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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共十九大报告》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马拉松在中国的发展，有非常坚定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马拉松在中国的蓬勃发展，验证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赛事播出时长为150分钟，播出时间为比赛日上

午7:30-10:00。同时节目制作全面升级，将日照国际

马拉松打造成为集马拉松直播、城市记忆、跑者故事、

健康服务等多元化内容为一体直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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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日照国际马拉松圆满落幕。

从2016日照10公里公路沙滩马拉松到2017日

照国际马拉松，通过2年的时间，搭建了赛事的

基础平台，也收获了中国马拉松银牌赛事和最

美赛道殊荣。2017日照国际马拉松获得全国乃

至世界马拉松爱好者的一致好评，也受到了日

照市民的热切关注。日照国际马拉松作为中国

马拉松新起之秀，迎来了2018崭新的跑马年。

日照背山靠海，日照国际马拉松因此拥有海滨

马拉松赛事的特殊魅力。

       竞赛、安保、交通、医疗、卫生、执行……一场

赛事的热烈光鲜将呈现于直播的镜头前，老百姓的

喜悦中，城市的荣耀里；一切美满平顺的背后，有

这座城市核心力量的全情参与、谨慎严苛。日照国

际马拉松的第二年，愿携手各方力量，追求成长与

创新，致力于锻造更高水准的赛事品牌。

赛事背景



2018日照国际马拉松介绍

赛事名称：2018日照国际马拉松

举办日期：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

赛事规模：12000人

项目设置：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6.6公里）

主办单位：中国田径协会、山东省体育局、日照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山东省田径运动协会、日照市体育局、上海方由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全程招商：日照报业集团

赛事信息



赛事路线

路线途经日照地标性建筑、滨海大道及多处风景名
胜，可充分反映日照的风情风貌及文化底蕴。

起       点：日照市人民政府广场

全程终点：日照市万平口海滨风景区

半程终点：日照市万平口海滨风景区

迷你终点：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内

山海画卷·蓝天碧海·最美赛道

2018日照国际马拉松介绍



赛事传播矩阵

2018日照国际马拉松介绍

电视台 门户网站

视频网站 官方媒体+自媒体

由点到面，全方位立体式覆盖，扩大赛事影响力，
配 合 企 业 宣 传 和 互 动 营 销 , 使 企 业 接 触 目 标 市 场

双重直播，使人群覆盖范围从地
方扩大到全国 新闻报道，增强赛事受关注度

视频传播，扩大赛事曝光 方由体育其他赛事官方平台协同传播
主流日照全程直播

报媒

公共资源

公共交通、机场、火车站等播放赛事信息，
扩大宣传渠道

平面报媒新闻报道，扩大受众群



这是一个从日照走向全国的机会

2018日照国际马拉松介绍

            全程直播、跨频道宣传片

＝＋ ＋
全国现象级事件

打造标杆级品牌

豪华的转播阵容，让您在现场所有权益能获得更好的露出与体现， 山东电视台、

地方电视台、网站及客户端全程视频直播让您的品牌从日照出发覆盖全国

              
                 全程直播、跨频道宣传片

              
             主流日照客户端全程直播



横跨伍月，精彩纷呈

传播目标

传播策略

加大赛事覆盖率和知晓率

线上传播为主 线上引导与线下合作

扩大赛事报名增量 提高参赛选手满意度

线上线下结合传播

传播效果最大化

媒体+电视+公关

舆情检测，传播评估

自媒体传播为主

赛前3个月 赛前2个月 赛前1个月
比赛
当天

• 第二阶段报名

• 官方兔子招募

• 志愿者招募

官方训练营

赛前一周

• 马拉松博览会
• 运动员见面会

马拉松正赛
赛前4
个月

• 在线报名

赛前3
个月

赛前5
个月

赛前传播

赛
后

赛后传播

跑者、赞助商间的互动活动合作伙伴线下渠道报名

企业方阵展示
赛后恢复跑

• 第三阶段赛前爆
发期

合作伙伴组织官方训练营合作伙伴线上活动展示

2018日照国际马拉松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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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中国田协“银牌赛事”

