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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ASIAFRUIT亚洲水果是 fruitnet media international 集团旗下唯一服务中国及亚洲地区的中文新鲜
果蔬资讯与营销平台。fruitnet 是全球果蔬产业领航传媒营销集团，旗下还运营有《eurofruit 欧洲水
果》（1973年创刊的欧洲果蔬刊物），《asiafruit 亚洲水果》（1995年创刊，服务亚太地区果蔬产业），fresh 
produce journal（1895年创刊的英国果蔬市场杂志），produce plus （2012年创刊，面向澳大利亚及新
西兰果蔬业）、fruchthandel（历史悠久的德语果蔬杂志）等姐妹刊物与平台。fruitnet 同时也是柏林国
际果蔬展览会、亚洲国际果蔬展览会等全球领航果蔬贸易展的独家媒体合作伙伴和/或协办单位，同时在
世界各地主年度性果蔬会议活动。



全球发行及覆盖市场
亚洲水果：（中文）每期阅读者平均超过4000名，服务大中华地区市场 

eurofruit：（英文）每期阅读者平均超过8000名，服务欧洲、南北美及中东地区市场 

asiafruit：（英文）每期阅读者平均超过6000名，服务亚太地区市场

produce plus：（英文）每期阅读者平均超过4000名，服务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市场

fresh produce journal：（英文）每期阅读者平均超过15000名，服务英国市场

fruchthandel：（德文）服务德国及周边德语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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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FRUIT 亚洲水果是亚洲果蔬生鲜供应链各环节企业领袖的首选资讯源和营销平台。从果园到超市，
我们的读者遍及产业链每个环节，包括种植商、包装商、进出口商、零售商、主要批发市场、农业农村厅和海
外领馆代表处。我们的高品质资讯、专家观点与市场洞察帮助果业决策者抢占商机，维持竞争力。

期刊杂志
《亚洲水果》中文刊是为华语地区果蔬业人士打造的商业资料，

提供新鲜果蔬业务的最新资讯和观点。与此同时，它始终贯彻亚

洲水果所属 fruitnet 集团标志性的国际级编辑质量和设计风格。

《亚洲水果》每年五期，向所有订阅者、数百名中国重要水果企

业决策者以及中国各地主要批发市场发放，也在海内外主要果蔬

展会和会议活动上分发。

每期读者平均超过4000名。

纸质刊之外，《亚洲水果》中文移动应用 app 让您更便于阅读每

期内容，也一网打尽最新行业信息，专家观点、市场分析，以及精

彩的视频和音频内容。该移动应用 app 已上市，可以在苹果或安

卓手机应用商店中下载，也可使用电脑等设备通过浏览器浏览。

更多信息，请访问 asiafruitchina.net

网站 
Asiafruitchina.net 每日更新，为中国

果业人士带来新鲜果蔬业内最重要的

资讯及报道。除了涵盖中国主要市场

发展情况外，网站的高质量报道还包

括来自集团全球团队的国际果蔬业动

态、专家评论和分析，也是您了解亚洲

水果全球会议活动和咨询广告业务的

主要门户。

每月1万以上独立访客。

asiafruitchina.net

微博 
亚洲水果于2019年下半年正式上线官

方微博，为终年奔忙的果业人士提供

短小精炼的全球果蔬行业快讯及最新

果蔬营销创意图文。

电邮日报 
亚洲水果每日直接向读者电子信箱发送

当天最重要的全球果蔬业资讯。亚洲水

果电邮日报同时也发表专题报道和评论

文章，让读者深入了解关键行业问题。

超过4800名订阅者。

fruitnet.com/asiafruitnews 

微信订阅号 
亚洲水果微信公众号每日向数万名行业

人士发送果蔬资讯。从2015年首次发布

起，亚洲水果微信平台已成为果业人士

不可或缺的信息源，更成功帮助多家中

国公司与国际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亚洲

水果微信服务是与中国行业领导者交流

的最佳工具。

目前有超过30000名订阅者。

资讯服务

亚洲水果官方微博
yazhoushui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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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
第32期

