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活动宣传报道方案
WWW.BIKETO.COM
美骑传媒，提供全方位赛事活动宣传报道整体服务方案

环京赛，绿刃车队与天然气车队的车手带领大部队压弯。



美骑传媒（MAGIC CYCLING MEDIA）是服务于全球华语地区自行车

运动爱好者的综合性自行车文化传媒机构，主要运营自行车垂直门户

网站 BIKETO 自行车网，以及影视视频制作、图书策划出版、美骑易

购网络商城、商业活动策划执行等核心业务，拥有独具创意而高效成

熟的工作团队，主办过“BIKETO 车友节”“BIKETO 单车电影节”“越

骑越野 - 山地穿越骑行”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型主题活动，服务

的 客 户 包 括 TREK、GIANT、SPECIALIZED、SHIMANO、SCOTT、

PINARELLO、DAHON、GARMIN 等国际知名自行车及相关产品品牌。

美骑传媒旗下的 BIKETO 自行车网始建于 2002 年，是面向全球自行

车业界和自行车运动爱好者的自行车综合资讯门户网站，专注于提供

业界新闻、展览展会、中外赛事、产品评测、新品发布、招商信息、

骑行活动等行业信息的专业报道，擅长以高效率、高质量的方式传播

自行车前沿资讯。2012 年，BIKETO 自行车网注册会员超过 28 万，

网站全年访问量超过 7900 万次，独立访客超过 1100 万人，新增独立

访客 490 万人，被《户外 Outside》杂志评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户

外运动网站之一。

BIKETO 是专业的自行车赛事报道者，目前已出色地完成了多项顶级

赛事的报道任务，例如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环中国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职业赛事，以及黄山国际山地车节、华南

国际两轮车极限邀请赛、中国铁木真国际山地车挑战赛、中国国际极

限单车大师赛等业余比赛。BIKETO 同时为业界展会及其他活动提供

全方位的报道和宣传支持，是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亚洲国际自行

车展览会、北京高端自行车展览会、深圳国际自行车嘉年华、苏州国

际自行车展览会的官方合作媒体。



Magic Cycling Media is a comprehensive cycling media organization 

which provides information service to cyclists all over the world. 

While the cycling website BIKETO.COM being its major business, 

Magic Cycling Media also works in the fields of video shooting and 

editing, book publication, on-line bike shop, commercial event 

planning, etc. We have a passionate, efficient and creative team, 

which successfully organized events like the 1st edition of BIKETO 

Holiday, BIKETO Film Festival, “Magic Cycling Cross” MTB 

riding activities. Our partner includes internationally famous brands 

such as Trek, Giant, Specialized, Shimano, Scott, Pinarello, Dahon, 

Garmin, etc. 

As part of Magic Cycling Media, BIKETO.COM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It is a comprehensive cycling information website for 

the cycling business and cyclist. We provide information of bike 

business, exhibition, race, product review, product launch, business 

opportunity, cycling activity, etc. We always finish our work with 

efficiency and good quality. In 2012,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members of BIKETO reached 280,000, with its PV over 79 million 

and the number of unique visitors being 11 million (which increased 

by 4.9 million). BIKETO.COM is recognized by OUTSIDE magazine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ebsite for outdoor sports in China.

BIKETO is also professional in cycling race report. We have 

successfully covered many top cycling races in China, including pro 

road race such as Tour of Beijing, Tour of China, Tour of Hainan, 

Tour of Qinghai Lake, Tour of Taihu Lake; and amateur races 

such as Huangshan MTB festival, International South China Two-

wheeler Stunt Competition, Genghis Khan MTB Adventure, China 

International X-Games, etc. BIKETO also provide promotional 

service to bike shows and activities. We are official media partner 

of China International Bicycle & Motor Fair, Asia Bike Show, Beijing 

Bike Show, Shenzhen International Bicycle Festivial, and Eastern 

Bicycle Expo. 



