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厅介绍



Welcome



DA VITTORIO SHANGHAI 是 Cerea 家族在欧洲以外

开设的第一间餐厅，位处上海知名地标外滩，与中国最具

活力的金融中心陆家嘴隔水相望。 

DA VITTORIO SHANGHAI 旨在传承意大利本店“家之

本味”的经营理念，延续海鲜见长、食材至上的烹饪哲学，

更灵活运用本地食材，为上海食客奉上世界级意式美食美

酒体验，倾力打造“温暖丰盛的家”的奢华感，赋予沪上精

致餐饮以全新意义。

我 们 的 传 承



1966 DA VITTORIO 餐厅于贝加莫镇中心开幕

1978 DA VITTORIO 餐厅荣获米其林一星

1996 DA VITTORIO 餐厅荣获米其林二星

2002 DA VITTORIO 餐厅获得“Relais Gourmand”荣誉称号

2005 DA VITTORIO 餐厅迁至布鲁萨波尔托 (Brusaporto) 坎塔卢帕山 
(Cantalupa hills)， 成为了罗兰夏朵精品酒店集团 (Relais & Chateaux) 会员

2010 DA VITTORIO 餐厅迎来了备受尊崇的米其林三星及 Platinum King 
of Catering 殊荣

2012 DA VITTORIO ST.MORITZ 在圣莫里茨卡尔登开幕

2014 DA VITTORIO ST.MORITZ 荣获米其林一星

2016 DA VITTORIO 50 岁生日

2019 DA VITTORIO SHANGHAI 上海开幕， 同年荣获米其林一星

2020 DA VITTORIO SHANGHAI 与 DA VITTORIO ST.MORITZ 荣获
米其林二星

2021 DA VITTORIO SHANGHAI 蝉联米其林二星

2022 NEW WAVE by DA VITTORIO 于上海的当代艺术美术馆 UCCA Edge 
内开幕

2022 DA VITTORIO SHANGHAI 在“亚洲50佳餐厅”排行榜上排名第28位

我 们 的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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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信息



DA VITTORIO SHANGHAI 选址外滩边，落户潮流美食

新地标 — BFC 外滩金融中心。餐厅正对黄浦江畔的一线江

景，和浦东现代繁华的陆家嘴金融中心。

餐厅空间设计由中国设计师、艺术收藏家、尤伦斯当代艺

术中心(UCCA)理事，田军先生担纲。高雅的白色为餐厅奠

定了明亮现代的基调，绿色木质的暖色调现代主义大师家

具，线束和镶板与大理石质地形成鲜明对比，未来主义的

水晶吊灯在空间中熠熠生辉，让整个餐厅充满高贵典雅的

质感。

从大厅的客座区，到适合宴请聚会的包厢，餐厅的每个座

位都拥有着一流的视野，透过明亮通透的窗户，便可将外

滩的迷人精致尽数收入怀中。

关 于 我 们



DA VITTORIO 的餐厅行政主厨，Cerea 家族的 Chicco 

和 Bobo 兄弟，继承了父母对于美食的不懈追求，带领团队

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Cerea兄弟曾为英国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美国前总统克林

