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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无酒精啤酒制造总厂（股份公司）是最大的一家生产啤酒、无酒精饮料、矿泉水和饮用水的制造商。
本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中心区—辛菲罗波尔市。品质优良、工艺独特以及成分天然使我们的产品受大众喜爱30余
年。《克里米亚》制造总厂财务状况稳定，拥有大量技术精湛的专业人才。每年本厂都会投资以支持厂内各个领域的
发展与升级。2016年购置并投入使用聚酯合成纤维包装这一附加生产线来灌装啤酒。2017年夏研发出了新的生产线
来分装进铝罐。2016至2017年投资总金额超过4.5亿卢布。

我厂于1982年在一群欧洲最优秀的技术师的指导下建设并投入使用。以《克里米亚》制造总厂的实力每年至少可以
生产1.5亿升啤酒和5千万升饮料、矿泉水和饮用水。

关于公司



啤酒种类：《克里米亚 光明》《热库列夫斯基》《辛菲罗波尔制造厂》《那黑马夫斯克》《坚固的克里米亚》《金
色狮身鹰头兽像》《塞瓦斯托波尔》《雅尔塔》《纪念日》，特级啤酒《克里米亚 里维埃拉》，特级纯啤酒《白色
的岩石》和特级纯黑啤酒《黑山》。

啤酒生产—是一项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分为几个生产工序：生产麦曲，准备麦芽汁，发酵，酿熟，过滤和分装。《克
里米亚》制造总厂生产的啤酒按照独特的配方、用天然高品质原料酿造，采用了专业工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经
典的啤酒酿造传统。

本厂运用了HACCP系统，（GOST R 51705.1-2001，一种质量检测系统。在 HACCP框架内检测食用产品的质量)
。用以保障和监督产品的安全性。《克里米亚》无酒精啤酒制造总厂（股份公司）拥有最现代的设备。如今本厂拥有
生产高质量啤酒、饮料、矿泉水和饮用水的一切条件。

关于公司



《克里米亚》制造总厂的自主研发试验的每个技术阶段都对产品质量进行了把控。这保证了不变的品质和独特的口
感。无酒精系列分为怀旧系列（《柠檬水》《特优甜汽水》，《大鸭儿梨》《龙蒿汽水》《一戈比汽水》《三戈比柠
檬味汽水》《五戈比柑橘味汽水》）和年轻人系列（《克里米亚人》）和鸡尾酒系列（《莫吉托》和《可乐》）。夏
季公司还推出了格瓦斯《克里米亚斯基》

《克里米亚》矿泉水可用于治疗和餐厅用水，内含来自疗养胜地萨基市下900多米的自流井水。《克里米亚》矿泉
水—是四大俄罗斯现存主要矿泉水水源之一：克里米亚、纳尔赞、博尔若米和叶先图基。

《克里米亚》饮用水是餐厅用水，富含平衡的成分和身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可以使人保持美丽和良好的身体感受。是
有益的、理想的、合适的饮品，适合每日饮用。 一杯《克里米亚》饮用水可保持肌体水量平衡，清除体内垃圾，积
蓄能量。

关于公司



本厂产品可运送至俄罗斯联邦8个州，也可出口到
各个国家。本厂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进行陆路和
水路等其他形式的运输。

根据订货人的偏好和负荷范围可以选择最优的运
输路径—公路、海运、空运及铁路运输。有必要
的话可以混合使用不同类型的运输方式。

物流业务



销售地区



啤酒生产



啤酒生产



啤酒种类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克里米亚NON-АLCOHOLIC”是该工厂优质产品系
列中的非酒精饮料。其特点 - 不含酒精，淡淡的酒花风
味，明显的金黄色调，柔软度和出色的清爽效果。

“克里米亚NON-АLCOHOLIC”当你想享受你最
喜爱的优质啤酒时的最佳选择。 “克里米亚NON-
АLCOHOLIC”完美解决了与朋友度假的渴望，与同事
一起工作或在漫长的旅途中如何度过。

