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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多媒体 文化活动



便于踏上你通往中国的道路

中国与意
大利之间的合作与

交流是我们工作的初衷。
通过我们的能力与社交关系网为各

个公司提供定制服务，旨在
支持各个公司开展
并维护与中国的
贸易关系。



简介

《世界中国》杂志是《中国新闻周刊》的意大利
版。《中国新闻周刊》是“中国新闻网”旗下出版
的周刊，其网站chinanews.com每天有4千万的浏览
量。

我们的出刊最初以一本完全中文的多主题月刊开
始，诞生于2001年。这本月刊一开始就受到旅意华
人华侨的欢迎。

2007年，杂志社进行了第一次转变，成为了一本双
语杂志，将其读者扩展到了意大利人以及那些对中
国感兴趣的意大利企业上，该杂志也日益承担起了
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杂志所担任的中心角色使我们在2011年被 “中国新
闻周刊”指定为海外版之一，其他国家的海外版驻
外所在地为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韩国、日
本、埃及及东南亚。 

随着团队日益壮大，2 0 1 3年，杂志社建立了
cinainitalia.com网站，将其视野拓展到了网络
世界，并建立了一系列官方社交频道（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LinkedIn, 以及微信）。

2018年，《世界中国》在罗马历史街区圣劳伦佐揭幕
了活动专区，取名“罗马9号”：该两层建筑旨在为
两国间的主题交流与互动提供场所。 

《世界中国》多年为促进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交流而
享誉盛名。其多媒体平台以其先锋视角保障为那些有
意加强中意两国间经济、文化与商业交流人士服务。

该杂志在意大利境内的精选报刊亭均有发售，在意大
利国会、议会及总理府、各个机场的VIP休息室、中
国东方航空公司罗马至上海航班的商务舱内、中国驻
意大利大使馆、米兰和佛罗伦萨领馆中、多个文化、
商务机构均有发放。



出版人

《世界中国》源于胡兰波的一个想法，胡兰波是一位

旅居意大利29余年的中国记者与作家。

2014年，为了嘉奖其孜孜不倦地为两国交流所做出的

瞩目贡献，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为其颁发了意大利之星

骑士勋章。

2015年，她在《米兰财经报》公布的50位影响中意贸

易杰出华人名单中名列第1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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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国》是一个保障交流无处不在、创造强烈互动

的多媒体平台。

该平台的受众群由政府人士、外交官、企业家、进出口

贸易公司经理、热爱中国的意大利读者以及热爱意大利

与意大利制造的中国读者组成。



读者

纸媒

频率：月刊

发行地：全意大利

发行量：2000本

读者数量：20.000人

社交平台
粉丝：34000人

粉丝增长数：+32%/年

范围：305000

独立用户/月

互动：26150人 独立用户/月

网站
读者：30000/月

网页浏览量：56000/月



出版内容

固定专栏:

实事

经济

中意交流

艺术与展览

读书

旅行

养生

厨艺

约会

高科技

食品/饮品

设计

大豆出口

道家永生

米兰华人社团的故事

广州历史，佛山与马祖庙

京剧图兰朵

中意双边关系

奶茶

文化品牌与文化占有

中国数字化

三
月

焦点

四
月

清明节

慈城古镇

北京的拆除

抓周的传统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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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视图：软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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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事实上，在马克·卡尔比耐迪庄园

中找不到除草剂、化学肥料和合成产品，

在绝对意义上为消费者保证了优质葡萄酒。

目前公司占地约52.5公顷，其中41公

顷园地在种植葡萄，11.5公顷在种植橄榄。

“赌注”被证明是成功的，因为只有这片

土地上像隐藏宝藏一般的，隐藏着一些不

知名的葡萄藤种。一直种植的Bellone白葡

萄品种，一种几乎在该地区消失的名为

Greco Moro希腊葡萄。 那些有红色浆果的

品种Nero di Cori、Montepulciano和Cesanese。

由专业 人士周密策划，南部，西南部风味

的葡萄分别在四个庄园开发：Capolemole，

Pezze di Ninfa，San Pietro和Antignana。 通过

新酒窖中的尖端设备处理葡萄。 目前公司

正在蓬勃发展，为产品转型、储存、精制

和成熟，为待客和品酒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意识到中国在数量和价值方面的重要

性，公司最近开始在中国市场迈出第一步。

“中国有巨大的潜力，但有一些困难，特

别是从立法和后勤方面的角度来看。马克

·卡尔比耐迪对《世界中国》说，“这是

一个对进口酒精有严格限制的国家，在物

流层面你必须计划一切，以便产品不会在

集装箱内放太多时间，因此有一个知道市

场的对话者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最初存

在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成为所有

决定出口到亚洲的公司的参考点，这些公

司是亚洲大陆最重要的酒类贸易中心。”

