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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大者也；

《罗博报告》，优质触感读本。

《Robb Report》，

中国财富人群的消费顾问，

提供品质生活的平台。

The essence of luxury is expansiveness. 

Luxury is exquisiteness.

Robb Report offers purchasing advice and

 lifestyle for the elite Chinese consumers 

in a platform of unparalleled quality.

2016 Robb Report
“高端顾问·品鉴生活·分享故事”

“High End Advice·The Fine Things in Life·Sharing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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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博报告》中文版
提供高端体验的服务平台

About Robb Report China
P l a t f o r m  o f  H i g h - e n d 
Experience Service 

罗博数据库
汇集中国精英阶层庞大数据，

《罗博报告》的核心资源

Robb Database
Robb Database & Connoisseur 
Club, CRM.

《罗博报告》私享活动
走入罗博圈层，分享生活品质

Connoisseur Events
Join the Robb Report Club, 
Share the quality life

2016编辑年历
来 自 奢 侈 品 业 最 权 威 的 声

音——最新的产品、最佳的

服务于最独特的体验。

2016 Editorial Calendar
The Most authoritative Voice 
f rom Luxury --  the Lates t 
Products and Best Service and 
most Uniqu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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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打破设计与艺术边界，呈

现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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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新媒体
与时代同步的传播方式

Robb Report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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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国高净值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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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to Face with China'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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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罗博报告》广告价格

2016 Advertising Rates

我们的延伸

《罗博High-End Cars》
以汽车为视角展示文化与生活

High-End Cars 
Robb Report China Car Special 
Supplement
Show the Culture and Lif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uto



T 86 10 6587 2070  E xufei@trends.com.cn《罗博报告》纸媒策展 Art on Paper / 本期策展人：黑川雅之  MASAYUKI KUROKAWA   

何为“纸媒策展”：《罗博报告》以杂志外衣为媒介，打破设计与艺术边界，呈现的独一无二艺术形态。“纸媒策展”项目自2013年4月刊启动，每期邀请一位艺术家担任策展人。

Art on Paper, Robb Report’s attempt to combine design and art through the medium of magazine cover, in the form of inviting top artists as its curators.

本期特辑

斯文在竹，刻以名之

私享家  王兆春

掌控生活比掌控事业更来劲儿

艺术家  黑川雅之

“爱的告白书”与混沌“百宝箱”
最经典的

意大利风格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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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辑

周大福 ：钻石演绎的奇趣魅力

私享家  李厚霖

不谈情只言商

艺术家  田霏宇

“误读”刘韡
100 座城市酒店
旅行中的起居室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罗博报告》专属封面：艺术家蔡锦以周大福珠宝为灵感为本刊独家创作封面。 (P44)

本期特辑

周大福 ：钻石演绎的奇趣魅力

私享家  李厚霖

不谈情只言商

艺术家  田霏宇

“误读”刘韡
100 座城市酒店
旅行中的起居室

《罗博报告》纸媒策展 Art on Paper / 本期策展人：蔡锦  Cai Jin   

何为“纸媒策展”：《罗博报告》以杂志外衣为媒介，打破设计与艺术边界，呈现的独一无二艺术形态。“纸媒策展”项目自2013年4月刊启动，每期邀请一位艺术家担任策展人。

Art on Paper, Robb Report’s attempt to combine design and art through the medium of magazine cover, in the form of inviting top artists as its curators.

汽车／游艇／公务机／腕表／珠宝／男装／女装／婴童／酒店／航空公司／美酒／地产家居／美容

最具权威的奢侈品消费榜单

优质生活报告
年度私享家︱年度艺术家

捌周年特别刊

《罗博报告》纸媒策展 Art on Paper / 本期策展人：王鲁炎  Wang Luyan   

何为“纸媒策展”：《罗博报告》以杂志外衣为媒介，打破设计与艺术边界，呈现的独一无二艺术形态。“纸媒策展”项目自2013年4月刊启动，每期邀请一位艺术家担任策展人。

Art on Paper, Robb Report’s attempt to combine design and art through the medium of magazine cover, in the form of inviting top artists as its cu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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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雷子人先生为本刊独家创作“中国精品前
传”主题封面。（见第44页）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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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刘野先生为本刊独家创作
“极品之选”主题封面。
（见第22页）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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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Michael C.F. Chan为本期“理想人
居”创作的主题封面。（见第44页）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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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冷军为本刊独家创作“时光驻留
处”主题封面。（见第48页）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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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罗博报告》特邀艺术家陈海以抽象手
法表达对汽车与旅途、艺术、创意的内
在联系。（见第45页）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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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周裕隆先生取材《山海经》为本刊独家
创作“奔驰梦”主题封面。（见第64页）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一座城市，穿越之旅 ；两地空间，快慢乐活。