可饮用水，发酵大麦芽麦芽，啤酒花。
营养成分：碳水化合物为5,0g/酒每100cm3

啤，热量为20kkal/酒每100cm3。
符合国标 28188-2014

产品成分：

克里米亚NON-АLCOHOLIC（不含酒精）



啤酒种类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克里米亚里维埃拉》高等级浅色啤酒

《克里米亚里维埃拉》 - 一个经典的亮啤，口味柔
和，具有宜人的啤酒花和麦芽的味道,，含有微妙的
花卉风味和呈现出轻金色。

为了生产这类啤酒，我们选用了质量等级最高的大
麦麦芽。《克里米亚里维埃拉》是从整个麦芽收成
中挑选出来最优质的10%酿造完成的。独特的白兰
地口味给啤酒精英芳香和苦涩的感觉，该白兰地制
造商在欧洲最好的制造商之一。

《克里米亚里维埃拉》呈现给始终如一品尝景点啤
酒的行家们。

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2,0%。
酒精含量不少于5.0%。
符合国标31711-2012

产品成分：

铝桶
30和50升



啤酒种类

《白山岩》 无过滤型浅色高等级啤酒

《白山岩》 - 一种奖励，明亮，未经过滤的啤酒，
散发出小麦的味道和柔和的辛辣味道。未经过滤的
酵母的存在改变了它的颜色，呈现稻草金色，不透
明的色调。这种啤酒有几个独特的特点：香菜是用
来给出辣的味道，并为丰富的口味，白啤酒，小麦
麦芽的品种取样。这些和其他优质成分的组合在啤
酒《白山岩》给它独特的口味。

未经过滤的酵母有助于形成一个残留，在《白山
岩》啤酒被喝完之前，建议-你可以感受到未过滤
的啤酒的全部味道。由于天然香菜的存在，《白山
岩》啤酒饮料符合国标标准。

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2,0%。
酒精含量不少于5.0%。
符合国标55292-2012

产品成分：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铝桶
30和50升



啤酒种类

《黑山》

《黑山》- 黑色未经过滤啤酒与一个漂亮的，燃烧的麦
芽风味呈现出啤酒花苦味和辛辣的味道。在阳光的照射
下，这种啤酒呈深色的勃艮第，天鹅绒，不透明的颜
色。这种啤酒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三种麦芽酿造：酿造大
麦光，酿造大麦黑暗，小麦麦芽。最后的味道是五谷的
香菜，他们给啤酒一个饱和辣的味道。

就像任何未经过滤的啤酒一样，《黑山》最终会形成一
种在使用前需要摇动的残渣--因此啤酒的口感会更加饱
和。使用品种最好的麦芽和苦味的啤酒花创造出精致的
味道。由于香菜和天然焦糖科利尔的存在，黑山啤酒饮
料符合国标标准。

原产地：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2.5%。
酒精含量不少于4.5%。
符合国标55292-2012

产品成分：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铝桶
30和50升



啤酒种类

《未过滤克里米亚》啤酒

《未过滤克里米亚》– 淡淡的啤酒，具有新鲜的啤酒花香气和特色苦
味。
啤酒品种是由克里米亚联合工厂的技术专家专门为优质未过滤的啤酒店的
鉴赏家开发的，这些营地采用经典技术生产。 《未过滤克里米亚》 具有
这种啤酒风格的所有特点：良好的浓密泡沫，稻草金色，浓郁的香气，一
束明亮的啤酒花和麦芽色调，留下持久愉快的回味。
饮料中未经过滤的酵母给啤酒一种浓郁的味道，并有助于形成自然沉淀
物，在饮用前必须搅拌，以揭示感觉的完整性。
《未过滤克里米亚》 – 啤酒不会让经典未过滤品种的爱好者无动于衷，
将揭示味道的丰满，愉快的回味和难忘的香气。一杯这种饮料将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在海滩上见面，在朋友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水饮用准备，麦芽酿造大麦轻，大麦酿造，啤酒花，啤酒花产品，酵母
营养价值：碳水化合物 – 每100克不高于4,6 克。
能量含量：每100克含44卡路里。
符合国标GOST 31711-2012

