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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年6月，在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VINEXPO）的展厅内，一位记者在听取了我对

WI&NE投资平台的介绍之后向我总结到：“是的，你们可以说是一个专家网络！”。我不是第一次听

到人们将WI&NE投资平台归纳为单一的网络概念。仿佛我未能清晰而简明扼要地表述出WI&NE之所以

存在的原因。 

        每当我需要理清思路的时候，一个小习惯往往会帮助我得到启示。我会牵着我的狗Opus在清晨的

葡萄园漫步，这时尚未消散的晨雾还低伏在我的脚畔。我并不努力思考所遇到的问题，更不急于寻找问

题的答案。只是简单地走散，一步接着一步，我相信葡萄园里一点点升腾而起的雾霭过后，一片清明终

将照亮乡间田垄和我的心灵。这一次，亦是如此。 

        试想一位异国他乡的投资者，无论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正位于距离法国万里之遥的地方。他期

望将数千万（可能甚至是数亿！）欧元的资金投入到一家波尔多的产业。挑战之大可想而知。他会如何

将一批专家聚于麾下并确保他们的工作严谨周全？他是否仅仅只能粗略分辨对其成功投资而言必不可少

的几个专业领域？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位外国的或法国的投资者，需要根据其关系“网络”的建议进行联络。

您是否知道他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去同其项目有关的所有专家进行接触会晤？长达数月！ 

        收购一家葡萄种植酿造产业，这不仅仅意味着买入一处葡萄园环绕的美丽产业和在此接待亲友、伙

伴或客户。它意味着投资于一份有着明确目标的经营场所，以及后续拥有确保管理长期发展的经营意识。 

        一个投资平台之所以能够为广大投资者和酒庄庄主提供特别适宜且安全周到的订制服务，我们的

优势究竟何在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做一个类比。正如一款“纯正地道的”葡萄酒是对其预示品质的表现

那样，一家协会平台亦是对其倡言理念的践行。正是我们投资平台的这些理念和行动使WI&NE有别于

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商业层面的专家网络。

        在WI&NE的平台上，活跃着一批男女各异的专家，令大家走到一起的是共同奉行的工作守则，其

四大基石是：随时待命、安全周到、正直诚信、恪守机密。我们共同的愿望是为我们的客户带来最佳的

顾问咨询协助服务，为我们业内实践的良性发展作出贡献。

        在法国无疑有着众多专家网络，但WI&NE投资顾问咨询平台是独一无二的选择。

童大伟 (David Lawton)
WI&NE投资顾问专家平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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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法国独一无二的顾问咨询机构 

        2014年，四位酒庄转让交易方面的专家联手创建了第一家法国葡萄种植酿造领域的专家平

台：WI&NE。 

        我们的目标是联合众多葡萄种植酿造领域的知名专家，为酒庄投资项目保驾护航，为酒庄庄

主在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的投资平台就如同“一个工具箱”，投资者和庄主可以从中“选取”他们需要的专业咨

询服务，或在从投资立项到项目最终完成的整个过程中使用所有为其提供的“工具”以圆满完成

其投资项目。

WI&NE投资平台的三个基石

职业道德守则

        本平台的每名新成员均签署有一份WI&NE职业道德守则，守则就本平台的目标及理念作出了

详细规定。平台成员以这种方式承诺信守并发扬光大WI&NE的基本理念。

四个基本理念

随时待命：WI&NE投资平台提倡的关键理念，本平台的所有专家成员均须随时待命以即时接待每

一名客户。  

安全周到：无论涉及转让交易还是经营管理，WI&NE均负责与客户一同进行周密部署以确保各项

投资的适当性与盈利性。 

正直诚信： WI&NE总是就某一相关专业向客户推荐两名业内专家以确保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

标准进行自由选择。

恪守机密：鉴于客户面临的风险挑战，WI&NE在客户投资项目的前期、中期及项目完成之后都保

证严格恪守职业机密。

国际视角

        WI&NE投资平台的国际视角源自其对英、汉、法三语环境内市场机制的深入了解。

创建时间： 2014年 
2019年成员人数 ： 32名
入会费：1000欧元
年费： 15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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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时刻