12 种自享生活 ；6 座理想城市 ；6 位罗博读者 ;14 件怡情名物。
私享家 ：De Witt 夫妇，贵而雅的温情组合。

艺术家 ：山本耀司，边缘者的荣耀。
巴塞尔钟表珠宝展前瞻，艺术创新与机械女表的突破

时光双城
本 期 特 辑

艺术家

朱里奥·勒·帕克，

艺术是运动的

私享家

罗朗·达索，

延续家族传奇

特别报道 ：1997~2013 香港，16 年艺术与城市的对话

精粹集锦 ：全球最佳酒店 TOP 100

盛夏玩物 悠然假期
40 件消暑清凉的大玩具衣，因定制而生 ；食，不愿随波逐流的传统料亭

住，打造私人后花园 ；行，豪华列车之旅

乐，文房清玩的道与意

王广义，艺术家一生

只做一件作品

PRESTON BAILEY

全球富人婚礼圣手

流逝的 5 种生活方式

本 期 特 辑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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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新锐艺术家原晓光以路虎全新一代揽胜为灵感创作的封面。(p38)

工艺 之手，触摸传承 ；记忆 之感，以心应物 ；

17名 定制大师讲述 16个 制作真相 ；15位 罗博私享家的 30种 精品清单

一次预谋 : 关于艺术的行为 , 审问岳敏君 ;  中国精品  打开中国人的千年衣橱 

手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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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纸媒策展 Art on Paper / 本期策展人：李瑞 Li Rui   

何为“纸媒策展”：《罗博报告》以杂志外衣为媒介，打破设计与艺术边界，呈现的独一无二艺术形态。“纸媒策展”项目自2013年4月刊启动，每期邀请一位艺术家担任策展人。

Art on Paper, Robb Report’s attempt to combine design and art through the medium of magazine cover, in the form of inviting top artists as its curators.

本期特辑

礼仪的殿堂，裙摆的盛宴

私享家  王喆

为艺术转身迎接新挑战

艺术家  李瑞

STEFANO RICCI 春之旅
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江南织绣探秘

本期特辑

高伟刚，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私享家  汪潮涌

奢侈不过生活

艺术家  Serge Nicole

法国手工艺术捍卫者
跟着2 6件情人节礼物

环游世界

《罗博报告》纸媒策展 Art on Paper / 本期策展人：高伟刚 Gao Wei Gang   

何为“纸媒策展”：《罗博报告》以杂志外衣为媒介，打破设计与艺术边界，呈现的独一无二艺术形态。“纸媒策展”项目自2013年4月刊启动，每期邀请一位艺术家担任策展人。

Art on Paper, Robb Report’s attempt to combine design and art through the medium of magazine cover, in the form of inviting top artists as its curators.

本 期 特 辑

远行南美
豪华游艇，停放在地中海的明星
独立制表品牌，并非孤芳自赏

拒绝形式主义，回归奢华本质
2014秋冬20枚精品

Pierce Brosnan : 生活，艺术追求的基石

或是禅，亦不止于此
隈研吾的建筑诗
回归城市，财富人群的便利之居

最佳之最
BEST of the BEST

汽车／游艇／公务机／腕表／珠宝／男装／女装／酒店／航空公司／美酒／地产家居／美容

最具权威的奢侈品消费榜单

精准的高端消费专项调研：优质生活报告
5大年度私享家︱5大年度艺术家

GUIDEBOOK ON CONSUMPTION

《罗博报告》纸媒策展 Art on Paper / 本期策展人：李超 Li Chao     

何为“纸媒策展”：《罗博报告》以杂志外衣为媒介，打破设计与艺术边界，呈现的独一无二艺术形态。“纸媒策展”项目自2013年4月刊启动，每期邀请一位艺术家担任策展人。

Art on Paper, Robb Report’s attempt to combine design and art through the medium of magazine cover, in the form of inviting top artists as its curators.

本 期 特 辑

珠宝的盛宴，巴黎古董双年展
Watches & Wonders，亚洲钟表市场在理性与稳定中发展  

私享家  李厚霖

马术让我更理解人生

艺术家  许江

唤起沉寂之“葵”刻碑 . 拓碑 . 书法 . 古画修复 . 叠石
借古开今，文化遗产进行时

艺术家王郁洋以凯迪拉克全新一代CTS为灵感为本期《罗博报告》
设计的专属封面和纸媒策展作品《光，像羽毛一样从空中飘落》。(P96)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封面故事

凯迪拉克
全新一代
CTS

2
0
1
4
年
7
月
号
 总

第
8
2
期

精
英

机
器

黑川雅
之,日本文

化源头在中国 
 ART BASEL 

HONG KONG在
香港与艺术不期而遇 

      理想的夏日:夏日派
对着装指南   本期特

辑:精英机器挑战未
知的男人玩物   

冯军，我的脑
子是闪存 

  

王郁洋

本期特辑

山本耀司 vs. 山本里美、叶永青 vs. 叶甫纳、林天民

vs. 林岱蔚 / 林岱隆、潘公凯 vs. 潘晴

新媒体艺术，只为一声惊叹

奢华品位

米其林大厨眼中的

烹饪秘密

奢华品位

酒店之外的刺激体验

当佳酿遇见绘画

艺术创新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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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爱情、追逐，喻红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广阔的精神空间。 《罗博报告》纸媒策展 Art on Paper / 本期策展人：喻红  Yu Hong

何为“纸媒策展”：《罗博报告》以杂志外衣为媒介，打破设计与艺术边界，呈现的独一无二艺术形态。“纸媒策展”项目自2013年4月刊启动，每期邀请一位艺术家担任策展人。

Art on Paper, Robb Report’s attempt to combine design and art through the medium of magazine cover, in the form of inviting top artists as its curators.