产品成分：

透明玻璃瓶装
0.4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啤酒种类

《克里米亚LAGER》啤酒

《克里米亚LAGER》 – 淡啤酒，具有纯正的
香气和经典营地的温和味道。 该品种采用传
统的捷克技术烹制。该品种采用传统的捷克技
术烹制而成。由于惊人的轻度，《克里米亚
LAGER》啤酒，完美地解渴，给人新鲜感，即
使是最老练的泡沫饮料爱好者，对此也不会无
动于衷。
《克里米亚LAGER》– 对于一家需要聚会的公
司和安静的家庭盛宴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

水，麦芽酿造大麦淡，谷物玉米，啤酒花。
营养价值：碳水化合物 – 每100克不高于3,9 克。
能量含量：每100克含38卡路里。
符合国标GOST 31711-2012

塑料瓶装
1.3升

产品成分：

透明玻璃瓶装
0.4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铝桶
30和50升



啤酒种类

《克里米亚浅色啤酒》
典型的《克里米亚浅色啤酒》具有别具微苦酒花和四

肢的麦芽风味。该饮料用于真正鉴赏啤酒的人。跟《

克里米亚浅色啤酒》您不仅可在游戏吵闹一伙人消

遣，也可以吃午饭时休息。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1,0%
酒精含量不少于4,4%
成分：饮用水、浅色麦曲、啤酒用的大麦、啤酒花。
营养成分：碳水化合物为4,6 g/每100g啤酒，热量

为42 kKal/每100 g啤酒。

产品成分：

塑料瓶装
0.9和1.3升

透明玻璃瓶装
0.4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铝桶
30和50升



啤酒种类

《克里米亚日古利浅色啤酒》

《克里米亚日古利浅色啤酒》 – 亮啤，具
有浓郁的口感和温和的苦味，具有浓厚的啤
酒花香味和金色色彩。这种啤酒是由优质的
选择性原料烹制而成，包括一种特殊的苦味
酿造。

《克里米亚日古利浅色啤酒》 – 国产啤酒
的经典代表之一，拥有很多克里米亚的以及
俄罗斯和国外的啤酒爱好者。

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1,0%。
酒精含量不少于4,4%。
符合国标31711-2012

产品成分：

塑料瓶装
0.9和1.3升

透明玻璃瓶装
0.4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铝桶
30和50升



啤酒种类

《雅尔塔》 浅色啤酒

《雅尔塔》 – 亮啤，柔软而芬芳，有细细
的苦味和金色的色彩。"雅尔塔" 因苦味和芳
香啤酒花的特殊关系而产生特殊的苦味，使
啤酒苦涩地表达，回味柔和。这啤酒使你回
想起在克里米亚海边美丽的日子，徒步登山
和傍晚漫步在著名的雅尔塔堤防边。

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1.0%。
酒精含量不少于4.4%。
符合国标31711-2012

产品成分：

塑料瓶装
0,9升

透明玻璃瓶装
0.4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铝桶
30和50升



啤酒种类

《克里米亚黑啤》 啤酒

《克里米亚黑啤》 啤酒 - 它柔和地表达了苦
涩和甜口味, 不同的焦糖口味和芳香。这种
独特配方品种提供了3种优质麦芽: 深色、清
淡和焦糖。"克里米亚黑啤" 由天鹅绒饱和颜
色区分, 强调它的独创性。

口感精致的麦芽花束不会让粉丝们对经典的
黑啤酒漠不关心。

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3.0%。
酒精含量不少于5.0%。
符合国标31711-2012