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
第二届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在天安门敲响战鼓。卫冕冠军托尼·马丁、环法冠军安迪·施

莱克、北京奥运会冠军萨缪尔·桑切斯等大腕参与此战的角逐。最终托尼·马丁凭借出色表现成功卫冕，连续

两年在赢得世界冠军后称霸环京赛。赛事期间，BIKETO 自行车网全程跟踪报道。



www.biketo.com



Tour of Qinghai Lake

环海南岛

环青海湖

环中国

Tour of Hainan

Tour of China



环青海湖

活动策划与报道
美骑传媒拥有专业的活动策划与宣传报道团队，参与了多项职业 / 业余自行车赛事的报道

工作，并密切追踪国内外大型业界展会的情报资讯，是多家展会的官方合作媒体。同时，

美骑传媒每年均策划大型骑行文化推广活动，如“越骑越野”“BIKETO 车友节”等，好

评如潮。

左上：黄山赛，车手穿越金黄油菜地

右上：铁木真草原山地车挑战赛选手英姿

左下：越骑越野，贡嘎雪山探险骑行之旅

右下：欧洲展 DEMO DAY 新品试驾



宣传方式 活动主办方 美骑传媒 报价

网站前期报道 提供活动相关资料，包括文字、图片 对活动资料进行审核并发布 合作后免费

赛事发布会报道

需支付报道人员到发布会现场的交通、

住宿、餐饮费，并为报道人员提供便利

条件

进行图文报道，如需要制作视频另计 合作后免费

微博前期宣传 提供微博内容，文字与图片（若干） 在 BIKETO 自行车网官方微博进行发布 合作后免费

广告 banner 宣传
主办方设计好相关广告图片，建议用

gif 格式
将广告 banner 上传网站并添加官方链接 根据实际需求

制作赛事专题页面
提供相关赛事素材，如赛事介绍、图片、

视频等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素材进行整合，制作专题

页面（前期需要一定数量的报道）
5000-8000 元 / 个

赛事前期宣传视频
列出拍摄要求，协调车队的拍摄时间，

选择拍摄地点
根据主办方的要求设计拍摄方案 根据实际需求

建立媒体公共邮箱 由美骑传媒建立并上传相关活动资料共享 免费

赛事传播报道服务方案

一、赛事前期
以美骑传媒旗下的 BIKETO 自行车网为主媒介，展开赛事前期的宣传。

宣传内容：

A. 网站主站报道，包括赛事预告、各支参赛车队及成员的介绍、比赛用车介绍等赛事相关图文内容的发布。

B. 微博宣传，配合赛事的最新动态、赛事车队预测等，将赛事信息分享给广大受众。

C. 广告 banner 宣传，在 BIKETO 网站主站上广告 banner 链接到活动官网，提升赛事形象。

D. 制作赛事专题页面，整合赛事前期相关内容，关于赛事的内容集中展示于此页面中。

E. 制作活动宣传视频，以动态的形式获取更大的传播量。

F. 建立活动公共邮箱，以便合作媒体获取赛事相关信息。

特别注意事项：

1、如需要美骑传媒的工作人员到活动现场报道，如活动发

布会的报道、赛事报道、人物专访等，除报道费用外，包括

交通、住宿、餐饮等由主办方负责安排。具体报价中不含这

部分费用。相关报价不含税，如需开具发票，以 5% 的费用

额外收取。

2、对于赛事拍摄，主办方须提供必要的支持（如明确对接

人员，提供相关采访证件，提供媒体车，如有需要提供拍摄

摩托车及其它对报道、拍摄的便利条件）等。

3、赛事 DVD、赛事画册、赛事图集不独立提供。

4、免费项目在实际合作达成后提供。



二、赛事期间
根据活动赛事指南，跟踪报道每一天的赛况，将最新的赛事资讯第一时间向外界传播。

宣传内容：

A. 赛事简讯，活动的全程报道包括开幕式、每天赛程赛况的预报、赛事花絮等；（分普通赛事报道（小图）和影像志赛事

报道（大图））

B. 微博宣传，活动进行现场的即时信息传播。

