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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号酒馆
创始人:王帆, 创始人
电话: 186 2717 0813

18号酒馆是一家来自武汉的微型啤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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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胖胖啤酒馬的兩個老闆在廈門開始了一個新的釀啤酒冒險，然後過了不
長就開始了他們自己的自釀啤酒室。過了這兩年生意方興未已和今天他們開了
一個新的店在一家沙破尾藝術西區。他們用的大樓以前是個海鮮工廠。

David和Felix其實是設計師，沒想到一來到廈門就忽然開始釀啤酒。	當時他們
對釀酒的世界不太了解，他們只是開始釀了因為覺得好玩和感興趣的。	

他們一開始用的具備有些是自己設計的，有的在淘寶買的。他們開始在他們公
寓的屋頂釀啤酒，這兩個朋友經常提到那個時光會說網路是他們最好的老師。
今天他們還是認真研究美國和德國網路啤酒世界的演變。當它們把胖胖啤酒馬
第一個啤酒（楊梅白啤）給中國朋友喝，生意就從此愈來愈好。

只是三年在中國，兩年在釀酒，這一切其實還是都是一個巨大的實驗，是在說
廈門的氣氛就是一個實驗氣氛，大家都歡迎來試驗，無論是釀啤酒，做音樂，
藝術或美食，大家都可創造他自己的平台。

联系人: David Krigs
电话: 132 2503 4849
邮件: 2649616446@qq.com

胖胖啤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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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厂啤酒
联系人: John Hanrahan
电话: 186 0049 9948
邮件: john@arrowfactorybrew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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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坏猴子酒吧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孜 (William)
电话: 150 1077 5789  
邮件: william@badmonkeybars.com

坏猴子酒吧从成立伊始，就以其独特的氛围、价值和顾客体验独占大理近12
年。坏猴子旨在通过扩大品牌连锁、许可经营以及生产优质的精酿啤酒，席卷
中国。

通过坐落在大理的坏猴子啤酒研发中心和位于昆明的全新工艺生产线，坏猴子
能够稳定提供多种杰出的核心精酿啤酒。与此同时，作为欧洲酿酒师的最爱，
坏猴子将创作出令人兴奋的世界级季节性啤酒，给予顾客最愉悦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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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自酿啤酒协会
联系人: Jacob Wickham, 组织者
电话: 136 6125 6974
邮件: jacobwickham@gmail.com
网站: http://www.meetup.com/
Beijing-Homebrewing-Society/

爱喝啤酒，爱聊啤酒，爱酿啤酒，是我们成立的原因。
我们希望传播真正的啤酒文化，推广精酿和自酿啤酒知识，把北京变成更美好的城市：）

欢迎所有人的加入，我们的会员从超级新人，到超级专家。	希望我们是一个与同好交流，
共享知识和经验，让大家一起高兴的平台。

我们每月正式聚会两次，一次聚会用中文，另一次聚会用英文，欢迎大家都参加，因为大家
有共通的语言：啤酒～！

活动一般安排两个固定项目，一个是关于啤酒或是自酿的讲座，另一个是为关于某特定啤酒
的集体品尝。

每次聚会都欢迎大家带上自酿的啤酒，活动为义务性质，每年的运行及Party费用由所有会
员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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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深圳的独立精酿啤酒坊，以其酿造的独特口感与工业啤酒对抗。

联系人: Jo Zhou
电话: 132 4382 0861
邮件: jozhou@bionicbrew.com 

百优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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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猫
联系人: Taylor Yang, 市场及公共主管
电话: 139 1781 3063
邮件: tayloryang@theliquidlaundry.com
网站: www.boxingcatbrewery.com

拳击猫是一家美式微酿啤酒坊兼西餐厅。该酒坊于2008年在中国上海成立，
概念深受美国西南部地区影响。拳击猫可提供各种经典的美式“舒心菜”，其
店内所有的新鲜且高品质的食材，皆由执行主厨Sean	Jorgensen以及合伙人
Kelley	Lee所置备。

拳击猫有超过25款的佳酿并经常轮流替换，且全年不间断供应。所有啤酒皆
出自荣获国际大奖的酿酒大师Michael	Jordan之手，他选用优质的麦芽及酒
花，从而给中国带来了世界级水准的精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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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n啤酒公司
联系人: Calvin Jameson, 创始人/精酿酒师
电话: 151 5605 9843
邮件: calvin@calvinbeercompany.com
网站: www.calvinbeercompany.com