产品成分：

透明玻璃瓶装
0.45升



啤酒种类

《辛菲罗波尔工厂浅色啤酒》

《辛菲罗波尔工厂浅色啤酒》 - 清淡的啤酒
与特殊品牌的味道：饱和，软麦芽结合呈现
甜苦味和深啤酒花香味。

《辛菲罗波尔工厂浅色啤酒》- 这是«克里米
亚» 啤酒非酒精厂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牌。它
是从植物的基础时刻酝酿，有一个独特的特
点：含焦糖麦芽，这给啤酒略带甜味的味道
和呈现麦芽色调。

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1.7%。
酒精含量不少于5.0%。
符合国标31711-2012

塑料瓶装
0.9和1.3升

透明玻璃瓶装
0.45升

铝桶
30和50升

产品成分：



啤酒种类

《纳希莫夫浅色啤酒》

《纳希莫夫浅色啤酒》是一种细致酿制的啤
酒。对新啤酒的品牌我们的啤酒酿造者队为
城市战斗荣誉和其传奇的英雄们献给了其尊
重和感谢。《纳希莫夫浅色啤酒》具有传统
平衡和高尚的口味，令塞瓦斯托坡尔任和声
名城市的客人必定欣赏。现在，塞瓦斯托坡
尔有本城市，可骄傲的啤酒。 《纳希莫夫
浅色啤酒》是为真真热爱本城市的人，为这
些记住和尊重塞瓦斯托坡尔伟大英雄历史的
人。

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1,5%。
酒精含量不少于5.0%。
符合国标31711-2012

塑料瓶装
0.9升

透明玻璃瓶装
0.45升

铝桶
30和50升

产品成分：



啤酒种类

《强大的克里米亚》

《强大的克里米亚》- 明亮强烈的啤酒散发
着明显的麦芽香气，非常密集的味道与一个
特殊的葡萄酒味道。它的颜色散发着明亮的
金色和散发着明显的麦芽香气。

《强大的克里米亚》 是《克里米亚》 啤酒
系列中最强的品种，它为啤酒美食家和啤酒
球迷创造的。在其成分中包含额外的碳水化
合物，在工艺过程中，可以把啤酒带到必要
的水平。

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
麦芽汁初步浓度为17,0%。
酒精含量不少于7,0%。
符合国标 31711-2012

产品成分：

塑料瓶装
0.9和1.3升

透明玻璃瓶装
0.45升

铝制瓶罐
0.45升

铝桶
30和50升



饮料生产



饮料生产



饮料生产

柠檬水非酒精饮料

柠檬水 -这是一种甜的饮料，寒性。《克里米
亚》 啤酒非酒精厂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上使用天
然糖科利尔 (由糖烹调) 来配制柠檬水。

糖科利尔是在我厂生产的经典技术。他给饮料
一个稻草金色的颜色，并补充柠檬汁的味道。
饮料的纯度是通过使用纯净的和特制的水来达
到的。在克里米亚，水被净化和软化, 给它一个
最佳的酸碱平衡。水，糖科利尔，美味和芳香
的组合，使它成为可能创造一种独特的风味，
我们从小就知道的经典柠檬水!

可饮用水，糖，酸度调节剂，柠檬酸，防腐剂苯甲酸
钠，相同于天然调味剂“柠檬水”，天然染料糖色。
营养成分：碳水化合物为10,4g/酒每100g
啤，热量为41,6kkal/每100g啤酒。
符合国标28188-2014

产品成分：

塑料瓶装
0,5, 1和2升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铝制瓶罐
0.33升

铝桶
30和50升



饮料生产

 《克里米亚苏打》 碳酸饮料

《克里米亚苏打》– 无酒精强气软饮料粉红色
和黄色。
这种饮料是根据自"苏联"时代以来一直保留的传
统碳酸饮料生产技术制造的。.
《克里米亚苏打》有一个愉快的奶油味与香草
的温柔的音符。成分的正确组合使饮料具有鲜
度和独特的味道和香气。