汽车高级定制，探索未知的旅程

25+件开年搭配 ：正装无需“修行”

艺术家

马塞尔·万德斯

忠于自我

私享家

蒋友柏

的三颗苹果

绿色，让生命再定义

本期特辑

喻红和苑瑗 ：青春对话着青春

刘晓光      冯仑      韩家寰      任志强      宋军     陈东升      万捷      王维嘉     郝友
T h e  E t e r n a l  T r e e  o f  L i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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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著名艺术家卢昊以素描绘制的细节展现“新
品巡礼”的美好寓意。（见第55页）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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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毛旭辉先生为本刊独家创作“视听乐土”主
题封面。（见第44页）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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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陈流先生为本刊独家创作“高级时装”主题
封面。（见第44页）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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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第三只眼看云南

艺术家范明正先生以IWC为灵感，创作的时间主题封面。（见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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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中国葡萄酒的突围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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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SUV的新定义     腕表2012：古典之焰     弗兰克·盖里 , 老建筑师的年轻生活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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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罗博报告》邀请艺术家赵一浅为英菲尼迪FX五周年限量版创作的艺术封面。(p56)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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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创意的界限
5款最具收藏价值敞篷车

冯唐，灵物不二

《罗博报告》专署封面：烟斗大师Anne Julie以花朵和女性人体为灵感为本刊跨界主题创作的专属封面。（p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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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4-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45/N   定价 人民币100元  港币150元  美元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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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的艺术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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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

艺术家张弓以梅赛德斯-奔驰全新M级越野车为灵感创作的传承主题封面。（P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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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报告》专属封面：邢东为本刊创作的封面中兼收并蓄了油画和国画的精髓。(p54)

创刊于2007年，《罗博报告》是提供高端体验的服务平台。继承美国版《Robb Report》的理

念，我们提供最新的产品、最佳的服务与最独特的体验。通过本土化内容与新媒体平台与读者

紧密相连，以高端的私享活动建立独特的圈层文化。

《Robb Report》发源于美国，享誉40年，拥有中国版、俄罗斯版、新加坡版、印度版、西班

牙版、阿拉伯版、巴西版等11个国际版本，是世界奢侈品领域最权威的声音。

Founded in 2007, Robb Report China is a platform to provide high-end experience service. 

Inheriting the concept of Robb Report original American version, we are influencers and 

opinion leaders look to Robb Report to discover the world’s finest products, services and 

experiences through both editorial and advertising. We contact closely with readers through 

localized contents and new media plat, establish a unique cultural circle by high-end activities.

About Robb Report China

More...

关于《罗博报告》中文版

罗博精神传承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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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BB REPORT CHINA 2016 EDITORIAL CALENDAR

2016年2月
旅行专题，让旅行诠释浪漫情怀
In February 2016
Travel Feature, Making Travel to Interpret 
the Romantic Feelings
旅行Travel  餐饮Leisure  酒店Hotel

2016年5月
终极之家，从空间出发的创意
In May 2016
The Ultimate Home, the Originality from the Space  
家居Home Design  地产Luxury Property  腕表Watches 

2016年6月
汽车专题，收获来自路上
In June 2016
Auto Feature, Harvest from the Road
豪华汽车Luxury Cars  箱包Bags & Suitcase  航空Airways

2016年4月
全球鉴赏，与艺术同行
In April 2016
Global Appreciation with Art
艺术Art  拍卖Auction  展览Exhibition

2016年3月  
绅士生活，经典不衰的奢侈来自对传统尊重
In March 2016
Gentleman Living, Everlasting Classic Luxury from the Respect 
for Tradition
传统工艺Handcraft  体验Experience  时装Fashion

2016我们的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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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
指尖奇迹，手感精神专题，技艺的生命来自传承
In July 2016
Hand Feel Feature, Miracle on Fingertips, the Life of Skills 
from Inheritance
腕表Watches  珠宝Jewelry  艺术Art

2016年8 月
酷夏玩物，夏季旅行专题，爱上海洋的深蓝 
In August 2016
Summer Travel Feature, Plaything in Hot Summer, Falling in 
Love with Deep Blue Sea
游艇Yacht  度假村Resort  运动Sports 

2016年10月
罗博之选，撷取年度佳物，纪录生活演变
In October 2016
Annual Selection of Robb Report China, Annual Best Capture Recording the Life Evolution
调研报告Forecast  精选Selection