活动发放点
澳洲 Hort Connections
全球番茄大会

广告预定截止日
2023年4月27日

广告设计截止日
2023年5月5日

内容
柑橘、猕猴桃、南非柠
檬、国产水果

2023年10月
第34期

活动发放点
全球浆果大会

广告预定截止日
2023年9月25日

广告设计截止日
2023年10月2日

内容
生鲜零售、苹果和梨、牛
油果、香蕉、国产猕猴桃

2023年7月/8月
第33期

活动发放点
亚洲国际果蔬展览会
亚洲水果国际果蔬大会

广告预定截止日
2023年7月17日

广告设计截止日
2023年7月28日

内容
亚洲国际果蔬展与亚洲
水果国际果蔬大会前瞻、
牛油果、葡萄、科技、分
选包装

2023年12月
第35期

活动发放点
柏林国际果蔬展览会

广告预定截止日
2023年12月4日

广告设计截止日
2023年12月15日

内容
节庆市场、 樱桃、 智利、
澳大利亚、草莓、核果、
国产柑橘

出版计划
2023年3月 
第31期

活动发放点
世界牛油果大会 
全球鲜食葡萄大会

广告预定截止日
2023年2月20日 

广告设计截止日
2023年2月28日 

内容
全球创新、新西兰水果、苹
果和梨、葡萄、国产樱桃

 覆盖全国
《亚洲水果》读者遍及全国主要果蔬集散地和零售市场，不仅向订阅该资讯服务的数百名中国水果企业公司决策者发放，也投放于全国主要精品/进口果蔬批发

市场，以及亚洲乃至全球的主要果蔬业展览会和会议活动现场，是您推广品牌与产品的最优质营销平台。

印刷刊物读者数据

线上读者数据

《亚洲水果》
每日电邮

4,800+4,000
《亚洲水果》杂志

月均发行量

读者数据

*线上数据基于2022年数字。统计基于AWS和Google Analytics。

每月独立访客

75,000+ *
月访问量

103,000+ *
fruitnet.com

月访问量
18,000+ *

asiafruitchina.net北京+河北

11%
山东

4%
上海+浙江+苏州

29%
广东

21%
香港

2%

四川+重庆

13%
云南+贵州+广西

8%

河南+山西

8%
大洋洲

北美

拉丁美洲

1%

1%

1%

欧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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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性资讯
*所有 Fruitnet 出版的特刊都将线上线下同步发行，并在全球主要行业活动上分发，包括柏林国际果蔬展（Fruit Logistica）、亚洲国际果蔬展（Asia Fruit 
Logistica）、意大利国际果蔬展（Macfrut）、马德里国际果蔬展（Fruit Attraction）、全球果蔬花卉展（The Global Produce & Floral Show）、 法国国际果蔬
展（Medfel）、荷兰阿姆斯特丹花卉园艺展览会（GreenTech）以及所有 Fruitnet Media International 主办的活动，覆盖全球数万企业用户。

Fruitnet 专题特刊*:

《新鲜聚焦：热带水果》
《新鲜聚焦：热带水果》将汇集这一令人兴
奋且独具创新的新鲜果蔬板块中的独家采访
和故事。 

出版时间: 2023年9月

《新鲜聚焦：樱桃》
全球樱桃产业的未来前景会是怎样？又有哪些新
的市场机遇？关注《新鲜聚焦：樱桃》专刊。

出版时间: 2023年11月

《新鲜聚焦：苹果和梨》
苹果和梨无疑是行业最为重要的水果品项之
一。为迎接欧洲苹果和梨产季的到来，我们
将在本期刊中对该品类市场的最新动态和趋
势进行报道。
出版时间: 2023年7/8月 
额外发行：Prognosfruit