专家午餐会

        WI&NE投资平台的重要生活环节是每月的例会。根据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所有平台成员均

须定期出席例会。

        例会定期邀请葡萄种植酿造领域的从业人员前来同平台成员分享其在某一特殊专业内的专业

知识、心得体会或从业经验。

        这种定期分享交流的目标是巩固共同知识的业务基础，持续提升WI&NE投资平台的顾问咨询

服务质量。

2019年受邀嘉宾名单

~ Lionel LEPOUDER, 波尔多投资促进委员会 (Bordeaux Invest) 主席

~ Yann LE GOASTER, 波尔多葡萄酒联合会 (Fédération des Grands Vins de Bordeaux) 总监 

~ Allan SICHEL,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 (Conseil Interprofessionnel des Vins de Bordeaux) 主席

~ César COMPADRE, 《西南日报》( Journal Sud Ouest) 葡萄酒与烈酒专栏记者 

~ Lionel CHOL, 酒商工会 (Syndicat des Négociants) 主席

~ Olivier BERNARD, 骑士庄园 (Domaine Le Chevalier) 庄主

~ Didier GONTIER, 布尔丘产区 葡萄酒联盟 (Syndicat viticole des Côtes de Bourg) 总监

专家简短见面会

        投资者们遇到的首当其冲的困难是找到回应某一需要的具有相关资质的专家、并有机会同他

进行初次会晤。

        2019年1月，WI&NE投资平台举办了第一届简短见面会。平台成员一起行动起来，在四个小

时的时间内同投资者、酒庄庄主和葡萄种植酿造领域从业人员进行了220场会晤。所涉专业领域有

将近20个之多。

        这场首发的简短见面会印证了平台模式的正确性。它成为WI&NE投资平台的一个重大时刻，

并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专家的贡献

- 在网络及各种专业期刊定期发表主流文章

- 参加各种以业内时事为议题的圆桌论坛、大型会议

- 在INSEEC高等商学院或KEDGE高等商学院举办讲座和论坛

        欲了解WI&NE投资平台所有相关时事，敬请登录 www.wi-ne.net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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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让交易提供便利和保障

        购买一座葡萄园不仅仅是购买一座城堡或一片土地。它首先是对人、对不断演

变的风土、对一段既有的和期待永存的历史的投资。   ----童大伟 (David Lawton)

WI&NE投资平台的服务项目

• 综合性咨询协助：启用平台内的若干专家成员，为客户自立项到购买的投资项目全程提供咨询协 

  助服务。

• 针对性咨询协助：启用一名专家成员，对投资者遇到的某一特定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协助服 

  务。

• 全面性尽调评估：WI&NE投资平台亦推出全面启用所有必要专业的专家以促成投资项目圆满完 

  成的全面性尽调评估跟踪服务。

WI&NE投资平台的承诺

• 便利快捷：WI&NE平台成员机构启用的任何专家都会随时奉召与投资者进行会晤。

• 专家的中立性：专家关系的建立无偿无私。不得引发任何形式的佣金支付。

• 项目的盈利性：无论顾问咨询的干预程度如何，投资项目的盈利性这一目标始终是我们专业评估    

  的焦点。

怎样与WI&NE投资平台取得联系？

• 一个唯一的联络点：www.wi-ne.net 

• 一次项目“了解”会晤：以了解客户需求的性质

• 一次定向以引荐一位或数位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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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项到签字

阶段 活动 专家评估

立项 • 深入分析项目性质及其整体资金 
  状况
• 选择并评估若干目标酒庄

酒庄转让交易
地产、农业及不动产的评估
认证翻译

参观酒庄 • 安排组织并陪同参观符合既定要   
  求的若干酒庄

酒庄转让交易

认证翻译

分析选定的
投资项目

• 税务财务审计，制定预算

• 技术层面及环境层面的审计

• 酒庄葡萄酒库存的分析性评估 
  鉴定

• 现状问题分析 (建筑、设施、葡 
  萄园) 