2016年11月
冬之旅 ，冬季旅行专题，来在山与雪的诱惑
In November 2016
Winter Travel Feature, Winter Tour, the Temptation 
by Mountain and Snow
旅行Travel  滑雪Ski  餐饮Leisure

2016年12月
终极礼物，以物寄情，将世界包裹其中
In December 2016
The Ultimate Gift, Wrapping up the World's Luxury
礼物Gift  美酒Fine Wine  游艇Yacht  私人飞机Jet

E
ditorial C

alendar

2016 年9月
秋冬时装，人是变化的风景
In September 2016
Autumn/Winter Fashion, People Resembling the Changing Scenery 
时装Fashion  高尔夫Golf  游猎 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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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罗博报告》的标志性活动
《罗博报告》致力于为罗博私享家们提供一个理想的非商业社交平台。汇聚了众多优质

宾客的《罗博报告》系列活动已经成为中国最高端活动品牌。除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

城市以外，《罗博报告》的活动遍及杭州、苏州、深圳、大连、重庆、成都、昆明、太

原、鄂尔多斯、巴黎、罗马、伦敦、巴塞尔、日内瓦、迪拜等国内外热点城市。

The Robb Report strives to provide subscribers a forum for personal networking free 
of any commercial interests. Our events, which invite outstanding gues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made Robb Report one of China's most acclaimed high-end event brands. 
Except for the first-tier domestic citie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events held 
by Robb Report China has spread over many ho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ties, 
including Hangzhou, Suzhou, Shenzhen, Dalian, Chongqing, Chengdu, Kunming, 
Taiyuan, Ordos, Paris, Rome, London, Basel, Geneva and Dubai.

《罗博报告》私享活动

罗博数据库 

罗博社交圈·罗博家宴
罗博家宴系列活动是由《罗博报告》首创的特色品牌活动。经《罗博报告》严格筛选

并邀请少数罗博私享家参与，在富豪们未曾对外界公开的私人府邸或私密会所举办罗

博家宴，私宅所有者作为家宴主人，《罗博报告》作为家宴的组织者，通过私密性、

专属性的话题，引发嘉宾们共同探讨精致生活，分享美好瞬间。

Robb Connoisseur Private Banquets
Robb Report China first launched Robb Connoisseur Private Banquets in 2008. 
At these banquets, we invite selected and qualified readers to the private homes of 
some of our more influential readers to discuss their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on a 
range of themes and to share the wonderful moments.

罗博生活方式·美好生活系列
罗博美好生活系列活动将激动人心的杂志内容立体化，邀请罗博私享家细

品生活之美，博采众家之长。《罗博报告》为罗博私享家精心搭建上流社

会社交平台。美好生活系列活动涉及的内容涵盖高品质生活的各方面：艺

术、腕表、珠宝、旅行、动力、服饰、养生、美食美酒等。

The Good Life
Robb Report China connects our influential readers with high-end retreats, clubs, and
luxury brands to form an upper-class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unlike anything you’ll find 
on line. A series of activities of the Good Life cover all aspects of the high quality of lifestyle,
including arts, wristwatches, jewelry, travel, vehicles, apparel, fine food and fine wine.

Ι

Ⅱ

 Events

Robb Database and CRM 
罗博数据库汇集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庞大数据，是《罗博报告》的核心资源。

罗博数据库不仅涵盖常规数据库的基本信息（统计学/地理学/沟通渠道等信息），同时

掌握最具价值的个性化信息（公司信息、财产及购买能力信息以及兴趣爱好等众多细分

选项）。数据库的动态管理更是实现了对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神秘的人群的个性化消费习

惯及动态追踪管理，有效提升数据的质量及读者的忠诚度。罗博数据库为奢侈品品牌及

高端合作伙伴的全媒体营销打下了坚实基础。

Robb Database, one of Robb Report China's core resources, assemble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rème de la crème of Chinese consumer elites in order to help 
our clients better understand some of China's least understood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information common to all databases – statistical, geographical, and contact 
data – Robb Database also features more detailed – and more valuable – information, 
including data on customers' companies, assets, and purchasing power. The active 
administration and updating of the database allows us to track our readers' tastes and 
habits in real-time,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the database and allowing us to forge 
stronger relationships with our readers.

E
vents

R
obb C

R
M



T 86 10 6587 2070  E xufei@trends.com.cn T 86 10 6587 2070  E xufei@trends.com.cn

罗博会客厅·下午茶
创意源自厚积薄发的灵感，也来自同道中人的真知灼见。罗博下午茶系列活动通过

《罗博报告》的话题策划，定期于全国各地举办。轻松的氛围下，不仅是偶得浮生半

日的悠闲心情，更是老友相聚的绝佳契机。简洁明快的活动方式带来更为愉悦的心

情，是《罗博报告》送给尊贵读者的礼物。

Robb Salon
Inspiration comes from a combination of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fellow professionals. 
Robb Report China has created a forum for expert readers to exchange their views and build 
upon their strengths at regular events planned around topics chosen by Robb Report editors 
and hosted as informal salons around the country.