《新鲜聚焦：浆果》
《新鲜聚焦：浆果》将在新一年继续为您呈
现全球浆果产业的独家企业故事和市场资讯。

出版时间: 2023年11/12月

《新鲜聚焦：柑橘》
新的品种为柑橘品项带来变革。我们将在本刊中
对新鲜柑橘领域的最重要发展进行报道。

出版时间: 2023年1月 
额外发行：全球柑橘大会

《新鲜聚焦：葡萄》
《新鲜聚焦：葡萄》将为希望大力发展鲜食葡萄
业务的公司提供独家信息、视角和灵感。

出版时间: 2023年3月 
额外发行：全球鲜食葡萄大会（线上活动）

《新鲜聚焦：牛油果》
本期特刊聚焦牛油果这一新鲜果蔬领域毫无疑
问的明星产品，汇集有关全球牛油果贸易的所
有最新资讯和分析。

出版时间: 2023年4月
额外发行：世界牛油果大会

《新鲜聚焦：包装与科技》
以分拣包装等方面的科技创新为主题，带来
全球果蔬业最值得关注的前沿科技和颠覆性
创意。 

出版时间: 2023年6月 
额外发行：GreenTech, Interpack

《新鲜聚焦：番茄》
随着亚洲等市场加大番茄消费，越来越多的高
价值品种开始涌现。本刊来了解番茄行业中最
值得关注的产品和最具创新性的公司。

出版时间: 2023年5月
额外发行：全球番茄大会

《新鲜聚焦：北美》
北美进口新鲜果蔬市场依然占据重大市场份额。
本期刊将关注针对这个市场的主要供应商。
 
出版时间: 2023年10月
额外发行：全球农产品花卉展 Global Produce & 
Floral Show

THE ANNUAL PUBLICATION FROM FRUITNET MEDIA INTERNATIONAL

3 T R O P I C A L

This year’s chalanges
Better consumer promotion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flavour
profiles could be the key to boosting demand

 T R O P I C A L

THE ANNUAL PUBLICATION FROM FRUITNET MEDIA INTERNATIONAL

3 A P P L E  & P E A R

What’s apple-ing
Better consumer promotion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flavour
profiles could be the key to boosting demand

THE ANNUAL PUBLICATION FROM FRUITNET MEDIA INTERNATIONAL

3 N O R T H  A M E R I C A

New markets
Better consumer promotion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flavour
profiles could be the key to boosting demand

G R A P E

T O M AT O 1

B E R R Y 1

 N O R T H  A M E R I C A

 A P P L E  & P E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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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水果》印刷版和电子版广告刊例

最佳位置
封底

$ 4,010
封二

$ 3,860
封三

$ 3,040
前十页

$ 3,500

折扣优惠
两个及以上广告                      5%

四个及以上广告                    10%

六个及以上广告                    15%

八个及以上广告                    20%

十个及以上广告                    25%
（对12月以内使用的广告有效）

广告代理商
英国代理商                              10%

其他代理商                             15%

刊内广告
整版  $2,720

半版 $1,890

半版对开 $3,000

三分之一版 $1,600

三分之一版 $1,500

双页对开 $4,790

联系我们
咨询广告事宜，请联络广告团队。英文：kate@fruitnet.com  |  +61 3 90401601 中文：jennifer@fruitnet.com  |  +86 21 5586 3180

净尺寸：210mm x 297mm*   四边出血尺寸：216mm x 303mm*

净尺寸：420mm x 297mm*   四边出血尺寸： 426mm x 303mm*

净尺寸：171mm x 127mm*   四边出血广告：216mm x 149mm*  

净尺寸：171mm x 83mm*   四边出血广告：216mm x 105mm*  

净尺寸：171mm x 61mm

净尺寸： 420mm x 144mm*   四边出血尺寸： 426mm x 150mm*

净尺寸： 71mm x 256mm*   四边出血广告：94mm x 303mm*

净尺寸： 46mm x 256mm*   四边出血广告：69mm x 303mm*

净尺寸： 71mm x 127mm

* Logo 标识和文字与边缘至少保持 8mm 距离

 *所有价格以美元为单位

广告设计图
客户提供设计图须是以下
规格中的一种：
1. 
2. 

