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网球公开赛
2007贵宾包厢



赛事介绍赛事介绍



赛事组织赛事组织

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1000)



2007 2007 赛事信息赛事信息

比赛地点：

北京网球中心

比赛时间：

ATP 9月10日-16日

男子单打和双打

SE WTA 9月17日-23日

女子单打和双打

参赛球员：

超过300名世界级职业球员

赛事奖金：总奖金108.5 万美金



ATP ATP 、、SE WTA & ITFSE WTA & ITF

国际男子职业网球协会国际男子职业网球协会

Association of Tennis Association of Tennis ProfessionalsProfessionals

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omen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s Tennis Association

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网球联合会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赛赛 程程

10:30外围场地

15:00决赛ATP/WTA决赛9月16日/23日周日

19:00晚场

12:30日场
ATP/WTA半决赛9月15日/22日周六

19:00晚场

12:30日场ATP/WTA四分之一
决赛9月14日/21日周五

19:00晚场

12:30日场
ATP/WTA正选赛9月10日-13日，17日-20日周一至周四

Not early thanSessionMatchDate

中央场地比赛不早于
以下时间场次赛程日期

中国网球公开赛2007赛程



20072007明星球员明星球员

4. 达维登科

5. 冈萨雷斯

6. 罗布雷多

8. 柳比西奇

13. 安西奇

18. 巴格达蒂斯



20072007明星球员明星球员

1. 海宁

3. 毛瑞斯莫

4. 库兹涅佐娃

6. 辛吉斯

13. 德门蒂耶娃



赛赛 场场

▪▪ 容纳容纳1080010800人人的中央球场，的中央球场，1414片片外围场地外围场地

▪▪ 1100011000平方米平方米的娱乐嘉年华区的娱乐嘉年华区



政府关注政府关注

▪ 吴邦国 贾庆林 李长春 罗干 刘淇 贺国强 王刚 周小川
王岐山等领导莅临中国网球公开赛



赛事目标赛事目标

▪ 2009年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网球赛事

▪ 十年内打造成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网球赛事之一



VIP包厢



座位图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座位图包厢座位图



VIPVIP包厢看球四大优势包厢看球四大优势 之一之一

Closeness– Enjoy exciting action 
of Star players, Excellent!



贵宾包厢每天提供 二十四（24）个座席

每个贵宾包厢都位于中央球场的显著位置

先到先得 空中贵宾包房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权益包厢权益



VIPVIP包厢看球四大优势包厢看球四大优势 之二之二

Stylish– Invite your friends and 
clients to watch live, Superb!



贵宾包厢客人每天获得嘉里中心

五星级自助餐饮

有权使用贵宾休息室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权益包厢权益



VIPVIP包厢看球四大优势包厢看球四大优势 之三之三

Fun—Unlimited food and drink. Cool!



获得赛事球叙邀请函

贵宾包厢享有免费的饮料和点心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权益包厢权益



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酒会

获得官方酒会的邀请，为贵宾提供

与政府官员及明星的合影机会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权益包厢权益



VIPVIP包厢看球四大优势包厢看球四大优势 之四之四

Worth– Socialize with China Open 
Stars. Value for Money!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权益包厢权益

公司名称标牌将被展示

在贵宾包厢上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座位包厢座位

距离中央球场最近的24座席包厢

距离中央球场最近的12座席包厢



停车证和礼品停车证和礼品

赛事期间客户可享受每天免费的停车位以及赛事期间客户可享受每天免费的停车位以及
贵宾包厢的款待贵宾包厢的款待

贵宾包厢客户可免费获得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贵宾包厢客户可免费获得中国网球公开赛的
官方礼品官方礼品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礼品包厢礼品



八月十八日前限量放送八月十八日前限量放送

百分之五的折扣

赠送价值人民币一万元的惊喜豪华大礼包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销售政策包厢销售政策



每天24个贵宾座席，全程336人次的贵宾招待

近距离欣赏国际明星上演的292场网球赛事

拥有温馨中网纪念品96套，价值19,200元
额外赠送价值30,000元的贵宾包厢名牌

尊贵享有一间专属的空中贵宾包房，先到先得

全程免费享用嘉里中心提供的五星级自助餐饮，价值257,280元
全程票价价值人民币1,054,080元

现在购买，更超值获得5%的优惠及10,000元惊喜大礼包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VIPVIP包厢包厢 价值评估价值评估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套餐一包厢套餐一

特别享有一间贵宾包房，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赛事期间每天二十四(24)个贵宾包厢座位