罗博高端旅行·动力之旅
罗博动力之旅邀请尊贵嘉宾驾驭澎湃动力,与活

动举办地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艺术家进行互动

与分享。罗博动力之旅将各门类动力产品进行跨

界整合，形成一种立体综合的独特旅行方式。

The Journey of Power Auto
We invite readers to drive and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top autos, yachts, and aircraft alongside 
local celebrities. Journeys are made up of voyages in top-of-the-line vehicles on land, sea, and air.

罗博卖场·品牌闭店活动
与消费者第一时间分享最新产品，加深品牌忠诚度。

Robb Robb VIP In-Store
Share the latest product with Consumers in the most exclusive way.

罗博人文·雅集集雅
罗博雅集将传统的文人雅集与现代的精品消费产品文化相结合，把

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小型读者品鉴活动，分

为把玩、会意、兴境三个环节。罗博雅集把昆曲、粉黛、香道、茶

艺、古琴等中国传统文化和各大品牌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有机结合，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Robb Refinement Gathering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elegance of Chinese literati and the 
accouterments of modern luxury culture, Robb Refinement Gatherings 
showcase China’s wealth of noe-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t private 
parties offer ing participants the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better 
understand, and exchange views on the topics under discussion, which 
include the lifestyle advocated by the major brands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and traditions like Kunqu opera, traditional make-up, incense, tea, and 
guqin zither music.

Ⅲ

Ⅳ

Ⅵ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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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and five Robb Report artists with unique and best taste of life by the jury, 
and the best characters of the year in “Best of the Best” by Robb Report China. 

与“罗博之选”榜单同时，《罗博报告》也会同期公布当年的“优质生活报告”，梳

理年度奢侈行业发展状况。每年2月开始，《罗博报告》与调研公司一同推出年度奢

侈品专项调研。所有的数据来自我们的VIP订阅读者——他们是商界领袖，奢侈品的

主要消费者，不乏各自行业中的推动者与意见领袖。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是他们对于

“罗博之选”的理解。

Releasing“Best of the Best”list, Robb Report China will release“Report of Quality Life" 
at the same time, which will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annual luxury products of the year. In 
February, Robb Report China will conduct annual research on luxury products with research 
firm. All of the data from our VIP readers -- they are business leaders, major consumers of luxury 
goods, there are no lack of promoters and opinion leaders in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 Behind 
every data, it i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est of the best”.

《罗博报告》罗博之选（Best of the Best） 起源于1989年，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

的媒体评选之一。“罗博之选”的生命力来自专业与公正。从2007年中文版《罗博报

告》创刊，就将“罗博之选”作为每年最重要的一本刊物。整个编写工作完全忠实于

编辑、作者和各领域专家的评选。罗博之选 · Best of the Best 由奢侈品业界资深消费

者及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针对过去一年中在大中华区面市并最能代表极致生活品位

的优质精品，通过两轮不记名票选而成最终的获奖榜单。

 “Best of the Best”by Robb Report China was originated in 1989, is the world's one 
of media selections in the longest duration. The vitality of“Best of the Best”comes 
from its professional and fair judgments. From the debut of Robb Report China 2007, 
“Best of the best”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every year. The entire editing 
work is completely faithful to the selection by the editor, author and experts in the 
field. “Best of the Best”is decided by the jury consist of veteran consumers from 

luxury goods industry and authoritative experts. The jury selects the best products 
in the market of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in past year, which represent the 

ultimate high quality life as well through two rounds of secret 
votes, and decides the ultimate winners l ist f inal ly. 

中国版“罗博之选”也非常关注人物的评选，

每年10月除评选出年度品牌以外，还经由专

家团评选出独具品位的罗博读者和罗博艺术

家各5人，组成“罗博之选年度人物”。

“Best of the Best”by Robb Report China 
also pays high atten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October every year, 
except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best brands 

of the year in “Best of the Best” 
, a lso the selection of the annual 

character s of f ive Robb Repor t 

一本涵盖全球奢侈品的完整手册，
一次关于优质生活的报告，
一份专业公正的榜单。
A Complete Brochure of Luxury, 
A Report on High Quality Life,
A Professional and Fair List.

“罗博之选”与“优质生活报告”

  28年，奢侈品行业的“奥斯卡”
“Oscar”of Luxury for 28 Years

“Best of the Best”and “Annual Report of High Quality Life” 

E
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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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以杂志封面与定制书盒为媒介，国内当代一线艺术家为策展人，以绘画、装置等不同

艺术形式的延伸为内容，每月呈现独特的艺术视角。配合艺术家深度访谈，用艺术的

眼光审视当月主题。

Presenting the unique artistic perspective every month, we will take the cover of magazine and 
custom book boxes as medium, the first tie of best domestic modern artists as curators, and an 
extension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art such as painting, installation for content. Conducting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artists, we will exam the monthly theme from artistic perspective.