水是准备的，糖，酸度调节剂是柠檬酸，苯甲酸钠防
腐剂，食品香料”奶油苏打水”，食品”奶油奶油”
的调味剂，天然色素糖色素。
营养价值：碳水化合物 – 每100克不高于10,0 克。
能量含量：每100克含40卡路里。
生产日期：自2020年

产品成分：

塑料瓶装
1和2升



饮料生产

《高等柠檬水》非酒精饮料

《高等柠檬水》 - 这款柔和的水果汽水饮料。经典
的果子气味和口味混合物柑橘果子。该饮料的柑橘
基础是橙、桂和柠檬的天然味道--香料加上香草的
组成。这是一款经典的饮料，类似柠檬水的制造技
术，但却有更明显的区别。

《高等柠檬水》还使用天然糖来生产，这是由企业
直接的生产技术来决定。

可饮用水，糖，酸度调节剂，柠檬酸，“雪铁龙”
特味香料，防腐剂苯甲酸钠，天然色砂糖。
营养成分：碳水化合物为12,4g/酒每100g
啤，热量为49,6kkal/每100g啤酒。
符合国标28188-2014

产品成分：

塑料瓶装
0,5, 1和2升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饮料生产

《女公爵》非酒精饮料

《女公爵》（来自法语，从字面上理解为公
爵夫人）是一种甜的无酒精碳酸饮料，由美
味和芳香的成分，甜美多汁和梨肉为基础。
《女公爵》 《克里米亚》 啤酒非酒精厂股
份有限公司最棒的产品之一。这归功于天然
原料的生产： 完全平衡的纯化水，糖和糖科
利尔。

 可饮用水，糖，酸度调节剂，柠檬酸，防腐剂苯
甲酸钠，天然调味剂“梨”，天然染料糖精。
营养成分：碳水化合物为10,3g/酒每100g
啤，热量为41,2kkal/每100g啤酒。
符合国标28188-89

塑料瓶装
1和2升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产品成分：



饮料生产

《龙蒿》非酒精饮料

《龙蒿》-一种甜味碳酸软饮，有一个熟悉的，生动
的和令人难忘的味道，和独特的翡翠色调。它是基
于龙蒿 (蒿草药植物) 提取物。该萃取物在高加索地
区提取后加入天然糖浆后再加入在碳酸水中制成。

自1983年以来, 经典的龙蒿汽水饮料经《克里米
亚》啤酒非酒精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专家进行技术
改良。以软化, 纯净水, 自然口味和流行饮料的香料
组成。

准备饮用水，糖，酸度调节剂，柠檬酸，苯甲酸钠防腐
剂，龙蒿天然调味剂“，草药香型龙蒿（芳香提取物，相
同香料，颜色E102，染料E131）。
营养成分：碳水化合物为11,5g/酒每100g
啤，热量为46kkal/每100g啤酒。
符合国标28188-2014

塑料瓶装
1和2升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产品成分：



饮料生产

《莫希托》非酒精饮料

莫希托饮料包括薄荷和有机口味的青柠檬。
我们使用的薄荷在克里米亚风景如画的高原
地区和独特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具有独特的
清新特性和令人惊讶的柔软的味道和香气。

薄荷和清柠檬有清爽的味道，但他们不会带
来苦味和刺鼻的味道，这使得它成为夏季最
流行的解渴和凉爽饮品之一。

莫希托也是完美的创造与其它各种鸡尾酒的
差异。

可饮用水，糖，酸度调节剂，柠檬酸，苯甲酸钠防
腐剂，天然调味剂“薄荷”，天然香精“青柠檬”
，基础为“柑橘成分”，可食用遮光剂。
营养成分：碳水化合物为10,9g/酒每100g
啤，热量为43,6kkal/每100g啤酒。
符合国标28188-2014