凯尔文啤酒公司和大多数啤酒厂一样，始于对高品质啤酒近乎痴迷的热情。我
是一个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大男孩，我的家乡盛产优质啤酒，所以在合肥生活
的日子里，无法喝到优质的啤酒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于是我就想，为何不利
用我爸爸教我的啤酒酿制知识，给自己，也给大家酿造真正上好的啤酒呢?我
开始自己酿造啤酒，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喜欢上我的啤酒。那个时
候我们还并没意识到大家对凯尔文啤酒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我们只是小规模
的把啤酒一箱一箱带到合肥的每一个角落。2013年，我们才决定是时候认真
起来，把这个过大的兴趣爱好升级并规模化。

我们现在正在大规模地酿造啤酒，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快乐，这让我们感到很
骄傲。我们酿造的是美国、比利时和德国混合风格的啤酒。当然，啤酒的种类
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酿造的是我们真正热爱的啤酒！

享用我们啤酒的同时请记住：把握今天！把握凯尔文啤酒！



13 悠航鲜啤

成都丰收精
酿酒厂
联系人: 王睿, 创始人兼酿酒师
电话: 138 8050 8382

成都丰收精酿厂位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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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啤酒
联系人: Liu Fang
邮件: liufang@greatleapbrewing.com
网站: www.greatleapbrewing.com

大跃啤酒成立于2010年，所有的配方都基于我们用中国风来打造精酿啤酒的
热情。大跃啤酒是近年来是蓬勃兴起的精酿啤酒革命在北京的第一品牌。我
们只用高品质的原材料，因为我们的理念是绝大部分的采购依托本地种植的
产品，包括100％的国内种植和加工的啤酒花、茶叶、香料、水果、蔬菜、咖
啡、糖以及蜂蜜等等。大跃啤酒坚信中国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一个使用本地食
材、在本土酿造的高端啤酒品牌，她将成为这个不断扩展的本地市场的引以为
荣的品牌。

大跃啤酒作为北京精酿啤酒的先锋，将会一直努力制造有创意的、本地特色的
中国精酿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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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A精酿
联系人: Richard Ammerman, 市场经理
电话: 186 1688 4824
邮箱: richard@capitalbrew.com
网站: www.capitalbrew.com

京A精酿啤酒是Alex和Kris两位来自北美的“老北京”精心缔造的产物。	他们
热心于优质的啤酒，热忱于和大家分享口味饱满的各色精酿。为了实现分享口
味丰富，质量精良的啤酒的初心，他们开始了自己在北京的旅程——用原装进
口的原料，酿制新鲜有趣的啤酒。发展到今天，我们位于幸福村的啤酒坊24小
时不间断的供应位于1949的京A旗舰店。成立于2014年9月的京A	Taproom
也乐于结识八方宾朋，见证精酿啤酒在中国的飞速前进步伐。衷心感谢你支持
本地精酿啤酒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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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精工啤酒有
限公司
联系人: 高岩, 创始人/精酿酒师
电话:  025 5873 9176
邮箱: 909437738@qq.com

南京精工啤酒有限公司始于2008	年，是中国第一家精酿啤酒公司，旗下拥有
高大师、欧菲、婴儿肥、猛丁等多个精酿啤酒品牌。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始
终以推广精酿啤酒的技术和文化为己任。2008年发布中国第一本精酿啤酒杂
志《啤酒节》并举办了国内第一次精酿啤酒节；2011年出版第一本中文精酿
啤酒指南《喝自己酿的啤酒》；2013年推出国内第一款瓶装精酿啤酒“婴儿
肥”，并创造啤酒拍卖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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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啤堂
联系人: 阿霞 
电话:  185 0107 6736
邮箱: axia@nbcraftbrewing.com
网站: www.nbeerpub.com

牛啤堂，中国最牛气的精酿啤酒品牌，我们是一群啤酒疯子，我们以宣传和推
广精酿啤酒为己任，我们的酿造采用最好的天然原材料，生产中国最顶级的精
酿啤酒～！和我们一起，对工业水啤说再见，加入精酿啤酒革命～！

牛啤堂酒吧是我们的啤酒天堂，这里有中国最多的鲜酿扎啤酒头，除了我们自
己酿造的十余款牛啤堂精酿以外，还汇聚了最顶级的来自中国各地的精酿扎
啤；这里还有中国最大的单体啤酒冰柜，数百种进口精酿啤酒供你选择；这里
还有中国唯一一个啤酒专业定制工坊和啤酒酿造迷你教室，欢迎您来学习啤酒
的酿造和订制一款属于自己的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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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航鲜啤
联系人: Becky Lane 白云，市场&活动
策划经理
电话: 150 1125 8937
邮件: becky@slowboatbrewery.com
网站: www.slowboatbrewery.com

悠航鲜啤属于家族运营啤酒坊，在中美传统关系之间皆有着深厚的渊源。悠航
鲜啤始于2009年，其创始人是两名在京生活的美国人，Chandler	Jurinka	与	
Daniel	Hebert。两人十分怀念陪伴他们一起长大的美国手工精酿啤酒。经过
两年的品牌创立与成长，2011年的秋天，悠航的啤酒开始销往全国各大餐厅
酒吧！