《罗博报告》合作艺术家名单（按时间排列）

Robb Report China Cooperation Artist (List by Time)
陈准、章森、颜磊、季大纯、黑田明、徐唯辛、张小涛、郭承辉、杨飞云、王斐、尹朝阳、
夏小万、章剑、曾梵志、何多苓、魏立刚、张济海、叶放、陈丹青、陈文令、卢昊、
毛旭辉、韩辛、雷子人、冷军、陈海、唐志冈、刘野、周裕隆、秦艾、Michael C.F. Chan、
曾浩、陈流、彭薇、何汶�、张英楠、熊宇、陈无忌、黄宇兴、范明正、严珩、薛松、
Jannis Kounellis、Anne Julie、张弓、邢东、梁远苇、周依、赵一浅、那危、刘建华、何杰、
李象群、王鲁炎、宋易格、原晓光、郭承辉、山本耀司、王雷、严培明、BH STUDIO、
崔岫闻、徐冰、徐累、叶永青、喻红、刘小东、李超、范曾、瞿广慈、王郁洋、李超、何为、
李晖、高伟刚、李瑞、徐跋、蔡锦、黑川雅之、谭平、左小祖咒、陈鸿志……

《罗博报告》微信/公众号、微博 
这里没有心灵鸡汤，也没有无趣的专业文章，这里有奢侈生活方式最直观的体验。丰

富的资讯与火爆的话题是超越杂志内容的所在。这里是罗博标志性活动的信息枢纽、

是时尚信息的烽火台。服务读者与VIP，资讯、近期活动信息与互动让手机成为罗博

圈层文化的终端。

Robb Report China WeChat, Weibo
There is no 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nor boring professional articles, here is the most intuitive 
experience with luxury lifestyle. The abundant information and the hot topic are beyond 
the content. Here is the information hub of Robb Report China’s signature events, the 
beacon tower of fashion information. Readers and VIP service, information, the recent activity 
in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readers make your mobile phone as the terminal of cultural 
Circle of Robb Report China.

相关活动：罗博画廊/藏家之选

Robb Art Gala/Selections from Collectors
活动简述
《罗博报告》独家呈现，以艺术策展人的身份与本期封面艺术家、品牌联合策划高端

商场、画廊等艺术场地的流动封面展览，并以艺术家现场分享精彩创作故事为亮点，

为品牌打造全新艺术形象。

Description of the Event
As an art curator, Robb Report China presents exclusively the mobile joint exhibition in 
high-end malls, art galleries and other venues with the cooperation with artist and brands on 
the magazine monthly cover, and creates a new artistic image of brands by sharing of artist's 
wonderful creation story as highlights.

罗博纸媒策展
Art on Paper

罗博新媒体
New Media Platform of Robb Report China

《罗博报告》视频/微电影
流媒体、胶片、视频，我们用各种风格记述主题，创造

新的流行文化。

2015年隆重推出：
左小祖咒×福特Mustang为我们开启一部欲望打造的柏拉

图爱情公路电影：《陌生人在唱歌》

Robb Report China’s Video/ Micro Movie
With streaming media, film and video, we use a variety of style 
as the title of article to create a new pop culture. 
In 2015, we launch grandly:
Zuo Xiao-zu×Ford Mustang open a Platonic highway love 
movie, «the Stranger in Singing» created by desire.

与时代同步的传播方式
Synchronizing the Mode of Transmission with Times 

N
ew

 M
edia

A
rt on Paper

微信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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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发行
An Powerful Distribution Network

《罗博报告》读者描述
《罗博报告》面向高资产净值且富有生活品位的读者群，他们不仅在各自的专属领域成就斐
然，更有自己的独特兴趣或收藏爱好，如艺术、豪华汽车、腕表、珠宝、游艇、私人飞机等。

The Robb Report Readership Description
Robb Report targets at individuals of high net worth, and high-taste lifestyle, and
outstanding distinction in their fields, and a strong, unique set of interests, including
arts, automobiles, watches, jewelry, yacht and private jet.

高端展示渠道
《罗博报告》将一如既往地出现在银行VIP室、机场贵宾休息室、五星级酒店公共区域以及私
人俱乐部等高端场所，方便读者在这些区域的阅读。

The Display Area
Robb Report was and is always available in banks, airport VIP lounges, public areas in 5-star 
hotels, etc. The easy access to Robb Report in these areas。

发行场所包括：
招商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中国移动、北上广五星级酒店、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
场、上海虹桥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等。

Include：
China merchants bank, Citibank,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China Mobile, five-star hotels in 
Beijing/Shanghai/Guangzhou,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Shanghai Hongqiao airport, Guangzhou Baiyun airport, Shenzhen Baoan airport, etc.

