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价格 2019

www.igafencu.com



广告必须使用PDF/X-1a格式递交，说明如下：

PDF/X-1a文件 : 必须用PostScript文件制作，
每个PDF文件只可以内含一个广告。

字体与图片  :  所有字体和高分辨率图片
（300DPI）必须嵌入，所有颜色均需使用
CMYK印刷颜色。

迭边 : 必须包括在所送交文件中。

文件核对 : 所送交PDF文件需预先核查无误，包
括PDF/X-1a兼容文件。

彩色样张 : 用于开印时核对颜色，样张必需直
接来自准备递交的PDF/X-1a文件，经高质量打
样机印制。一般彩色激光或喷墨打印的质量是

高端生活方式杂志《高峰傲》于2007年创刊，是香港及亚洲富裕及成

功人士所必看的时尚潮流期刊。《高峰傲》旨在为卓尔不凡的读者们

提供一切与时尚、奢侈和品质相关的最新信息，让他们不仅仅能够在

琳琅满目的众多佳品中择优而用，并且可以在同业精英中彰显自己的

极佳品味。

《高峰傲》的读者们由亚洲最受尊敬的企业家，名流以及高端消费群体

组成，他们关注时尚和品味，从衣着、配饰到护肤；他们的生活让众

人望尘莫及：无论是奢华名表、豪华座驾，或者是终极家庭娱乐设施

等，还是稀有佳酿、超级游艇和顶级私人飞机，都在他们的需求范

围内。他们还对家居设计和装饰有着非凡的品味。

《高峰傲》的读者们还是忠实的旅行爱好者，他们游遍全世界，却仅仅

会停留在那些最独特的目的地中，在这些目的地上坐落着世界上最奢

华的酒店。他们是企业家、地产大亨和商业精英，也是中国最富裕的

群体。《高峰傲》是奢华领域的风向标，每期为读者提供来自

知名品牌，旅行目的地和艺术设计的奢华经典。

素材要求

不符合标准的，出版方对最终印刷中出现的颜
色区别不负责任。

颜色差异 : 出版方对因由RGB转化为CMYK格
式时所出现的颜色差异不负责任。

广告尺寸 : 请参考背页的广告尺寸。出版人有
权因制作需要在版面每边裁切走6mm。

版芯 : 所有需要显示的内容物必需距离裁切边
缘12mm或出血边缘15mm。

跨页的书脊安全位 :  需要做7mm重叠位。

裁切线 :  距成品外3mm。



认可广告代理佣金 : 总额的15%。

指定版位 : 取决于指定版位的可行性，并需加收
25％的附加费。

非标准广告  :  本价目表所指价格为基本四色 
(CMYK) 印刷价格。如需插页、专色、金粉油墨印
刷、折页等非标准广告，可直接与销售总监联系。

广告预定日期 : 当期杂志出版日期前5周。

  1 time 6 times 12 times
  x x x

全页     68,063  64,658  57,854

跨页     129,318  122,852  109,920

半页      51,047  48,494 43,390

封二跨页    176,963  170,203  150,417

封三      85,077 80,823  72,314

封底     98,690  93,755  83,886

广告截止日期 : 当期杂志出版前一个月的1号送抵本刊
制作部。

付款方式 : 于收到发票后，以人民币或金额等值的其
他外币缴付有关的广告费用。

逾期未付费用 : 应付费用需于发票开出日期15天
内缴清，逾期本公司将按累积欠额每月加收2%的
滞纳金。

广告价格 (港元计算) 

广告尺寸

出血尺寸
216mm (W) x 281mm (H)

成品尺寸 
210mm (W) x 275mm (H)

版芯尺寸 
186mm (W) x  251mm (H)

Live Area 版芯

Trim 成品

Bleed 出血 

全页

出血尺寸 
426mm (W) x 281mm (H)

成品尺寸 
420mm (W) x 275mm (H)

版芯尺寸 
186mm (W) x  251mm (H)

Live Area 版芯 Live Area 版芯

Trim 成品

Bleed 出血

跨页 竖半页

Live Area 版芯

Trim 成品

Bleed 出血

横半页

Live Area 版芯

Trim 成品

Bleed 出血

出血尺寸 
111mm (W) x 281mm (H)

成品尺寸 
105mm (W) x 275mm (H)

版芯尺寸  
81mm (W) x 251mm (H)

出血尺寸 
216mm (W) x 143mm (H)

成品尺寸 
210mm (W) x 137mm (H)

版芯尺寸 
186mm (W) x 113mm (H)