赛事亮点

u 2017日照国际马拉松荣获中国田径协会举办的“中国马

拉松年度盛典”——“银牌赛事”称誉，在2017年的众

多赛事中脱颖而出。

u 2017年日照国际马拉松作为2016年10公里沙滩马拉松

的升级赛事，首次设全马、半马等项目，共设置12000

个参赛名额，仅用35天时间全部报满。

u 赛事组织受到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水

涛、中国田径协会技术官员等褒奖。



荣获“最美赛道”称号

u 2017日照国际马拉松荣获中国田径协会举办的“中国马

拉松年度盛典”——“最美赛道”称誉。

u 比赛路线设置巧妙，将日照的城市风貌展现的淋漓尽致、

实现了山海林联动，打造了一张城市名片。全面展示了

日照蓝天碧海金沙滩、林海相依的优美风光和水运之都

的独特魅力，被认为是当今世界马拉松赛最美赛道之一。

u 赛事受到全国马拉松爱好者的热情关注，积极踊跃报名

参赛，得到了广大跑友的一致好评。

赛事亮点



政府重点打造的品牌赛事

日照国际马拉松作为日照市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关

注度最广、口碑最佳的马拉松赛事，以其规范的媒体

传播、高额的完赛奖金、多元化的项目设置、成熟的

办赛经验稳居日照最热路跑圈的“头把交椅”。

赛事亮点



服务最好赛事之一

u 日照国际马拉松致力于打造“小而精”、“小而美”赛事

口碑，夯实整体赛事规划，打造精致赛事。

u 2017日照国际马拉松推出“现场试衣选码”、“赛道喷淋

降温”、“赛后放松按摩”、首次推出参赛选手号码布

“生日号”、“生日卡”、国内首个马拉松赛事发放“完

赛帽”、提供终点“免费淋浴”等服务。

u 2017日照国际马拉松获得日照市民、圈内大咖及各大跑友

一众好评，并被称为“山东省赛事服务最好赛事之一”。

赛事亮点



打造城市名片

将城市精英提纯是马拉松赛事的基本属性

u日照国际马拉松具备传统马拉松的营销属性，

是日照市顶级热点事件，可以在一段周期内让企

业品牌占领日照市。

u辐射全国，近万外地选手参赛，全国媒体完成

了对全国三亿人造成覆盖影响，成为全国运动人

群稳定现象级事件。

赛事亮点



让品牌成为热点事件中的核心话题

• 马拉松是城市最大规模的年度群众性体

育活动；

• 日照国际马拉松的品牌与文化，保证了

赛事热度，也保证了品牌传播。

      与日马合作，与年度最热马
拉松赛事绑定传播，成为热点事
件中的核心话题!

赛事亮点



2017日马备受赞助商青睐

      2017日照国际马拉松作为

日马开官元年赛，备受赞助商

的青睐，共有20余家企业参与

了本届马拉松的赞助，组委会

也配备了专业的团队保障了赞

助商的权益最大化。

赛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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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亮点

5级赞助商回报体系

权益层级 数量 6大基础回报

赛事冠名商 1席 125项 品牌授权6项，现场广告72项，媒体广告20项，
互动营销9项，官方礼遇8项，公关传播10项

顶级合作伙伴 3席 91项 品牌授权5项，现场广告54项，媒体广告16项，
互动营销5项，官方礼遇5项，公关传播6项

高级合作伙伴 5席 80项 品牌授权5项，现场广告48项，媒体广告13项，
互动营销4项，官方礼遇4项，公关传播6项

官方赞助商 8席 66项 品牌授权5项，现场广告40项，媒体广告10项，
互动营销3项，官方礼遇4项，公关传播4项　

官方供应商 10席 56项 品牌授权5项，现场广告35项，媒体广告8项，
互动营销2项，官方礼遇3项，公关传播3项



六大基础回报

 助力品牌无盲区传播

现场广告品牌授权

媒体广告 互动营销 公关传播

官方礼遇

1 2 3

4 65

营销亮点



品牌授权

称谓使用权

联合标识 影像使用权 行业排他权 企业展示权

企业品牌与赛事IP的结合，通过专属权利扩大企业形象传播



官方礼遇

赛事开幕式 颁奖仪式 新闻发布会 赞助商证书

提供不同级别赞助商官方活动的参与机会。

赞助商与政府官员见面，共同出席官方活动，树立品牌形象。



现场广告

大型物料广告位分布于起终点人流密集地、电视转播的焦点区，通过集群广告呈现

主舞台背板 起终点拱门 起终点地贴 企业宣传展板

集结区入口 起跑带 企业方阵展示 起终点采访墙



现场广告

大型物料广告位分布于起终点人流密集地、电视转播的焦点区，通过集群广告呈现

企业展示区 企业形象A字板 企业形象刀旗 颁奖台背景板

比赛线路图 冲刺带 赛事奖牌 公里牌、指示牌



现场广告

小型物料、行业专属特殊广告位分布于赛场各地，数量多、人群关注度大

官方手册 参赛号码布 车辆证件 人员证件

成绩证书 志愿者证书 存衣包 功能站点



电视广告

电视媒体 赛事官方媒体 媒体报道 企业信息链接

电视转播画面覆盖全国, 官方网站及户外推广媒体的使用延长曝光期
官方平台和新媒体的报道是扩大和延长宣传期的资源 

 