发行量：184,800册

发行模式 
首创尊荣邀请订阅模式
全面覆盖优质发行渠道
Circulation Patterns
First-ever “invitation-only”subscription model
Nationwide distribution channel coverage

C
irculatio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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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封面+封面故事(4P)Cover+Cover Story (4P)

封面内拉页(4P) Cover Gatefold (4P)

封面外拉页(2P) Outside Cover Gatefold (2P)

第一跨页 1st Double Page Spread

第二跨页 2nd Double Page Spread

第三跨页 3rd Double Page Spread

第四跨页 4th Double Page Spread

第五跨页 5th Double Page Spread

第六到第八跨页 6th to 8th Double Page Spread

卷首旁页 Before TOC

目录旁单页 Single Page Facing TOC

版权旁单页 Full Page Facing Copyright Statement

目录后跨页 DPS After TOC

版权/目录左手1/3+右手单页 1/3 TOC or Copyright Statement+full page

内页单页 Full Page 

内页跨页 Double Page Spread 

封三 Inside Back Cover

封三跨页 Double Page Spread Inside Back Cover

封底 Back Cover

整版软文 Full Page Advertorial 

整版软文制作 Full Page Advertorial execution fee

指定行业第一跨页 1st Spread of Each Industry 

整版海报 Insertion Poster    

自2016年1月1日起生效 Effective from Jan. 1st 2016

1,750,000

1,550,000

1,050,000

820,000

755,000

730,000

695,000

675,000

640,000

350,000

310,000

300,000

550,000

380,000

270,000

500,000

308,000

525,000

768,000

230,000

18,000

820,000

525,000

广告形式 Positions   

广告净尺寸 Ads Size

备注：

1.第一跨页至第五跨页：左页、右页各保留8mm 重叠位；2.内页跨页：左页、右页各保留4mm 重叠位；

3.封三跨页：左页、右页各保留8mm 重叠位；4.出血尺寸：上、下、左、右各留3mm出血位。

Note: 
1. First DPS——Fifth DPS: Both right and left pages will reserve an 8 mm space for overlap.

2. ROP DPS:  Right and left pages will reserve a 4 mm space for overlap.

3. Cover and multiple-page spreads: Both left and right pages will reserve an 8 mm space.

4. Gutter bleed: Allow 3 mm for bleed at top, bottom, left, and right of pages.

广告刊登需知 
取消预定广告规定，每期刊登前50天通知，超过此限须

交50%违约金。

编辑部有权根据文章内容需要安排广告版面。

全部广告须经本刊认可，本刊有权拒绝不适合的广告，

广告客户需按中国(广告法)规定交验有关证件。

广告图文资料若有错误，本刊概不负责，本刊不接受电

话改稿；若需改稿，必须提交书面说明。

在截稿日期之前若没有收到新的广告文字资料，本刊

有权重复使用前一期的广告样稿，广告客户需按规定

价格支付广告费。

如果广告客户和广告公司取消原订单项的一部分，则原

定价格和广告位置将予以作废。

本刊在广告刊出后有权处置广告资料。如需收回该部分

资料，广告客户或广告公司必须书面通知本刊。

广告客户需按本刊要求提供正确尺寸的广告分色片，包

括设计版。

由于广告客户或其代理者的原因因图文资料迟交误期，

由此而造成没有足够的时间验证广告印刷样本或其他印

刷错误，本刊概不负责。

Notice for advertising 
Cancellation policy: Please provide notice 50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to avoid an additional 50% 
above the initial advertising cost.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is authorized to arrange 
advertising pages depending on article content.
All advertisements are subject to approval by the 
Robb Report.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refuse any 
advertisements. In keeping with Chinese advertising 
regulations, advertisers will be required to furnish all 
related certifications and documentation. Robb Report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s in materials supplied 
by advertisers. Changes made by telephone will not be 
acceptable unless hard or soft copies are supplied.

物料要求
电子文件（请将所有链接图放在文件中）

1.PDF格式（需要的最佳格式，安全起见请附带原始

文件）

2.Illustrator  eps或ai后缀。

（将文字转线，并将图包含在文件内）

3.Indesign（将字体及图片同时附带在光盘中）

4.请提供两张光盘和两张完全正确的彩色打样稿，包括

正确的尺寸、图片、文字以及可跟踪印刷的色彩。

5.请确定所使用的图片为CMYK或Grayscale色彩模式。

存储格式为EPS或TIFF格式，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6.菲林正片须文本在上，药膜在下，并附上四色色稿打样。

7.单P的色稿请加上密度测试条，包括10%-100%的网点。

8.印刷网线：240线/英寸

9.打稿密度：K:1.7D C:1.4D M:1.3D Y1.0D
10.请不要在Photoshop中编辑文字并将原始文件转存为任

何Photoshop文件，保留文字的矢量。

11.文件包含正确的裁位尺寸、出血位和裁位线。

Materials Request
Digital File
（please put all the linked pictures in the same file as ad 
materials）
1.PDF format（for security, please forward original file as 
well）
2.Illustrator (.EPS or .AI format) (please create a textbox 
and include all images used in the file）
3.InDesign（please include all images and fonts used on 
the CD）