• 家具的评估

• 对动产的估价s

法律顾问

土壤及葡萄园地理分析

财务状况评估

葡萄酒酿造顾问

库存认证鉴定

拍卖评估员

确定收购价格 • 市场深入分析

• 提出对于买卖双方都最为有利的 
  收购价格

• 协助建立资金架构及法律架构

酒庄转让交易

法律顾问

资金状况

产权证明

税赋优化

认证翻译

签字 • 转让交易终结

• 制订与农业机构相关的各项建议 
  及司法与税务的框架

• 产权证明及经营模式

法律顾问

文书及合同的公证

与农业机构的接触挂钩（农业
方向省级委员会、农村土地建
筑管理委员会……）

认证翻译

资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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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酒庄经营提供咨询协助服务

        永远不应忘记生产葡萄酒是所有环节中最为简单的一环。接下来，我们可以饮

用葡萄酒。这一环节内涵丰富！我们还可以将美酒馈赠他人，是为慷慨之举。但是

请特别注意，我们可以将葡萄酒作为商品出售。这是更妙的一个环节，也是最为困

难的一环。                                                      ----童大伟 (David Lawton)

对新晋庄主提供咨询协助和专业培训

        许多投资者欠缺酒庄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无论他们希望亲自经营自己的酒庄还是委托

第三方进行管理，掌握法国葡萄种植酿造领域的基础技能和知识，对其而言都是势在必行的。

        WI&NE投资平台的专家为这些新晋庄就其酒庄管理提供培训服务。  

        WI&NE投资平台的目标 : 向新晋庄主传授重点知识和主要技能以使其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对其

酒庄制定决策和进行日常管理。 

管理、行政及战略发展方面的顾问咨询

        在竞争非常激烈、形势不断变化的复杂市场环境下，酒庄经营者要面对多重挑战：这些挑战

来自金融、司法、技术和人文等多个层面。

        为了使其经营活动持久发展，经营者要将一批值得信赖的、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的专家聚于

自己的麾下。

        WI&NE投资平台的目标：在酒庄经营活动的所有层面，在法国境内或国际范围内，对酒庄

庄主提供咨询协助服务，从而为其酒庄的发展保驾护航。

约 800 000 公顷葡萄园

30% 的葡萄酒销往国外

4 至 5% 的法国酒庄处于待售状态

2% 的法国葡萄园属于外国人士所有

波尔多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汇聚了90%的国外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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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专业

所涉专业 Wi&NE平台专家

• 专业会计师 • 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行业专业会计师

• 检查账目
• 确保财务信息的可靠性

• 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行业的专业    
  财务审计师

• 对葡萄酒庄进行技术和环境审查
• 专业分析酒庄库存酒、品质及生产技术
• 向法院提供法律援助

• 葡萄酒工艺学建议  
• 葡萄酒工艺学实验室
• 律师

• 投资安全和资产保护 
• 可投保风险评估 

• 保险经纪人

• 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产业建筑的建造和翻新 
• 项目设计和工程管理

• 建筑师
• 公共补助方面的专家
• 建筑工程公司
• 热力技术研究

• 运营管理：人事，物流，海关……
• 葡萄园管理：种植，病虫害防治，监控
• 葡萄酒管理：酿造，陈酿，调配
• 市场营销和产品销售的发展

• 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产业管理
  经纪人

• 诉讼管理
• 笔录文件：灾害与自然灾害，工程前期考察
• 债权的追讨
• 反侵权行动 
• 租赁合同的终止，解除

• 司法送达员
• 律师

• 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商标价值及保护策略的制定
• 标签与包装方面司法角度的确认
• 从合同方面确保与进口商和分销商的关系
• 从葡萄酒法律方面验证市场营销项目

• 法律与策略顾问  
• 葡萄酒和葡萄园法律  
• 商标法律

• 设计公共手段
• 中英文文件翻译
• 口译

• 行业内的公共关系公司

• 翻译

• 融资
• 现金管理
• 流动资金的安全 

•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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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成员