* 数字版：按以上价格五折计算

英文版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6号奥加国际12层11203室

邮编 : 100027
电话 : (010) 8719 4062
传真 : (010) 6415 9891
电邮 : readme@itotalmedia.com

上海 
上海定西路1235弄16号高峰雅舍

邮编 : 200050
电话 : (021) 6252 6888 / 5239 7171
传真 : (021) 6211 1668
电邮 : readme@itotalmedia.com

香港 
香港干诺道西188号香港商业中心1801室
电话 : (00852) 3583 3176
传真 : (00852) 8169 0090
电邮 : readme@itotalmedia.com

1.  广告订单应使用上海逸嘉广告有限公司所发放的广告
合同填写，并签字和盖章碓认。广告代理商如选用自
备的广告投放订单，订单接收人应列明：上海逸嘉广
告有限公司。

2.  出版商有权对任何广告做出编辑、改动以及拒收的
决定。

3.  如因任何原因出版商未能为客户刊登广告或未能按指定
日期为客户刊登广告，出版商无须承担因此对广告客户
造成的损失，出版商也无须承担已刊出的广告因出现任
何错失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4.  广告客户及/或广告代理商保证有权刊登其广告所有的
内容，并符合有关国家法规。如刊出后引起任何纠纷或
法律诉讼，包括诽谤、侵权、盗版、剽窃以及侵犯版权
等，广告客户及/或广告代理商必须承担因此而造成的
一切法律责任，包括出版商的经济损失。

5.  频率折扣优惠有效期为一年，从有关合同约定的首次广
告投放日期起计算，广告客户如未能在频率折扣优惠有
效期内完成广告合同中约定的全部广告投放次数，广告
客户必须按本广告价格单中所列的原价格支付所有已刊
出的广告费用。

6.  如广告客户未能在截稿期限前将新一期广告制作成品
交予出版商，出版商有权重覆刊登广告客户前一期的
广告或以出版商自我宣传广告代替，广告客户同样须
全额付款。

7.  广告刊登日期一经约定后，如欲取消，广告客户必须在
杂志出版日期前45天，从刊号所属月的1号起计算，以
书面形式通知出版商（例如，若要取消10月刊广告，客
户必须在8月15日以前向出版商发出书面通知）。如广
告客户未能按上述时间发出通知，出版商有权要求广告
客户按照合同约定全额支付广告费用。

8.  如广告客户或广告代理商取消或减少广告合同中约定的
任何部份或广告投放次数，有关广告合同中所附带的折
扣优惠和指定的广告位置都将不再有效，而广告客户或
广告代理商则必须按本广告价格单中所列明的原价格支
付所有已刊出的广告以及余下还未刊出的部份。

广告刊登规则

9.  广告合同如果附带有任何在富讯有限公司所营运的网站
或其它合作媒体刊登厂告，该广告同样必须尊守本广告
价格单及规则内所有适用的约定，包括其中的条文、法
律责任及费率等。

10.  本广告价格单的频率优惠价格是为其相对应的固定广告
尺寸而设，如有由不同尺寸广告混合组成的广告订单，
也可获适当的频率优惠，但不能将其中不同广告尺寸合
并去对应本广告价格单所列的任何固定广告尺寸，来获
取其相对的频率优惠价格。

11.  广告客户及/或广告代理商所提供的广告稿件中如有任
何错误或文字遗漏（包括数字错误），或其在广告截
稿后因改动而导致的一切错误，出版商一概不承担任
何责任。

12.  出版商有权对任何可能被误导为新闻或专题栏目的广告
内容冠以“广告”或“商稿” 或任何出版商认为适当
的标题。

13.  所有广告费用必须在杂志出版后10天内向出版商缴清。
如客户未能按前述时间支付广告费用，出版商有权取
消、拒绝或终止刊登有关广告合同中所约定的，但还未
刊出的广告。

14.  如对刊出的广告有任何不满或索尝，广告客户必需在杂
志出版后15天内以书面提出申诉，并用挂号信或快递方
式交予出版商。

15.  若牵涉任何口头承诺，包括指定广告位置、费率折扣、
赔偿或重登等，必须有出版商书面碓认方才有效。

16.  所有本广告价格单及规则以外的约定，包括协议、条
件、价格、折扣或规章等，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约定，
否则无效。

17.  广告合同中如出现任何与本广告价格单及规则违背的价
格或约定，将被视作为笔误，出版商将按当前的广告价
格单上的价格向广告客户收取广告费用。

18.  任何舆本广告价格单及规则不相附的约定或协议，除非
有出版商书面确认，否则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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