为了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卡尔比耐

迪公司打算专注于基础的质量和价值。为

了受到中国人的欢迎，马克强调，“拥有

范围广泛的产品，我们可以尽可能接近中

国消费者的口味。中国正在经历的全球化

也体现在消费者的新口味中，消费者越来

越倾向于寻找新的和具有某些特点的东

西。”因此，目标是从千禧一代开始，满

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相信，对于

国内市场，中国在未来几年也将需要不同

的，更简单，但同时优雅，成熟时间更短

的饮品。我们相信，我们的产品将满足更

广泛和不同市场的需求。”马克总结道，

“未来几年我们面临中国市场的挑战将是

出口可识别的高品质产品。”

翻译：蔡爱乐

piena espansione, dispone di consistenti spazi per la trasformazione, lo
stoccaggio, l’affinamento e la maturazione del prodotto, nonché per
ricevimento ospiti e degustazioni. 
Di recente l’azienda ha iniziato a muovere i primi passi nel mercato cinese,
consapevole dell’importanza della Cina in termini di volumi e valore. «La
Cina ha enormi potenzialità, ma non mancano le difficoltà, soprattutto dal
punto di vista legislativo e logistico – racconta a Cina in Italia Marco
Carpineti –. È un Paese con leggi molto restrittive per le importazioni di
alcol, a livello logistico bisogna pianificare tutto affinché il prodotto non
passi troppo tempo all’interno di container ed è fondamentale avere un in-
terlocutore che conosca il mercato». Nonostante le difficoltà iniziali, però,
c’è la certezza che «la Cina diverrà in futuro il punto di riferimento per
tutte le aziende che decidano di esportare in Asia, rappresentando il più im-
portante hub per il commercio di alcolici del continente asiatico».
Per affermarsi nel mercato cinese, Carpineti intende puntare sulla qualità,
valore alla base dell’azienda. E per conquistare i palati dei cinesi, sottolinea
Marco, «avendo un’ampia gamma di prodotti, possiamo delineare dei
profili che siano il più vicino possibile ai gusti dei consumatori. La globa-
lizzazione che sta vivendo la Cina è percepibile anche nei nuovi gusti dei
consumatori, che stanno andando sempre più verso la ricerca di qualcosa di
nuovo e che abbia determinate caratteristiche». L’obiettivo, quindi, è quello
di soddisfare le richieste dei diversi target di consumatori, a partire dai mil-
lennial. «Crediamo che, come per il mercato interno, anche la Cina nei
prossimi anni richiederà prodotti differenti, più semplici da bere, ma allo
stesso tempo eleganti e con tempistiche più brevi per quanto riguarda la
maturazione. Siamo certi che i nostri prodotti risponderanno all’esigenza
di soddisfare un mercato più ampio ed eterogeneo – chiosa Marco –. La
nostra sfida per il mercato cinese nei prossimi anni sarà quella di esportare
prodotti di alta qualità e che abbiano un carattere di riconoscibilità».

SCAMBI ITALO-CINESI 中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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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齐奥葡萄酒公司开始面向中国市

场，决心用优质葡萄酒征服中国。

“我们的产品将满足广泛和不同市

场的需求”

马克·卡尔比耐迪公司位于拉

齐奥古老城镇科里（Cori）

的 蒙 蒂 莱 皮 尼 （ Monti

Lepini）山坡上，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前4世纪。马克·卡尔比耐迪公司位于罗马