3. 

广告设计稿发送至：
—design@fruitnet.com 

(文件大小不超过 25MB)
—使用 WeTransfer 网站发
送大型文件

可印刷的 PDF 格式文档
InDesign 或 Illustrator   
CC2023 或更早版本文
档，且：
• 提供字体并转曲线
• 色彩必须 CMYK 格
式、300 DPI 精度
Photoshop 的 CC2023
或更早版本，且：
• 保存为 JPG、TIFF 或
者 EPS 文件 ( CMYK 
格式) 
• 至少300 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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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刊内广告

内夹书签 $4,750 腰封 $4,570

内夹卡片 $4,750
正反面两页广告，厚纸印刷

折叠封面 $5,500
共三页广告

杂志封面背面两页

反面为第三页

起价

32 1

软文*
创意型

不超过 800 字，可最多包含两张图像
（照片，logo 或图表）

不超过 1500 字，可最多包含四张图
像（照片，logo 或图表）

整版 $2,720 双页对开 $4,790 

《亚洲水果》印刷版和电子版广告刊例
腰封
创意型 $5,150
标准型 $4,570

折页广告
两折（三页） $4,570
三折（五页） $5,500

杂志插页
内页 $2,940

更多选择

电子版广告也以腰封
形式显示。

电子版广告包括一个置顶横
幅和一个整版广告。

电子版广告显示为两个连续的
整版广告。

电子版广告显示为三个连续的
整版广告。

* 广告文案撰稿费为300美金/篇, 中英文案翻译费为170美金/篇（不超过500个英文单词、或者800个汉字）。
  文案撰稿和翻译费套餐优惠价为450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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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格式                            （大小-像素） (价格）
  电脑 每周 每月

7 置顶横幅 jpg · png · gif  730 x 90 $300 $1200
8 中央横幅 jpg · png · gif  730 x 90 $210 $840
9 大型边栏广告 jpg · png · gif  240 x 400 $188 $750

亚洲水果新闻 – 电邮广告

 文件格式               （大小-像素）       (价格）
  电脑 每周 每月

1 置顶横幅 jpg · png · gif 1180 x 130 $675 $2700
2 中央横幅 jpg · png · gif 1180 x 130 $260 $1040
3 大型边栏广告 jpg · png · gif  380 x 450 $260 $1040
4 小型边栏广告 jpg · png · gif   380 x 225 $130 $520
4 视频广告 mp4 · link  380 x 225 $260 $1040

asiafruitchina.net 网站广告

asiafruitchina.net
每月访问量18,000

亚洲水果新闻
订阅人数4,800+

11
10

亚洲水果微信订阅号广告

软文

 文件格式                    （大小-像素） (价格）
  电脑  每月 

     微信广告/头条新闻位置 jpg · png · gif   500 x 280  $1100 
       微信广告/第二则新闻位置 jpg · png · gif   500 x 280  $880 
       微信广告/第三则新闻位置 jpg · png · gif   500 x 280  $700  

                                      （价格）自备文案  
微信头条软文    $750 
微信第二条软文    $500

亚洲水果微信公众号
订阅人数30,000+

我们使用的网络广告软件有显示方面的优势，防止广告被浏览者屏蔽。不过遗憾的是也因此无法提供自动点击数据分析。我们建议网络广告客户在广告中嵌入点击追踪代码，便可自行检测点击表现。

• 软文同时发布亚洲水果中文网站、电邮和微信平台

• 广告文案撰稿费为300美金/篇*, 中英文案翻译费为170美金/篇*。文案撰稿和翻译费套餐优惠价为450美金/篇*

• 定制化内容营销服务：活动/产品摄影和视频制作，1500美元起。咨询定制套餐（含 Fruitnet 其他平台)，请联系销售团队 
*软文字数：每篇不超过500个英文单词/800个汉字 