4.Please provide two CD-Rs with your files. 
5.Provide two sets, of color proofs, including the correct 
size, image, text and color progressive proofs Color-
separated negatives with positive proofs and color guides 
for color ads.
5.Images must be CMYK or greyscale, in TIFF or EPS 
format, at no less than 300 dpi resolution. Please do not 
use any images saved in JPEG format or with RGB color 
channels.
6.For consecutive advertisements, please name files 
based on the sequence in which they will be published.
7.Single-page Color-separated negative with density-
testing bar and 10%-100% line points.
8.Printing Screen Line: 240 lines/inch
9.Draft Density：K:1.7D C:1.4D M:1.3D Y1.0D
10.Please do not edit text in Photoshop. Do not save 
your original files in Photoshop format in order to 
preserve vector text and graphics.
11. Please do include the correct trim sizes, bleed and 
trimming lines in the file.

全页广告
净尺寸

214mm×275mm

出血尺寸

220mm×281mm

跨页广告
净尺寸

428mm×275mm

出血尺寸

434mm×281mm

整版海报
净尺寸

297mm×420mm

出血尺寸

303mm×426mm

价格Rates (RMB)     

稿件请快递至：《罗博报告》北京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时尚大厦20层
（100020）
电话：86 10 65872070

广告物料截止日期：每月12日

2016《罗博报告》广告价格及物料 Ad Rate

Deadline: 12th of each month
All advertising material to:
Robb Report Beijing Office 
20/F Trends Building, No 9 Guanghua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100020
Tel: 86 10 65872070

A
D

 R
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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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市场活动
★为数据库顶富阶层量身定制至潮至IN的闭店产品交流活动或酒会；

★与美国同步的2015“罗博之选”汽车评选；

★《High-End Cars》2015“Car of the Year”；

★品牌历史之旅、艺术之旅、科技之旅、探险之旅等分类主题策划;
★“重走丝绸之路”专题活动；

★《High-End Cars》黑卡会。

平面广告价格
广告形式          价格（人民币）

封面     1070,000

封二跨版  823,000

封二全版  593,000

第二跨版   575,000

全版     207,000

半版    158,000

1/3版   122,000

整版软文  164,000

半版软文  115,000

封三   560,000

封底   968,000                                                                                                  

软性广告设计/制作费

全版  12,000 

半版  7,000 

广告形式                形式说明            价格（人民币）

EDM    5000起发送

微信    不包括撰写                              

微博    撰写＋发送                             

微信＋微博    不包括撰写                             

社交媒体广告价格

广告列表            位置            尺寸／像素      大小             价格（人民币）

Site Wrap  背景大图  1920×1080             < 100 kb  50,000/天

Top Banner 页面顶部   728×90             < 100 kb  30,000~40,000/天

Spotlight  频道下拉界面中间位  265×155             < 100 kb  15,000/天

Top Stories 频道下拉界面右侧位 文字为主推荐位                  
__

  10,000/天

Focus Picture 首页焦点图   1000×450             < 100 kb   40,000/天

Banner-1  右侧广告位  300×250             < 100 kb   15,000~20,000/天

Banner-2  右侧广告位  300×100             < 100 kb   10,000~15,000/天

网站广告价格

5/条

30,000/条

30,000/条

50,000/条

《罗博High-End Cars》
广告价格及物料

以汽车为视角展示文化与生活
深入赛道与街头，融入欧美汽车文化最核心的氛围，《罗博High-End Cars》以季刊

形式出版发行，记录所有在路上的奢侈体验。作为罗博垂直社区的延伸，拓展豪华汽

车爱好者的交流平台。

To Show the Culture and Lif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uto 
Probe into the racing track and street and blending the core valu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automobile culture , "Robb Report China High-End Cars"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quarterly, recording all luxury experiences on the road. As an extension to Robb Report China 
vertical community, expand the exchange platform of luxury car enthusiasts.

专，独家发布豪华车领域的最新资讯
玩，豪华汽车收藏者的任性玩耍
进，前瞻解读汽车文化与科技
Exclusive, to release exclusively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luxury cars
Enjoy, the capricious play by luxury car collectors 
Prospective, interpret the prospect of car culture and technology

《罗博High-End Cars》
  “Robb Report China High-End Cars”

我们的延伸

H
igh-E

nd C
ar

Advertising Rates

整合
★50万打包合作权益回报：杂志内页广告2P，网站Banner2广告7天，微博、微信发送1次，EDM发送1 次；

★100万打包合作权益回报：杂志封二跨版1期，产品软文4P，网站Banner2广告30天，微博、微信发

送2次，EDM发送1次；

★200万打包合作权益回报：杂志封面1期，产品软文6P，网站Banner1广告30天，微博、微信发送2

次，EDM发送2次，品牌定制闭店交流活动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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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of the Best
年度私享盛典
暨《优质生活报告》调研发布

揭幕在即

罗博之选
2016



T 86 10 6587 2070  E xufei@trends.com.cn

@罗博报告
www.robbrepor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