以南56公里处，在海拔约400米的古老土地

上蓬勃发展并壮大起来。卡尔比耐迪家族

几代人，自1986年以来，马克以真正的激

情和生活在完整环境中的愿望为动力，掌

握了自己的力量，使其成为目前蓬勃发展

的模范公司。1994年采用有机农业方法的

最重要变化，是创造真正健康产品愿望的

L’azienda laziale si affaccia sul mercato cinese, decisa a
conquistarlo con i suoi vini di qualità. «I nostri prodotti ri-
sponderanno all’esigenza di soddisfare un mercato ampio
ed eterogeneo»

Alle pendici dei Monti Lepini, a Cori, antica cittadina laziale
risalente al IV secolo a.C., 56 chilometri a sud di Roma, a circa
400 metri di altitudine, su un territorio antico, fiorisce e cresce

solida l’azienda Marco Carpineti. Appartenente alla famiglia Carpineti da
diverse generazioni, dal 1986 è Marco che, spinto da autentica passione e
dal desiderio di vivere in un ambiente intatto, ne prende in mano le redini e

ne fa un’azienda modello e al mo-
mento in piena espansione. Nel
1994 il cambiamento più rilevante
con l’adozione dei metodi di agri-
coltura biologica, frutto della vo-
lontà di realizzare prodotti vera-
mente sani. Diserbanti, concimi
chimici e prodotti di sintesi, infatti,
non trovano asilo nella tenuta di
Marco Carpineti, garanzia per i
consumatori di vini di qualità in
senso assoluto. 
Attualmente l’azienda si estende
per circa 52,5 ettari, di cui 41 col-
tivati a vigneto e 11,5 a uliveto.
La scommessa, che si sta dimo-
strando vincente, punta su alcuni
vitigni sconosciuti, che solo questo
territorio ha conservato come un
tesoro nascosto. Vitigni a bacca
bianca da sempre coltivati sono il

Bellone e una varietà di uva Greco, chiamata Greco Moro, quasi scomparsa
nel territorio. Quelli a bacca rossa sono il Nero buono di Cori, il
Montepulciano e il Cesanese. Curati da professionisti scrupolosi, i vigneti
con esposizione sud-sudovest si sviluppano in quattro tenute: Capolemole,
Pezze di Ninfa, San Pietro e Antignana. Le uve vengono trasformate
attraverso attrezzature all’avanguardia nella nuova cantina. Al momento in

Marco Carpineti punta sulla Cina
卡尔比耐迪酒庄面向中国市场

为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可以用中意软文刊登， 

本杂志社负责中文翻译（1或2页）。



特殊内容

为了加强各个活动的影响，我们可以设立专门且个性

化的内容，如插页、小纪念品、书册、书签等。



网站视图：ADV

皮肤 1600x1200px 对话窗口 300x250px 通栏广告 728x90px  对话窗口 300x250px

主页 文章



编辑部以及SEO（搜索引擎优化）专家团队用搜索引擎上
索引的出色表现确保了建立编辑内容的最大支持。

网站视图：软文广告



网站视图：中国版面

我们的网站提供针对中国读者的中文版面。通过翻译

服务与内容审核，我们为此类读者提供了拓展广告活

动的可能性。



社交网视图

照片中出现的商标与《世界中国》杂志主题息息
相关 

GIF（动图）中出现的商标（植入式广告）

www.cinainitalia.com网站上文章帖子链接（采

访、出现标牌的各类新闻）

Facebook上的调查

Facebook上的卡片（食谱、引文、要点）

出现在视频新闻或采访中的商标（植入式广告）

Instagram故事

出现在活动现场报道中的商标

将活动发布至Twitter及活动Tweet直播                 



社交网视图：微信

微信是在中国最为盛行的信息社交网。我们可负责创

建内容与相关图案，并将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

布。*

*微信版面由出版人胡兰波协调。



罗马9号文化活动

我们深知市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以上

下两层200平米的场地以保证企业与消费者的交流。

我们拥有一间专门用于美食品鉴、产品推荐、新闻

发布会的精品展厅，这间展厅也可用于我们与广大

读者直接接触，确定战略。

我们也可以为合作伙伴提供独家空间。



跨媒体战略

在与我们顾客紧密合作的基础上，
可以实现传播与市场开拓等活动，

这些活动都以统一的风格通过我们的线上、
线下及现场频道直播宣传。



大象咨询集团联系方式:

adv@elephantconsultingroup.com

www.elephantconsultin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