葡萄酒”。麦德龙秉
承诚信经营原则，严格要求店内标示清晰准确，销
售人员如实介绍商品信息。

记者在鄞州麦德龙现场询问了几个选购红酒

的顾客，他们表示面对如此众多的品牌，确实难
以选择，很多时候还是会听取销售人员的介绍和
意见。“我觉得他们标明了产地，而且价格确实
实惠，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顾客李先生这样告诉
记者。

也有顾客认为，放在专区的国产葡萄酒没问
题，但是作为促销装单独放置的礼盒装等红酒，如
果没有专业人士介绍，确实会造成消费者的误解。

麦德龙出售的烟台产佰富红酒。

麦德龙出售的澳大利亚奔富红酒。
记者 毛雷君 摄

就此情况，记者到鄞州麦德龙实地了解情况。
文章中指出的现象确实存在，鄞州麦德龙酒类专区
里，确实有琳琅满目的众多红酒。上述文章中提到
的“左岸拉图”“玛歌·鹰贵”红酒也确实放置在
明显的位置，而且都在打折促销，据销售人员
讲，销量还是不错的。但是记者也观察到，这里
的“左岸拉图”“玛歌·鹰贵”放置在国产葡萄酒
的区域，和进口葡萄酒区有着明显的区隔。

记者拿起一瓶“左岸拉图干红葡萄酒”，发现瓶
身标签上用红色标明了“法国进口原酒”，但是产地
确是山东烟台。对此，销售人员的解释是，这些红

酒都是原装大桶进口、在国内灌装的，俗称“国灌
酒”，所以就放在国内葡萄酒区。法国原瓶进口酒
价格要贵很多，消费者可以到进口红酒区选购。销
售人员问记者：“你是自己喝还是送人？自己喝的
话这款左岸拉图口感和性价比都是不错的，如果要
送礼，还有礼盒装。”

麦德龙正在搞促销，很多酒都是买一送一，比
如一瓶产地为烟台的2010年的佰富西拉干红葡萄
酒，折后不到100元。这款佰富酒的外文标示为

“Byfolds”，和真正的澳大利亚奔富红酒的外文标
示“Penfolds”花体非常相似。

专业酒商 麦德龙这样做是打擦边球

销售现场 国内灌装标明了产地

麦德龙 产地标明，分区陈列

新闻链接 奔富、左岸和玛歌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