酒庄交易

   主席
David LAWTON 

接待投资者  

对可持续项目的界定提供支持  

筛选符合要求的产业 

陪同协助以确保投资的适当性和可持续性

公共关系与翻译

Ann TRUCHASSON 

协助定义投资需求 

与可聘用的相关专家和合作伙伴协调协作 

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行业的专业认证翻译  

 口译

律师 

Philipe BONNIN 提供最有效的法律与税务方案 
最佳法律构架建议 
优化税务 
纂写法律文件（协议、担保) 
与各农业机构接触挂钩 
对外国人身份的葡萄园收购投资方提供行政方面的协
助服务，特别是获得合法居留卡的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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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及农业专家

Jean BAROT 

BAROT EXPERTISES

介入赠予、分配、继承、脱离共同体、团体清算、剥夺所有
权、租赁合同等各项事务; 已有建筑物及未有建筑物的、商
业的、工业的、农业的各种评估; 住房出租价值、地租、商
用房租金、商业资产、农业公司股值的评估; 建立租赁终止
账目、实地状况核查书、研究分析各项技术指标及所有副作
用影响力、核算损失状况及灾害损失补偿金额; 谈判磋商、
处理诉讼文件、实施剥夺所有权、实施先买权等情况下对您
提供帮助 技术分析和产业状况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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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成员

律师  

Bernard QUESNEL 整顿重组陷入困境的葡萄种植酿造经营 

转移经营活动至后继者

扶持新接手的困难企业 

捍卫争取公司在司法顾问及法律诉讼层面的权益  

辅助销售活动及打击资金非法流动与反洗钱情报

机构(TRACFIN)的工作。

劳动法专业律师 

Maxence DUCELLIER 公司审计：合同、分级、集体协议的适用、工作期限、薪
资支付、法律风险评估…… 审核认证薪资报酬、农业社保
福利（MSA）分摊金及其他支出款项的有效性; 起草制订
劳动合同及附属文书; 协助办理工作合同的安全终止; 就结
构重组调整对公司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咨询; 协助酒庄配
合劳动监察机构或农业社保福利机构的工作; 代表酒庄处
理涉及劳资调解法院及其他劳动司法机构的事宜：其中包
括社会保障事务法庭、刑事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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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会计师

Jean-Marie LATASTE 

目标公司的财务和社保审计 

准备预算和预融资计划 

联合律师与公证人，协同完成收购案的税务和法

律方面的工作 

中间状态及其相关表格 

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税务申报

葡萄收成、库存和数据库管理申报的督管与协助

协助管理监控

社保方面的服务

Pierre de BOUSSAC
财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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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成员

审计与顾问

Mathieu PERROMAT 投资获转让项目的财务模型 

确保酒庄交易中的财务和资金组成的安全 

尽职调查 

审计和稽查审计项目以确保财务信息的可靠性 

在财务管理和整合收购中协助股东，特别是按照

法国财会标准或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协

助准备财报报告

  公证人

Maylis  
SICHERE-LAWTON 

SCP CASTAREDE ET 
SICHERE-LAWTON

文书与合同的起草验证

对个人或是公司提供业主和公司运营认证

葡萄酒庄产业收购的财务和法律保证

    土地测量专家

Michel MARTIN 完成整个酒庄的地理坐标地图（卫星定位数据，

地籍文档）

分析和监控不同葡萄品种的种植面积

参与向政府财政总局(DGFIP)申报地块地籍重

组，目的是简化葡萄藤拔除与重新种植申报

执行建筑物内部和外部三维扫描数据的提取

拍卖评估员 

Gérard SAHUQUET

对动产的描述和估价

对农业生产设备和装置估价

组织公开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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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产业运营管理