赛事期间每天二十四(24)人的贵宾自助餐饮，包括中餐及晚餐

获得六(6)张参与赛事期间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宴会邀请函

获得六(6)张中国网球公开赛球叙的邀请函

赛事期间可使用贵宾休息厅

赛事期间贵宾包厢提供免费的饮料和点心

赛事期间贵宾包厢上印刷公司名牌

获得六(6)张中网包厢工作证件

获得每天六(6)个免费的停车位

获得九十六(96)套贵宾礼品

获得两百(200)本中网赛事纪念册

1（包厢）*24座位，全程观看2007年9月10日至9月23日的精彩赛事。

套餐价格：人民币600,000元。同时享有以下权益：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套餐二包厢套餐二

赛事期间每天十二(12)个贵宾包厢座位

赛事期间每天十二(12)人的贵宾自助餐饮，包括中餐及晚餐

获得三(3)张参与赛事期间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宴会邀请函

获得二(2)张中国网球公开赛球叙的邀请函

赛事期间可使用贵宾休息厅

赛事期间贵宾包厢提供免费的饮料和点心

赛事期间贵宾包厢上印刷公司名牌

获得四(4)张中网包厢工作证件

获得每天四(4)个免费的停车位

获得三十六(36)套贵宾礼品

获得一百(100)本中网赛事纪念册

1（包厢）*12座位，全程观看2007年9月10日至9月23日的精彩赛事。

套餐价格：人民币360,000元。同时享有以下权益：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套餐三包厢套餐三

赛事期间每周五、周六和周日拥有每天二十四（24）个贵宾包厢座位

赛事期间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享有每天二十四（24）人的贵宾自助餐饮，

包括中餐及晚餐

获得六（6）张参与赛事期间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宴会邀请函

赛事期间可使用贵宾休息厅

赛事期间贵宾包厢提供免费的饮料和点心

获得六（6）张中网包厢工作证件

获得每天六（6）个免费的停车位安

获得九十六(96)套贵宾礼品

获得二百(200)本中网赛事纪念册

1（包厢）*24座位，可观看2007年9月10日至9月23日期间所有ATP和

SE WTA的１／４决赛、半决赛以及决赛的精彩赛事。

套餐价格：人民币500,000元。同时享有以下权益 ：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套餐四包厢套餐四

赛事期间每周五、周六和周日拥有每天十二（12）个贵宾包厢座位。

赛事期间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享有每天十二（12）人的贵宾自助餐饮，

包括中餐及晚餐

获得四（4）张参与赛事期间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宴会邀请函

赛事期间可使用贵宾休息厅

赛事期间贵宾包厢提供免费的饮料和点心

获得二（2）张中网包厢工作证件

获得每天二（2）个免费的停车位

获得三十六（36）套贵宾礼品

获得五十(50)本中网赛事纪念册

1（包厢）*12座位，可观看2007年9月10日至9月23日期间所有ATP和

SE WTA的１／４决赛、半决赛以及决赛的精彩赛事。

套餐价格：人民币338,000元。同时享有以下权益：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套餐五包厢套餐五

赛事期间拥有任一周每天十二（12）个贵宾包厢座位

赛事期间享有任一周每天十二（12）人的贵宾自助餐饮，包括中餐及晚餐

获得二（2）张参与赛事期间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宴会邀请函

赛事期间可使用贵宾休息厅

赛事期间贵宾包厢提供免费的饮料和点心

获得二（2）张中网包厢工作证件

获得每天二（2）个免费的停车位

获得三十六(36)套贵宾礼品

获得五十(50)本中网赛事纪念册

1（包厢）*12座位，可观看2007年9月10日至9月23日期间所有ATP

或者是SE WTA的精彩赛事。

套餐价格：人民币198,000元同时享有以下权益：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套餐六包厢套餐六

赛事期间拥有任一周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每天十二（12）个贵宾包厢座位

赛事期间享有任一周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每天十二（12）人的贵宾自助餐饮，

包括中餐及晚餐。

获得二（2）张参与赛事期间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宴会邀请函

赛事期间可使用贵宾休息厅

赛事期间贵宾包厢提供免费的饮料和点心

获得二（2）张中网包厢工作证件

获得每天二（2）个免费的停车位

获得三十六(36) 套贵宾礼品

获得五十(50)本中网赛事纪念册

1（包厢）*12座位，可观看2007年9月10日至9月23日期间所有ATP

或者是SE WTA的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精彩赛事。

套餐价格：人民币180,000元同时享有以下权益：



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VIPVIP包厢套餐包厢套餐

￥180,000.00123ATP/SE WTA1/4,半决赛,决赛套餐六

￥198,000.00127ATP/SE WTA任一周套餐五

￥338,000.00126ATP&SE WTA1/4,半决赛,决赛套餐四

￥500,000.00246ATP&SE WTA1/4,半决赛,决赛套餐三

￥360,000.0012149月10-23日全程套餐二

√￥600,000.0024149月10-23日全程套餐一

备注金额座位数天数观赛日期项目



+86(10)-58208725
+86(10)-58208715

VIP包厢热线



谢谢！谢谢！

相约相约20072007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

相约奥运北京相约奥运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