产品成分：

塑料瓶装
0,5, 1和2升

铝制瓶罐
0.33升

铝桶
30和50升



饮水生产



饮水生产



饮水生产

《克里米亚饮酒3820》水

《克里米亚饮酒3820》 – 餐厅非碳酸水，具有晶
莹剔透、柔软和优异的感官性能。
水来自1962年在萨基度假胜地发现的阿特西亚第
3820号井，远离工业中心和企业。
克里米亚饮料3820是日常使用和保持水盐平衡的
理想选择。

• 总矿物质0,15 - 1,0 克/升
• 钠 20 - 150 毫克/升
• 钙 20 - 130 毫克/升
• 镁 5 - 50 毫克/升
• 钾0 - 10 毫克/升
• 碳酸氢盐酸盐 30 - 250 毫克/升
• 氯化物25 - 200 毫克/升
• 硫酸盐 50 - 250 毫克/升

化学成份：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饮水生产

热矿泉水来自3503号井，其深度 900 m，
位于在萨克度假村镇。
以下指标用于治疗：
慢性胃炎，减少胃中酸性胃液；
不复杂的消化性胃和十二指肠肠，外科胃和
十二指肠的疾病，外科胃的疾病，与溃疡性
胃病和十二指肠肠；
慢性肝和胆道通路，肝炎，胆结石，胆囊
炎,不倾向于频繁并发症，慢性胰腺炎；
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肥胖、痛风、尿酸素
质、慢性肾脏病。

化学基本成分，MG/DM3：
碳酸氢盐(НСО3 -)为600-950;
硫酸盐类(SO4 2-)为100- 150；
硫化物(Cl- ) 为 500-600；
钙(Са2 +)为<25；
镁(Мg2 + ) 为<10；
钠+钾(Na+ + K+ )为650-750。
总矿 化：1,7-2,5 mg/dm3。
符合国标Р 54316-2011

产品成分

《克里米亚》大气矿泉水

塑料瓶装
0.5, 1, 1.5和2升

透明玻璃瓶装
0.5升



饮水生产

热矿泉水来自3503号井，其深度 900 m，
位于在萨克度假村镇。
以下指标用于治疗：
慢性胃炎，减少胃中酸性胃液；
不复杂的消化性胃和十二指肠肠，外科胃和
十二指肠的疾病，外科胃的疾病，与溃疡性
胃病和十二指肠肠；
慢性肝和胆道通路，肝炎，胆结石，胆囊
炎,不倾向于频繁并发症，慢性胰腺炎；
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肥胖、痛风、尿酸素
质、慢性肾脏病。

化学基本成分，MG/DM3：
碳酸氢盐(НСО3 -)为600-950;
硫酸盐类(SO4 2-)为100- 150；
硫化物(Cl- ) 为 500-600；
钙(Са2 +)为<25；
镁(Мg2 + ) 为<10；
钠+钾(Na+ + K+ )为650-750。
总矿 化：1,7-2,5 mg/dm3。
符合国标Р 54316-2011

产品成分

《克里米亚》大气矿泉水

塑料瓶装
1, 1.5和2升



饮水生产

《克里米亚》 啤酒非酒精厂股份有限公司为
所有关心自己的健康和家庭健康的人准备了
每日饮用的 《克里米亚饮用水》。该产品经
过几个程度的清洁, 软化和由饱和的最佳平衡
的矿物混合。因此，"克里米亚饮用水" 在矿
化后没有味觉表达，口感柔和。

《克里米亚饮用水》 有各种大小的包装-从
0.5升到5升 升的包装。最喜欢的咖啡或茶使
用"克里米亚饮用水" 来冲泡将充分揭示它的
气味，更其味道更美。

餐厅用水 《克里米亚饮用水》

•矿物质总量，毫克/升 – 170-250;
•总硬度，毫克-等值/升 – 1,0-2,5；
•钾，毫克/升，不超过 – 20; 钙；
•毫克/升- 80-130；
•镁，毫克/升，不超过65毫克/升；
•氯化物，毫 克/升，不超过- 150；
•硫酸盐，毫克/升，不超过 – 250；
•碳酸氢盐，毫克/升，不超过 – 250。