互动营销

通过微博、微信运用参赛及报名人群数据库，加强直接营销

公众账号信息推送
赛事信息发送，
企业信息文字链接

微博营销 微信营销



互动营销（单独购买）

待跑区领操台

在起跑点的待跑区队伍边缘，

每隔500m将会设置一个领操台，

全场不少于3个。

官方训练营

通常于赛前1个月左右开营，

举办2-4次；

企业可通过销售终端招募跑步

爱好者参与训练。

存包车专属广告位

赛事当天参赛选手存包车专

属广告位。

赛事照片水印
赛事邀请官方摄影团队进行

拍摄照片，通过官方网站上

传带水印赛事照片，不少于

500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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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回报权益

级别赞助商回报体系

权益层级 数量 6大基础回报 价格

赛事冠名商 1席 125项
品牌授权6项，现场广告72项，媒体广告20项，
互动营销9项，官方礼遇8项，公关传播10项

顶级合作伙伴 3席 91项
品牌授权5项，现场广告54项，媒体广告16项，
互动营销5项，官方礼遇5项，公关传播6项

高级合作伙伴 5席 80项
品牌授权5项，现场广告48项，媒体广告13项，
互动营销4项，官方礼遇4项，公关传播6项

官方赞助商 8席 66项
品牌授权5项，现场广告40项，媒体广告10项，
互动营销3项，官方礼遇4项，公关传播4项　

官方供应商 10席 56项
品牌授权5项，现场广告35项，媒体广告8项，
互动营销2项，官方礼遇3项，公关传播3项



赞助商基本原则

赞助商基本原则

1、高级别赞助商优先原则

冠名商、合作伙伴、赞助商享有要求获得某个唯一指

定产品/服务的权利。若不同级别的赞助商要求获得

同一类型的唯一指定产品/服务的权利，则高级别的

赞助商享有优先权。

2、低级别赞助商升级原则

在高级别赞助商席位有空缺的情况下，低级别赞助商

可通过提高或追加赞助费用，升级成为高级别赞助商，

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回报。

3、赞助回报等值原则

赞助费用和赞助回报成正比。如不同赞助商提供的赞

助费用相同，则赞助回报价值相同；如赞助商要求增

加某一项资源的回报，则需减少另一同等价值的资源

回报。

4、唯一指定赞助商排他原则

唯一指定赞助商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如某一产品/

服务企业，已同组委会签订唯一指定产品/服务赞助

合同，则组委会不再向该领域内其它产品/服务企业

签订唯一指定产品/服务赞助合同，也不再向该领域

内其它产品/服务企业购买或要求提供同类产品/服务。

5、赞助商信誉至上原则

为维护日照国际马拉松的品牌形象和其他赞助商的利

益，组委会要求赞助企业及其产品必须具有高尚品质

和良好形象，在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如赞助企业及

其产品严重损害日照国际马拉松的品牌形象和其他赞

助商的利益，组委会有权解除赞助合同，并追索相应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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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由体育赛事运营机构介绍

Fun Union 创建于2016年6月。

是一家发展迅速、朝气蓬勃的的体育赛事投资运营公司，在不足半年的时间

内已拿到日照国际马拉松、唐山国际马拉松的10年独家运营权，并于2018

年拿下启东半程马拉松、临沂国际马拉松的独家运营权。公司致力于体育这

一最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与各级地方政府、全球知名企业、国际大型赛

事运营机构强强联手打造中国本土的优秀体育赛事。

公司简介



公司大事记

方由体育赛事运营机构介绍



致力于开发与打造精品城

市马拉松及自有IP的路跑

赛事。

整合优质场馆资源，建立

管理标准，打造智能化体

育健身、体育娱乐与服务

平台。

通过健康管理、体育培训，

进一步贴近服务运动人群。

关注体育产业、体育文化

发展并进行投资管理。

賽事运营 场馆运营 赛事服务 体育投资

方由专注

方由体育赛事运营机构介绍





日照国际马拉松

崭新的一年

我们期待给予全世界跑者一个惊艳

2018年

我们期待有所创新和突破

在新的起点，传递马拉松的使命

融聚跑者  方由始终

招商电话：0633-801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