C. 赛事视频制作，每天拍摄赛事记录影片（片长不超过 1 分钟）。

D. 赛事专题页面，每天更新赛事专题中的赛事图集；将每天更新的报道归类到专题页面中。

E. 车队专访，主办方专访。赛事前期先确认好专访对象，并提交专访稿子审核，赛事期间对部分车队及人物进行访问。

F. 赛事图集，将每一天的赛况精彩图片上传 BIKETO 图库（每天一个图集）。

宣传方式 活动主办方 美骑传媒 报价

每天赛事

简讯
提供活动相关流程、细节

根据活动流程进行拍摄、撰稿，提供图文报道，

当天发布赛果至网站，且归类到活动专题页面

中（文字不少于 300 字，图片宽度 600px 不

少于 3 张）

500 元 / 篇

当日赛事

报道

提供工作人员便利的报道、拍

摄条件

全面报道当日赛事（文字不少于 800 字，图片

宽度 600px 不少于 6 张）
1500 元 / 篇

预报赛程

提供所有赛程的地图与赛段，

配以文字简单介绍赛段的相关

情况

在每一天结束赛段发布赛果，接着发布第二天

赛程、赛段的介绍

300-500 元 /

篇

微博宣传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活动后精彩回顾分享 合作后免费

每日赛事

视频解说

提供媒体车，后期上传网络快

捷通道

剪辑、录音、制作当天赛事视频，上传优酷审

核通过后发布

2000-5000 元

（时长 30-60 秒）

车队、人

物专访

协调专访车队及人物的时间，

确认专访稿件
撰写专访稿件，参与访问记录与拍摄 根据实际需求

赛事专题

页面

更新添加最新的赛事报道，更新专题内的赛事

回顾图片
免费

赛事图集

每天单独一个图集发布，将每天赛程中精彩的

赛事、花絮图片上传到 BIKETO 图库、图集展

示不独立提供

500 元

（图片≤ 20 张）

媒体公共

邮箱
提前提供赛事相关流程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赛事流程，撰写活动通稿并

上传公共邮箱
免费



三、赛事后期
对赛事整体作一个全面的总结性报道，对赛事后期进一步传播，提升赛事综合

影响力。

宣传内容：

A. 影像志报道，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图配合文字报道，给予读者最直观震撼

的现场感受。

B. 微博宣传，精彩图片回顾传播。

C. 赛事图册，策划、拍摄、设计、印刷整体服务，根据整个赛事的整体流程，

从发布会、开幕、每日比赛、颁奖晚宴、花絮等精选拍摄的图片进行处理，并

配上相应的文字说明，排版印刷成精美的赛事画册；具收藏性和观赏性。

D. 整体赛事视频、赛事纪录片编辑制作，可以加入主办方、领导、车队、参赛

者、观众等的采访，令视频更生动。

E. 赛事 DVD，策划、设计，拍摄、压制、包装整体服务，制作赛事纪念

DVD，将赛事精彩瞬间永久保存。

F. 提供精选赛事图片 30-50 张。（含后期处理）

宣传方式 活动主办方 美骑传媒 报价

影像志报道
对活动进行全面性的报道，配以精彩的大图及拼图发布，

设置当天推荐和头条一个星期
4000 元 / 篇

微博宣传 后期挑选活动期间的精彩图片进一步宣传（若干） 合作后免费

赛事画册 提供赛事资料 挑选图片、配文字说明、排版印刷 根据实际需求

整体赛事纪录片 提供赛事资料
后期对赛事纪录片进行剪辑、添加特效、添加背景音乐，

制作完成上传优酷并在网站发布（添加到影像志报道中）

5000-15000 元

（时长 180-300 秒）

赛事 DVD 相关制作资讯资料

通过 DVD 形式的记录，将精选并处理过的图片、视频、

报道存贮到 DVD 光盘中（含策划、设计、拍摄、压制、

包装整体服务，100 张起做。）

50 元 / 张

赛事图片
默认提供 30-50 张原始图片（含后期处理），超过部

分另行计费



赛事报道整体推荐方案