如今，悠航拥有17款不同的鲜扎啤（其中包括三款瓶装鲜啤）它们遍及京城以
及上海最好的餐馆、酒店及酒吧。悠航的17款鲜啤中，10款属于全年供应的
核心啤酒款，其他时令啤酒和实验啤酒款阵容强大，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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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麦啤酒
联系人：John Herrington, 创始人兼酿酒
师
电话:  136 0896 4700
邮件: strongaleworks@gmail.com
网站: strongaleworks.wix.com/qd

青岛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她的著名品牌是青岛啤酒。但是青啤只有
lager（干啤）。强麦开始于2011年，以青岛为大本营，制作高质量的爱尔啤
酒，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口味，给青岛的啤酒爱好者带来了不同的啤酒文化，
认识了解更多的啤酒种类，比如我们的IPA,	双苦，烟熏黑啤	…其实啤酒比红
酒要讲究的多，而且历史更悠久，有更多的我们还不知道的知识需要我们一起
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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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手工香肠
联系人: Andy Horowitz, 创始人
电话:187 0161 9397
邮箱: sausagebyandy@gmail.com
网站: www.beijingsausages.com

自2012年起，安迪手工香肠已经开始制作纯手工香肠了。他们的外卖可将食
物送至客人的家中、户外烧烤活动、餐馆，以及精品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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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手工香肠 吧嗒饼餐厅
联系人: Avi Shabtai, 创始人
电话: 139 1001 7709
邮箱: avi@biteapitta.com

中东美食吧嗒饼----在吧嗒饼最出色的就是鹰嘴豆酱，还有香酥的发拉芬。新
鲜的食材与合理健康的搭配才是真正的中东菜。

吧嗒饼已为食客们提供正宗美味的中东菜超过十年只久，菜单非常广泛，有鹰
嘴豆酱，
发拉芬，羊肉丸，阿拉伯香菜沙拉和很多的开胃小吃受到了素食者的青睐。

吧嗒饼餐厅连续十年荣获北京读者奖。



22北京秋韵手工精酿啤酒节

叶书日餐厅
联系人: Mina Yan, 市场沟通经理电话: 
186 1163 6903
邮箱: minayan@swirehotels.com
网站: www.east-beijing.com

位于北京东隅酒店一层的Hagaki叶书日餐厅是一家秉承加州精神的日本料理餐
厅。Hagaki叶书本着快捷、轻松和价格亲民的理念，配以精彩绝伦的自创系列
寿司，以及炸猪排、天妇罗和乌东面等各类精心制作的经典日本菜肴，致力于
打造一个风靡北京的轻松日餐厅。

每周六和周日。Hagaki叶书推出零点自助餐，所有菜单上的精美食品均可无限
添加。快约上三五好友，带上家人，一起来体验我们精心之作和上乘服务。每
位仅需RMB238另加15%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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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垒美式烤肉
联系人: Dave Bob, 前厅经理
           Ken
电话: 135 5277 6165
        18701304116
邮箱: drgphotography@yahoo.com
        zhoujj772@163.com
网站: www.homeplatebbq.com

	
说起对于美国传统烤肉的热爱，来自美国200多年家族史的本垒美式烤肉，传
承了美国迪克西地区（美国西南部烤肉区）地道的美式传统美食文化，从食品
的来源到制作工艺，从传统的餐厅设计风格到在美国专业量身定制来的大型烤
炉，从美式波本威士忌和调酒方式到吃烤肉必备的传统美式啤酒。。。本垒美
式烤肉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呼吸无不渗透着地道的美国传统风情。想要感受
真正的美国本土风情吗？热烈欢迎您与您的朋友和家人一起踏上本垒美式烤肉
的美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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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 仙
联系人: Mina Yan, 市场沟通经理 
电话: 186 1163 6903
邮箱: minayan@swirehotels.com
网站: www.east-beijing.com

是位于北京东隅一层的风格迥异的新型酒吧，同时也是酒廊和音乐表演场
地。Xian	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北京	798	艺术区的工业建筑。在这里，您可以找到
乐趣、放松心情、寻回自我。Xian	酒吧内各个空间的布置融合了多种风格——现
场音乐表演场地、可以尽情舒展的酒廊，以及收藏过百种不容错过的世界顶级威
士忌的威士忌吧。此外，还有宽敞的室外园景阳台及烧烤区、供应瓶装或桶装啤
酒的热闹酒吧，以及配有台球桌、桌上足球和街机风格电子游戏机的娱乐室。当
然，Xian	供应的食物也均为新鲜简单的酒吧经典菜式，让您精力十足，重焕活
力。

现场乐队，DJ演奏，美酒，美食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在这充满设计艺术氛围的
Xian里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