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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通讯》国际版广告价目表2014

亚餐通讯

全英文刊物，引领亚洲餐饮文化走进主流；

本书内容包括最新餐馆经营理念、亚洲美食新趋势、菜式创新、

名店名厨名东主、市场推广新主张等，图文并茂；

直邮发行至3万家亚餐馆东主，抓住数十万主流食客目光。

地址：8407 Central Ave., Newark, CA 94560
电话：800-655-9870 传真：888-315-0388
网址：www.a-r-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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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餐通讯》

亚餐馆近十年在美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好评。研究表明日本

菜、泰国菜和越南菜已经被美国大众列为心目中最喜欢的就餐选择之一，亚餐馆供

应产业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规模市场。

《亚餐通讯》作为《中餐通讯》的姊妹刊，自2004年10月在美国纽约举办的第一届

国际亚洲餐饮交易会(All Asian FoodExpo)上首次推广至今，每月向北美地区2万多家

亚餐馆及其他泛亚洲概念餐馆的东主、经营管理者和餐馆服务供应商发行。内容涵

盖最新的餐馆经营理念、亚洲美食新趋势、专业的菜式创新资讯、餐馆管理和市场

推广的新主张等。《亚餐通讯》为全英文版。

读者分析

《亚餐通讯》的读者群为亚洲主题餐馆的东主和经营管理者，大型独立餐厅的执行

经理，连锁餐厅，以及餐馆服务供应商等。

发行方式

《亚餐通讯》采用免费直接邮寄的方式发行。凭借“智贸资讯”完备的数据库资

源，智贸集团16年来不断扩充和修正北美地区亚餐馆数据，有效保证了《亚餐通

讯》的发行。

《亚餐通讯》广告种类风雷 《亚餐通讯》读者收入情况

厨具、家具、餐具

医疗、美容、保健

电脑、电话、信用卡

地产、金融、装潢

食品、调料

印刷、广告

其他

10万以上

10万-20万

20万-30万

3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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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投放

与众不同，独一无二

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是最有效的市场推广手法。《亚餐通讯》是亚餐馆业界的第一

本专业媒体，是专业服务亚餐馆的信息传媒。其定位与其它媒体完全不同，另辟捷

径。首先是免费直接邮寄，主动把您的信息送达餐馆老板手中，不像其它报纸媒

体，您花钱登了广告，还是需要被动，等待购买。其次《亚餐通讯》是亚餐馆界的

唯一媒体，是专业服务亚餐馆的信息传媒，报道最新的餐馆行业动向及新闻，是餐

馆东主们喜闻乐见的月报。

栏目介绍

栏目名称 栏目定位

In Season 每期推荐两款时令食材，介绍其烹煮方式、菜式推荐、营养价
值、以及潮流趋势等信息。

Guest Columns
特别邀请亚洲餐饮界厨艺明星做客本专栏，讨论行业热点题、
分享名人成功之道，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让行业精英、名厨
大师为您支招。

On the Asian Menu
亚洲菜系众多，每个亚洲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佳肴。该栏
目每月聚焦一个亚洲菜系，为餐馆东主构思新菜提供源源不断
的灵感与素材。

Topic of the Month 聚焦行业头条，对餐饮重大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和专业解析。

In the News 网罗最新、最全面、最热门的餐饮行业动态。

Interview 特邀中餐特级名厨深度访谈，讨论行业热点话题、分享名人成功
之道，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让行业精英、名厨大师为您支招。

Tips of Business 囊括餐饮管理各个方面的实用知识：包括新店筹备、服务技
巧、运营战略、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厨房管理等。

Asian Dining Scene 网罗世界各地的优秀亚餐馆，从菜式、装潢、服务、卫生、经
营理念等方面进行详细评述，剖析餐馆成功之道。

Top 100
“亚餐百佳”旨在通过评选出全球范围的最佳亚餐馆，向全球
主流社会和媒体展示最优秀的亚洲餐饮风范，提升亚餐馆的国
际影响力。该栏目每月精选优秀候选亚餐馆进行介绍。