线上广告

杂志APP专属广告
视频

$2,645
视频需上传至YouTube
或Vimeo，并提供网络
链接。

顶部横幅

$2,100
登陆用户可见顶部横
幅。点击可链接至广告
页或内容页。

绝佳位置
1600x400px

浮动底部横幅

$4,000
该横幅出现在杂志所有
页面上。点击链接至广
告页或内容页。

(贯穿所有页面) 
320x5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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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VISIBILITY 
AND BRAND 
AWARENESS

EVENTS 2023

9月
荷兰海牙

3月28日
线上大会

全球鲜食葡萄大会

5月3-5日
线上大会

印度果蔬大会

5月9-10日
德国杜塞尔多夫

欧洲果蔬可持续发展论坛

5月16日
荷兰鹿特丹

全球番茄大会

11月28日
荷兰鹿特丹

全球浆果大会全球热带水果大会

6月1日
线上大会

果蔬数字供应链论坛

6月21日
英国剑桥郡

9月6-8日
中国香港

9月19-20日
德国杜塞尔多夫

德国果蔬大会

英国果蔬盛会

FRUITNET 2023年度活动日程

增加曝光与品牌认知度

Fruitnet Live 品牌下的直播大会和线下会议

致力于为全球新鲜果蔬行业打造高品质、

内容丰富的商务人脉会议活动。这些活动

给您提供与新老客户联系、发现新的贸易

机会和塑造企业未来的最佳舞台。

 
 

官方合作伙伴
更多信息，欢迎与我们取得联系：
欧洲办公室（英文）
+44 20 7501 3708
events@fruitnet.com

中国办公室（中文）
+86 21 5386 3180  
jennifer@fruit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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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水果》中文刊移动应用 APP 为您带来更好的电子杂志阅读体验，让您手机在手，随
时随地轻松获取《亚洲水果》的高品质国际果蔬产业资讯、深度专题、专家评论、和音频视
频等丰富内容。

联系亚洲水果团队  享受更加优惠套餐

订阅者在有效期内可阅读
所有《亚洲水果》当期和往期独家内容

并享亚洲水果及Fruitnet各平台广告推广折扣

紧跟行业动态

6个月套餐
336元人民币

全年套餐
698元人民币

APP试用者可免费阅读样刊

中国内地安卓手机用户
专用二维码

其他用户通用二维码

  更便捷的阅读体验
《亚洲水果》中文刊移动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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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独家

支持 Fruitnet 出品的最佳高品质线上内容，欢迎与我们联系：
欧洲办公室（英文）：
+61 3 9040 1601 | events@fruitnet.com
中国办公室（中文）：
+86 21 5386 3180 | jennifer@fruitnet.com

谈话类音频节目

视频节目

视频推广

FRUITBOX 果盒广播 
商务合作：3500美元起

Fruitnent 执行总裁 Chris White 与世界各地的新鲜果蔬行业领袖对谈的谈话类音频节目。
在一对一的15分钟对话中，嘉宾分享公司经营理念、专业见解，以及关于新鲜果蔬行业许许
多多的独家内容。

该节目每周四在 Fruitnet.com 以及各主要播客平台（包括 Spotify、Anchor、Soundcloud 
和喜马拉雅等）上发布音频，并向 Chris White 的社交媒体关注者进行推送。

领英（LinkedIn）粉丝：10000 +
Twitter 粉丝：7700 +
Instagram 粉丝：2500 +   

FRUITNET INSIGHTS 新鲜洞察 
商务合作：5800美元（每季度）

由 Fruitnet 欧洲主编 Mike Knowles 和亚洲主编 John Hey 领导的编辑团队打造，该系列
节目与新鲜果蔬业决策者共同探讨行业最新发展，内容涉及市场、产季、产品和创新等各个
方面。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60分钟以内的水果品类主题视频节目将通过 Fruitnet.com 以及 
Fruitnet Live 进行播放，也将在我们所有的 Fruitnet 中英德文媒体平台上推广。