Claude GAUDIN

管理，生产，合理化种植，追踪，整合，销售

法庭认可的葡萄酒经纪人

Timothée BOUFFARD 

BUREAU RIPERT

鉴定酒庄或葡萄酒批发公司的库存葡萄酒
鉴定葡萄酒批发公司拥有的期酒交易配额
葡萄酒品鉴以确保该产品的适销性和可靠性

   银行

Samuel CHOUZENOUX

资产负债表的高低管理：融资、现金管理、 
流动资金的安全、电子银行、电子商务等等

酒庄管理顾问

Marc DWORKIN 酒庄管理：人事，采够，销售行政管理，海关
和专属部门，所需投资研究
葡萄园管理：植物检验处理，土地维护管理，
成熟度监控，葡萄采摘团队管理，
葡萄酒管理：酿造，陈酿，调配，装瓶监控
市场营销：客户类型定义，介绍波尔多市场经
纪人，酒商和进口商; 联络传媒，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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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补助方面的专家

Sophie LE BOULER

持续关注葡萄种植/酿造行业运营客户可能获得
的各类补助

寻找最适宜葡萄种植酿造企业发展项目的、来
自公共机构的金融补助

在金融补助和补贴的申请立项方面进行协助 (与
法国农业渔业管理局（FrancAgriMer）、水利
部门（Agence de l'Eau）、环保植物规划属
（PVE）、项目规划、课税抵免等）

Thierry DURGEL

5

保险经纪人

Nicolas JOUANNEAU  
投资安全和资产保护

协助清点可投保的风险并提供契合实际状况的完
整解决方案，与保险市场的主要公司磋商洽谈

管理保险条款，在保障最合理补偿方面进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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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

Hugues TOUTON
现有部分的评估鉴定：数据提取，现况，受约
于地方规划，建筑上的和技术上的鉴定

立项前的初步研究：建筑项目的定义（面积，
技术指标，体积）; 提供布置示意图和扩建可能; 
整体解决草案，操作财务评估

项目设计和工程管理：项目实施前项目定义和
预算; 建立建筑许可的申请、确定项目以及咨询
企业的文档; 市场采购，工程管理，验收



515

法律与策略顾问

Céline BAILLET 
LexWine是一家提供葡萄酒与烈酒领域专项法
律与策略顾问服务的机构

优化专有品牌的管理：品牌保护策略; 在与政府
管理机构间关系方面提供协助服务; 标签与包装
方面司法角度的确认

司法执达员

Jean Marie DULAURENS 

SCP Jean Marie DULAURENS

笔录文件：盘存库存及物资设备清单; 建筑物状况; 葡萄
园状况; 葡萄酒分析; 工程前期考察; 灾害及自然灾难; 股
东大会; 公司事务范畴（主动离职、不正当竞争……）
顾问咨询：租赁合同的终止、解除 
组织筹备拍卖 
债权的追讨  
反侵权的行动，网上笔录文件的制订  
与供应商之间诉讼问题的管理

建筑公司

Jean François VIDAL 

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行业建筑的设计、建造和
翻新：建筑工程(采摘葡萄的接收大厅、酒窖、
橡木桶酒窖、品鉴厅、装瓶车间、葡萄酒旅
游、办公室……)

WI&NE成员

   公共关系

Laurent OURGAUT 
企业身份视觉识别和公共关系手段的创意及建立  
需求的研究、状况的分析、举措的倡议
活动组织的专家服务（开业庆典、周年庆典、
研讨会、大型会议等）：合作伙伴的寻找与管
理、VIP服务的管理、行业协调、后勤保障、调
度规划 



热力技术及葡萄酒酿造技术研究所

José FERNANDEZ 
葡萄酿造工艺技术、热传导工艺、所有流体及
空气调节技术研究所 
自葡萄采摘完成至葡萄酒装瓶的整个过程中
的，热传导设施与葡萄酒酿造设备的安装设计
业务遍布法国全境，亦偶有境外项目

WI&NE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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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宣传联系方式

• 法文  / 童大伟（David LAWTON）

  +33 6 14 14 64 64 - david@wi-ne.fr

• 中文  / 李安（Ann TRUCHASSON）

  +33 6 22 67 84 25 - ann@wi-ne.fr

• 英文  / Christine de RIPPERT

  +33 6 10 86 36 36 - christine@wi-ne.fr

www.wi-ne.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