顿和奥巴马、 意大利前首相贝卢斯科尼、 Giorgio Armani

等政客名流掌勺家宴、国宴。

上海店行政主厨 Stefano Bacchelli 与 Cerea 家族共事近

十年，对于食材的追求和带领团队的能力有口皆碑。

主 厨



行政总厨 Stefano Bacchelli

主厨 Leonardo Zambrino 

行政副主厨 Tom Yuan

副主厨 Alican Dadayli 

甜品师 Frederic Jaros

烘焙主厨 Tony Tan

总经理 Levi Fu 

副总经理 Enrico Guarnieri

餐厅经理 Peter Tian 和 Gabriel Somma

侍酒师 Declan Tang 和 Emanuele Restelli

吧台主管 Fabio Sajeva

前台经理 Anna Rota

管 理 团 队

厨房 前厅



续写 Cerea 家族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时令食材与烹饪技法的追

求，整张菜单以 DA VITTORIO 标志性的意式海鲜菜肴为

核心，令 Vittorio 经典番茄意面、鱼子酱“蛋挞”等意大利本

店经典菜色风靡沪上。

Stefano 亦带领团队，致力探寻优质本土食材、香料、风味偏

好，融入菜单的构思与创建中。当中式传统名贵食材遇上

意大利经典风味，意式花胶扁面，在原版鳕鱼肚的基础上，

以口感近似、但更具中餐特色的十年黄花鱼胶入馔；汽蒸

黄鱼，亦是以中鹿岛大黄鱼重新诠释意大利本店名菜沙漏

鲈鱼。

美 馔 珍 馐







DA VITTORIO SHANGHAI 的酒窖拥有700余款来自

意大利、法国及世界各葡萄酒产区精心遴选的酒款，展现

了当下葡萄酒世界及葡萄酒审美的真实风貌。不仅有耳熟

能详的人气酒款、传奇酒庄与百喝不厌的绝佳年份，在酒

单上同样可以找到一些小众瑰宝，来自一些鲜为人知却极

具潜力的酿酒师和产区。我们非常期待与宾客一起展开一

场味觉的愉悦之旅，为你的味蕾带来全新的体验。

藏 酒



我们的鸡尾酒单不满足于简单堆砌的基本酒款，而是强调

原创与时令。美式酒吧的优雅氛围更助您享受轻松一刻，

在吧台经理 Fabio Sajeva 的设计下，我们的鸡尾酒既能反

映出意大利的风味与文化元素，又在呈现方式和体验方式

保持突破和探索。

鸡 尾 酒



一直以来，空间与感官之美，是 DA VITTORIO 在精致美

馔之外，营造美好就餐体验最具代表性的重要特色。

DA VITTORIO SHANGHAI 倾力于空间体验的全方位

升级，将东西方艺术与设计融入生活场景，进一步为中国

食客打造美轮美奂又温馨舒适的就餐环境。

艺 术 与 设 计



来到餐厅入口的玄关处，宾客们便能感知到 DA VITTORIO 

SHANGHAI 被重新定义的崭新空间，开启一段美妙的沉浸

式身心之旅。

吧台处重新设计的灯光系统，为餐厅重新奠定了极具艺术

气息的感官基调。此外，我们邀请顶尖花艺设计师为餐厅

特别定制花卉艺术，从玄关到主厅再到餐厅的各个角落，

所有植物与花艺展示将不时进行更迭。



DA VITTORIO SHANGHAI 在开幕一周年之际，特邀

国际知名的上海艺术家组合“鸟头”，为餐厅空间定制系

列作品《2020情放志荡》。尺寸不一的8件作品，由酒吧

区、主厅、VIP包房到酒窖层层递进，力图完成一次从公众

到私密、从刚性到柔性的完整叙事，勾勒出从意大利出发

最终落脚上海的艺术旅程。这是“鸟头”组合迄今为止首

次面向公众的实体空间创作，亦被纳入 DA VITTORIO 

SHANGHAI 的永久收藏。 



由中国奢侈品牌上海滩（Shanghai  Tang）高定团队为 

DA VITTORIO SHANGHAI 每位员工量身定制制服，将

1960年代米兰高端时装的芳华，与21世纪中国东方高定的

神韵相结合。



宴会服务



在 DA VITTORIO SHANGHAI，不论是正式晚宴，或是

氛围较为轻松的鸡尾酒会，皆能应客人需求提供高水准和

品质的服务、高雅精致的环境、和令宾主尽欢的美酒佳肴。

餐厅客用区域约200平方米，正常接待总量可达80位宾

客。主用餐区设有14张桌子，约40个座位；主用餐区旁，设

有4间可打通使用的独立包间，和一个可容纳16人的大包

间，以便客人享受商务午餐或私密晚宴。

宴 会 服 务



主用餐区设有14张桌子， 约40个座位

大约面积： 175.5m2

              54m2 (12m*4.5m) + 121.5m2 (13.5m*9m)

主用餐区    

THE KITCHEN
厨 房



主用餐区旁，设有一个可容纳18人的大包间。

大约面积：41m2 (9m*4.5m)

包间    

THE KITCHEN
厨 房



主用餐区旁，设有4间可打通使用的独立包厢。

大约面积：单独包厢13.5m2 (4.5m*3m)，

                  四个包厢打通54m2 (4.5m*12m)

包厢    

THE KITCHEN
厨 房



外烩服务



DA VITTORIO SHANGHAI 亦为私人活动和商业宴会

提供外烩服务。在我们的餐厅之外，享受我们一贯的优质

餐食和服务。

外 烩 服 务

合 作 品 牌



我们的荣誉



在意大利及本地团队的通力合作下，DA VITTORIO 

SHANGHAI 开业仅3个月就摘取了米其林一星，

并于翌年摘取米其林二星殊荣蝉联至今；

2020和2021年， DA VITTORIO SHANGHAI 连

续获颁意大利权威餐厅榜单《大红虾指南》“三叉餐

厅”，并荣膺“全球年度餐厅”；

2022年3月， DA VITTORIO SHANGHAI 入选

“亚洲50佳餐厅”榜单，位列第28名。

我 们 的 荣 誉



DA VITTORIO SHANGHAI 餐厅自开业以来，热度、

关注度及好评度居高不减，迅速超越同等级和价位的西餐

类餐厅，成长为上海及中国高端餐饮行业的标杆，稳定位

列大众点评APP上海西餐类餐厅榜单前二名。

稳定位列大众点评APP
上海西餐类餐厅榜单前二名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BFC外滩金融中心
北区N3栋3层

于中山东二路进入枫泾路右转，从P入口到北区商场，
在N3栋搭乘电梯前往三层餐厅

开车

步行 外滩中山东一路，延安东路口顺中山东二路及黄浦
江，往东南步行约1公里，约15分钟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