Tradeshow & Events 全球餐饮展会大全，专业提供最及时、最全面的餐饮展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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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效力持久

每期《亚餐通讯》都刊登有餐馆管理经验及行业最新信息，餐馆东主常将其作为重

要资料保存。此外，《亚餐通讯》上的大多数广告是服务于餐馆的专业公司，这些

信息是亚餐馆平日最需要的，因此也最受餐馆东主的青睐。

广告效果立竿见影

《亚餐通讯》的目标读者群类别相对集中、数量庞大，非常适合于精准广告的投

放，加之独特、有效的发行方式，必将给广告主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 发行量：广告价计算基数21,004；总发行量：30,000。

* 指定版面：在原价之上加收20%，

  预定版位后恕不能取消

* 截稿日期：每月2号以前截下一个月稿件

* 付款方式：预付第一期广告费，余款按每月账单支付

* 夹插广告：客户可提供预先印好的广告宣传资料进行夹

  插，具体收费欢迎洽询

* 销售热线：东部:888-909-1234；西部:888-727-6368；

  全国1-800-655-9870

* 网站：http://english.A-R-N.net;

  邮箱：info@A-R-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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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Restaurant News

■Circulation: 21,004 Rate Base;Total Circulation:30,000.
■Preferred Positions: Add Additional 20% to rates, non-cancelable.
■Closing Dates: on or before the 30th of the month.
■Payment Terms: 1 month prepayment required prior to credit application approval.
■Other Availabilities:
     Inserts - Client-supplied, pre-printed, finished. Rates, specifications, and availabilities on request.
■Sales Contacts: East Coasts - (888)909-1234; West Coasts - (888)727-6368; National - 1-888-727-8881.
     Website: http://A-R-N.net; Email: info@A-R-N.net.

4-color Inside Page 1x 3x 6x 9x 12x
1Page $2,970 $2,525 $2,376 $2,228 $2,079
1/2Page $1,782 $1,515 $1,426 $1,337 $1,247
1/3Page $1,277 $1,086 $1,022 $958 $894
1/4Page $1,040 $884 $832 $780 $728

Priemer Front & Back 1x 3x 6x 9x 12x
Front P1-P9 $4,455 $3,787 $3,564 $3,341 $3,119 
Back P4-P9 $4,455 $3,787 $3,564 $3,341 $3,119
Back P3 $5,940 $5,049 $4,752 $4,455 $4,158
Front P3 $7,425 $6,311 $5,940 $5,569 $5,198

Covers 1x 3x 6x 9x 12x
Front Cover $11,880 $10,098 $9,504 / /
Back Cover $10,395 $8,836 $8,316 $7,796 $7,277
Front-Cover-Inside $9,890 $8,836 $7,912 $7,418 $6,923
Back-Cover-Inside $8,910 $7,574 $7,128 $6,683 $6,237

Advertising Rates 2014

Advertisement Size

Page Size & Trim Information: The trim size is 81/4”x103/44" perfect bind. Page is 2 columns, each column

                          31/8” wide, or 3 columns, each column 21/8”wide.

Printing Process: web offest.          Digital file type: .eps .tif .pdf

Film Output: Furnish negatives, right reading, emulsion up, one-piece-per-page-per-color. Use 175 lines screen.

Asian Restaurant 
News

Front Cover Back Cover Spread Full Page Horizontal1/2Page

Vertical  1/2Page Vertical 2/3Page Vertical 2/3Page 1/4Page

81/4"W x 43/4''H 81/4"W x 71/2''H 161/2"W x 103/4''H 81/4"W x 103/4''H 71/2"W x 5''H

33/4"W x 103/4''H 21/4"W x 103/4''H 43/4"W x 103/4''H 33/4"W x 5''H