领英（LinkedIn）粉丝：2000 +
Twitter 粉丝：1700 + 
Instagram 粉丝：2000 +

FRUITNET PRESENTS 新鲜呈献
商务合作：5800美元起

我们为您打造短视频对您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推介，并在所有 Fruitnet Media International 
的社交媒体渠道上播出。

由 Fruitnet 资深编辑就您的产品或服务进行视频采访，并通过 Fruitnet.com 和 Fruitnet 
Live 各平台发布推出，也将在我们所有的 Fruitnet 公司及个人社交媒体渠道上进行推广。

领英粉丝：2000 +
Twitter 粉丝：1700 +
Instagram 粉丝：2000 +
微信订阅号粉丝：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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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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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xin Yang
编辑负责人

+86 188 1691 1787
yuxin@fruitnet.com 

Winnie Wang
资深撰稿人

+61 3 9040 1603
winnie@fruitnet.com 

内容部（海外）
John Hey
撰稿负责人

+61 3 9040 1602
john@fruitnet.com

Matthew Jones
资深撰稿人

+61 3 9040 1604
matthew@fruitnet.com

Luisa Cheshire   
资深撰稿人

+44 20 7501 3700
luisa@fruitnet.com

Liam O'Callaghan
撰稿人

+61 3 9040 1605
liam@fruitnet.com

设计制作部
Simon Spreckley 
设计部经理 
+44 20 7501 3713 
simon@fruitnet.com

Qiong Wu 
资深设计师

+61 3 9040 1603
wobo@fruitnet.com

财务部
Tracey Thomas
财务经理

+44 20 7501 3717 
tracey@fruitnet.com

活动部和市场部
Laura Martín Nuez
活动与营销部经理 
+44 20 7501 3720 
laura@fruitnet.com

订阅部
+44 20 7501 3720 
subscriptions@fruitnet.com

广告代理
Artur Wiselka
销售总监

+44 20 7501 0309
artur@fruitnet.com

Giorgio Mancino 
高级客户经理

+44 20 7501 3716
giorgio@fruitnet.com

Jeff Long    
美国和加拿大地区

+1 805 966 0815
jeff@fruitnet.com

Panagiotis Chrissovergis
德国，奥地利和瑞士

+49 211 991 0429
pc@fruitnet.com

Irmelin Egelhoff
法国

+49 211 691 4523
irmelin@fruitnet.com

Carla Buono
意大利

+39 059 7863830
carla@ncx.it
 
Giordano Giardi
意大利

+39 059 786 3839
giordano@fruitnet.com

Fred Meintjes
南非

+27 28 754 1418
fredmeintjes@fruitnet.com

Chris White   
总裁

+44 20 7501 3710
chris@fruitnet.com

Kate Riches 
亚太地区销售主管

+61 3 9040 1601
kate@fruitnet.com

广告部

管理层内容部

联系我们

harbxin

katefruitnet

Jennifer Zhang   
中国商务发展经理

+86 21 5386 3180
jennifer@fruitnet.com

15882057464

FruitnetWinnie chrisfruitnet

Ulrike Niggemann 
商务董事 

+49 211 99 10 425 
un@fruchthandel.de

@ulrikefruitnet

英国
地址：132 Wandsworth Road, London SW8 2LB,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20 7501 3700 | 传真：+44 20 7501 0306  | fruitnet.com

德国
地址： Lindemannstra e 12, 40237 Düsseldorf, Deutschland
电话：+49 211 991 040 | 传真：+49 211 663 162  | fruitnet.com

澳大利亚
地址：1R/95 Lambeth Street, Kensington, VIC 3031, Australia.
电话：+61 3 9040 1602 | 传真：+61 3 9372 6681  | fruitnet.com

中国
地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627号4楼122室
电话：+86 21 5386 3180  | asiafruitchin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