化学基本成分，MG/DM3：

塑料瓶装
0.5, 1, 1.5, 2和5升



饮水生产

《柠檬味的克里米亚》 – 一种轻度清爽的维生素C
饮料。作为饮料一部分的天然柠檬芳香成分创造独
特的味道，维生素C提供能量，增强免疫力。每喝一
口这种令人振奋的饮料，疲劳就会消失，身体的语
气就会增加。
饮料所基于的水经过几级清洁，现代过滤和软化技
术给它一个愉快的温和的味道。
《柠檬味的克里米亚》 富含宏观和微观元素，有助
于维持体内的水平衡。

《柠檬味的克里米亚》水

水饮用制备，糖，酸度调节剂柠檬酸，抗坏血酸，食品天
然”柠檬石灰”香料，苯甲酸钠防腐剂。
营养价值：碳水化合物 – 每100克不高于4,8 克。
能量含量：每100克含19,2卡路里。
符合国标GOST 28188-2014

成份

塑料瓶装
0.5, 1, 1.5和2升



饮水生产

《克里米亚青柠薄荷味》水 - 这是一种轻质清爽的
饮料，由纯净的水和天然香料制成。饮料结合了温
和的水味和令人振奋的石灰香气，细腻的薄荷回味
优雅地补充了成分。饮料热量低，解渴效果好，由
于二氧化碳饱和，具有极好的清爽效果。
饮料所基于的水经过几级清洁，现代过滤和软化技
术给它一个愉快的温和的味道。
《克里米亚青柠薄荷味》 富含宏观和微观元素，有
助于维持体内的水平衡。

《克里米亚青柠薄荷味》水

水饮制，糖，酸度调节剂柠檬酸，抗坏血酸，食品天然”
柠檬石灰”香料，食品天然”纸杯型”香料，苯甲酸钠防
腐剂。
营养价值：碳水化合物 – 每100克不高于4,8 克。
能量含量：每100克含19,2卡路里。
符合国标GOST 28188-2014

成份

塑料瓶装
1升



联系我们

俄罗斯质量之星
– 2016年俄罗斯质量之星大赛区域赛冠军和联邦赛冠军。

荣誉勋章
– 2015年和2016年"国家质量标志"

《克里米亚》矿泉水
– 2017年索契第二十六届国际啤酒展上，大奖赛金牌质量优异。

– 2016年最佳产品金质奖章，作为莫斯科2016年第23届 "Prodexpo-2016" 