基本赛事报道 高级赛事报道 完全赛事报道方案

网站前期报道 网站前期报道、预报赛程 网站前期报道、预报赛程

微博宣传 微博宣传 微博宣传赛事

赛事简讯 赛事简讯 赛事简讯

赛事影像志 赛事影像志 赛事影像志

赛事图集 赛事图集 赛事图集

提供赛事图片 提供赛事图片 提供赛事图片

赛事报名推广 赛事报名推广

赛事发布会报道 赛事发布会报道

每日赛事报道 每日赛事报道

赛事纪录片（整体） 赛事纪录片（整体）

可选服务： 网站硬广告宣传

赛事 DVD 赛事专题页面

广告 banner 宣传 赛事前期宣传视频

制作赛事专题页面 每日赛事视频（含解说）

赛事前期宣传视频 赛事画册

每日赛事视频解说 赛事 DVD

赛事画册 媒体公共邮箱



赛前简讯

职业赛：

印迹中国盛世行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即将启动

2012 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 前瞻预测

2012 环海南岛自行车赛即将开幕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车赛明日揭幕 第一站西宁绕圈赛

业余赛：

2013 年喜德盛国际自行车训练基地年度赛事计划

2012 年世踏自行车嘉年华 • 联赛即将开幕

德州“美利达杯”国际自行车赛明日开幕 盛大晚宴迎四方宾客

赛 事 前 瞻： 道 卡 斯（TAOKAS）& 飞 锐 (FEREI)” 杯 DOWN 

HILL 落山赛

每日赛报

职业赛：

【大图版】环中首战——团体计时赛丹麦登顶 中国车手徐刚身

披白衫

【大图版】环中第二站——美国 TT1 洲际队车手夺冠 黄衫仍

在丹麦克里塞斯蒂娜手表队

环京赛第二站：托尼 • 马丁以一敌七勇夺红衫

业余赛、其他活动：

体能与烈日干燥的抗衡——第三届丝绸之路“喜德盛”杯国际

自行车拉力赛第二站

荣辉自行车穿越热带雨林第五天：勐仑植物园的小型比赛

骑过黑马河进驻鸟岛，2012 福玛特大型骑游青海湖第三天

台湾 2012 挑战单车之旅首日 环日月潭

美骑传媒赛事报道案例
www.biketo.com



专题采访

2012 环中赛回顾——“亚洲车神”黄金宝

巴斯克电信车队车友见面会

环京揭幕战 中国卓比奥斯洲际职业队表现优异

【影像志】特别策划：环法明星车队 -Garmin-Cervelo 车

队独家专访

2012 环中赛回顾——中国车手李富玉

赛事影像志

【影像志】美景 • 赛事 第十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影像志】2012 中国铁木真国际山地车挑战赛之大草原上的

较量

【影像志】第七届中国黄山（黟县）国际山地车节

【影像志】DOWN HILL 盛宴——道卡斯（TAOKAS）& 飞

锐 (FEREI) 杯 DOWN HILL 落山赛

【影像志】大雨中的极限盛宴——2012 第七届华南国际两轮

车极限邀请赛

【影像志】BIKETO 越骑越野 - 贡嘎雪山探险骑行影像之旅

【影像志】泥泞雨水大混战 凯路仕联赛第一站高手竞逐

视频纪录片

【影像志】2012 中国绿色骑行公路自行车巡回赛宿迁总决赛

绿色骑行 全民健康——中国绿色骑行巡回赛成都站圆满完赛

【影像志】2012 中国铁木真国际山地车挑战赛之大草原上的

较量

国内自行车比赛最新报道

赛事专题报道

2012 年环海南岛自行车赛

2012 年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

2012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2012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车队在蓝天白云下前进