国际博览会的一部分。

– 2015年和2016年索契国际啤酒展优秀品质金牌

– 2016年索契第二十五届国际啤酒展软饮料外观和独创性奖章。

《克里米亚苹果》软饮料
– 2018年和2019年索契国际啤酒展优秀品质金牌

– 2019年莫斯科第26届"Prodexpo-2019"国际展览会由俄罗斯联邦兽医

与植物卫生监督局提名的"2019年最佳产品"的金质奖章。

- 第二十七届彼得福德食品展"我们的品牌"品酒比赛的银牌。

– 2018年俄罗斯第二十届农业工业展览会"金秋"颁发的"高品质产品"银牌。

《克里米亚橙子》软饮料
– 2015年彼得福德第二十七届食品展"我们的品牌"品酒比赛的银牌。

《莫吉托》鸡尾酒（不含酒精）
– 2019年索契国际啤酒展优秀品质金质奖章。

–2018年俄罗斯第二十届农业工业展览会"金秋"颁发的"高品质产品"银牌。

苏打水《西特罗额外》饮料
–2016年索契第二十五届国际啤酒展软饮料外观和独创性奖章。

塔洪碳酸饮料
– 2016年索契第二十五届国际啤酒展软饮料外观和独创性奖章。

杜切斯碳酸饮料
– 2016年索契第二十五届国际啤酒展"软饮料外观和设计独创性"银牌。

非酒精克里米亚饮料
- 2018年彼得福德第二十七届食品展创新产品竞赛银牌。

- 2019年俄罗斯第二十一届农业工业博览会"黄金秋秋"高端食品生产金质

奖章。

柠檬水饮料
–2017年索契第二十六届国际啤酒展优秀品质银牌。

– 2 0 1 6 年 最 佳 产 品 金 质 奖 章 ， 作 为 莫 斯 科 2 0 1 6 年 第 2 3

届"Prodexpo-2016"国际博览会的一部分。

– 2015-2016年索契国际啤酒展外观和设计独创性奖章，以及卓越品质

金牌。

– 2019年莫斯科第26届"Prodexpo-2019"国际展览会由俄罗斯联邦兽

医与植物卫生监督局提名的"2019年最佳产品"的金质奖章。

我们产品的高品质经过了许多竞赛和展览的认证，其中包括：



联系我们

《克里米亚》轻啤
–2017年索契第二十六届国际啤酒展大奖赛最佳质量金质奖章。

–2016年最佳产品大赛金质奖章，作为23个国际食品、饮料和原材料展览

的一部分，由莫斯科Prodexpo-2016制作。

–2015年和2016年索契国际啤酒展"

–2015年圣彼得堡第二十四届彼得福德国际食品展金质奖章。

《纳希莫夫斯基》啤酒
–2019年索契国际啤酒展"卓越品质"金质奖章。

《辛菲罗波尔斯科耶》啤酒
– 2015年和2019年索契国际啤酒展"卓越品质"金牌。

– 2019年俄罗斯第二十一届农业工业博览会"黄金秋秋"高端食品生产金质奖章。

黑山啤酒饮料
–2019年莫斯科第26届"Prodexpo-2019"国际展览会由俄罗斯联邦兽医与植物

卫生监督局提名的"2019年最佳产品"的金质奖章。

–2019年索契国际啤酒展"卓越品质"金质奖章。

–俄罗斯啤酒比赛" ROSGLAVPIVO-2020"铜牌 - 俄罗斯主要啤酒在"啤酒与草药

和香料"类别。

《雅尔塔》啤酒
– 在索契举行的2018年第二十七届国际啤酒展上获得"卓越品质"大奖赛金牌。

– 2016年和2017年索契国际啤酒展"卓越品质"金牌

《克里米亚日古列夫斯卡娅》啤酒
– 2018年和2019年索契国际啤酒展"卓越品质"金牌。

《克里米亚》烈酒
– 2018年和2019年索契国际啤酒展"卓越品质"金牌。

– 2019年莫斯科第26届"Prodexpo-2019"国际展览会由俄罗斯联邦兽医与植物

卫生监督局提名的"2019年最佳产品"的金质奖章。

– 俄罗斯啤酒大赛"ROSGLAVPIVO-2020"金牌 - 俄罗斯主要啤酒在"烈性啤酒"类别。

《白岩》啤酒
–索契2018年第十七届国际啤酒展"卓越品质"铜牌。

–2019年莫斯科第26届"Prodexpo-2019"国际展览会由俄罗斯联邦兽医与

植物卫生监督局提名的"2019年最佳产品"的金质奖章。

克里米亚里维埃拉啤酒
–2017年索契第二十六届国际啤酒展大奖赛最佳质量金质奖章。

–2016年最佳产品金质奖章，作为莫斯科2016年第23届"Prodexpo-2016"国际

博览会的一部分。

–2015年第十四届彼得福德国际博览会金牌，作为圣彼得堡"我们的品牌"竞赛的

一部分。

–俄罗斯啤酒大赛"ROSGLAVPIVO-2020"金牌 - 俄罗斯主要啤酒"在"斯韦特洛伊/

拉格"类别。

–索契2015年第二十四届国际啤酒展外观和设计独创性奖章。

我们产品的高品质经过了许多竞赛和展览的认证，其中包括：



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共和国，辛菲罗波尔市，斯大林格勒英雄城路，12号
电话：+7 3652 548-203   传真：+7 3652 548-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