合作伙伴

合作协会：中国自行车协会 | 北京自行车协会  | 深圳自行车协会 | 广东自行车协会 | 江苏自行车协会

合作展会： 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 亚洲自行车展览会 |  深圳国际自行车嘉年华 | 北京（国际）高端运动自行车展览会 | 中国北方国际自

行车展览会 | 台北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 沈阳自行车展览会 | 中国东方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职业赛事合作伙伴： 环北京国际自行车赛 |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 环海南岛国际自行车赛 |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 环太湖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

业余赛事合作伙伴：黄山国际山地车节 | 华南国际两轮车极限邀请赛 | 中国铁木真国际山地车挑战赛 | 中国国际极限单车大师赛 | 丝绸之路

喜德盛杯国际自行车拉力赛 | 喜德盛国际自行车训练基地越野赛 | 世踏自行车联赛 | 凯路仕杯山地自行车联赛 | 道卡斯杯自行车公开赛 | 福

玛特车迷嘉年华 | TREK 北京自行车嘉年华 | 中国（德州）美利达杯国际自行车赛 | SHIMANO 车迷节 | 米赛尔杯车友联谊赛 | UCC 全国业

余自行车联赛 | 魔迅杯山地自行车邀请赛

合作媒体：《单车志》| 《骑行家》| 《骑迹》| 《户外 Outside》| 《骑行风尚》| Madwheel | 优酷

特别技术合作伙伴：SHIMANO | SRAM | 歌美斯 | SGS 通标检测 | 深圳骑行者 | 广州纵横 | 广州宏扬 | 广州镇洋

我们的优势

1. 专业的理解：对运动自行车有专业的认识，对自行车运动有深刻的理解。
Profound knowledge: BIKETO owns profound knowledge of cycling, with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port.

2. 高效的团队：拥有专业高效的采编团队、网络技术团队和策划推广团队。
Efficient team: BIKETO has professional and efficient staff for editing, network technology and brand promotion.

3. 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影像、视频拍摄及辅助制作设备。
Professional equipments: BIKETO possesses professional equipments for photo taking, video shooting and postproduction.  

4. 成熟的策划：拥有成熟的网络推广策划与实施经验。
Experienced planning: BIKETO is experienced in network promo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5. 专业的推广：提供自行车整车、零配件、装备的专业测评与导购推广。
All-around promotion: BIKETO provides professional reviews for bike and its gears and accessories.

6. 高效的宣传：第一时间发布宣传各类赛事、业界信息、产品资讯。
Effective promotion: BIKETO provides anytime promotion for bicycle race, industry event and product information, etc.

7. 稳定的访问：访问量稳居国内首位。
Stable visits: The PV of BIKETO is always the highest among the cycling website in China.

8. 广泛的受众：超过 28 万注册会员，是全国人气最旺自行车互动社区，拥有 11 年的车友资源积累。
Large amount of viewers: BIKETO has over 280,000 registered members, and is the hottest bicycle interact community. In 11 years of 

development BIKETO gained a huge resource of cyclists. 

9. 品牌合作伙伴：与众多知名品牌长期稳定合作，提供多种网络推广服务。
Business partnership: BIKETO has established long term and stable partnership with many famous brands in bike industry, providing them 

with all kinds of web promotion services.

10. 官方媒体合作：专业自行车展会官方合作媒体、专业自行车赛事官方合作报道媒体。
Media partnership: BIKETO has been appointed as official media partner for many bicycle expos, races and events.



注：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我们服务的客户

w
w
w
.biketo.com

美骑传媒



广州市美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biketo.com
020-85697255
Support@biketo.com版

权
所

有
 C

op
yr

ig
ht

 ©
  2

00
2-

20
13

 M
A

G
IC

 C
Y

C
LI

N
G

 M
E

D
IA

 A
ll 

R
ig

ht
s 

R
es

er
ve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